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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ity Brief

城市印象1

# 海滨小城 ## 美味龙虾 ## 度假海岛 #

芽庄（Nha trang）坐落在越南东南海岸，城市沿着海岸线建造，
渔船穿梭于码头和大海之间。如果你朝远方眺望，会看到在蔚蓝的
海水之中，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如星辰，这就是芽庄。它有着越南
最美好的海滩，还有东南亚最便宜新鲜的龙虾；它是越南最好的潜
水胜地，也是备受旅行者欢迎的度假海岛。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芽庄

所属大洲
 亚洲 

外文名
 Nha trang（英语）

所属国家 
越南 

官方语言 
越南语

面积 
251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芽庄海滩     芽庄大教堂

婆那加占婆塔   珍珠岛游乐园   
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

人口 
约 50 万人

特色美食 
烤龙虾     越南河粉     甘蔗汁

越南春卷     滴漏咖啡

南航航班信息 
南航已开通

广州直飞芽庄市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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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缆车
坐在缆车里看绿山点缀在大片的蓝色海洋里，视野开阔，心旷神怡。

租辆摩托车去市区兜风
融入到芽庄市区的摩托车大军里，体验最具越南范儿的出行。

潜水看海底的珊瑚
你可以潜入芽庄清澈的海洋里，看色彩斑斓的鱼儿穿梭在珊瑚中，也如它们一般自由自在。

畅快地品尝一顿龙虾大餐
全东南亚最便宜的龙虾，现捞的新鲜食材与独特酱汁搭配在一起，绝对能满足你的味蕾。

体验一点也不脏的泥浆浴
让芽庄最具特色的泥浆清洁你的肌肤，里面富含的矿物质会让你变得更美。

走吧！畅游芽庄海岛
乘坐着游艇出海，尽情地拥抱那一片蓝。01

03

05

02

04

06

07

08

喝一杯越南滴漏咖啡
香醇的咖啡滴滴漏下，香气弥漫，面对大海享受独属于你的闲适时光。

躺在海边的沙滩椅上发呆
午后时光，面对那片纯净的蓝，什么也别想，让思绪放空，烦恼退散。

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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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Travel Calendar

夕-初三

越南春节 越南解放日 越南国庆日 越南妇女节

January April September October

除 30 2 20
解放日是为了纪念越共在
越南战争解放南越和西贡，
获得胜利。每年的解放日，
胡志明市内会有不同阶层
的人走上街头庆祝游行。

越南国庆日是为纪念 1945
年 9 月 2 日越南民主共和
国（1976 年越南南北实现
统一后定国名为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成立的节日。
每年的国庆日，越南人民
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和中国一样，越南春节也
是越南人辞旧迎新的节日。
过节时，越南人民会制作
方形的粽子和糯米饼，除
夕夜有“采绿”的习俗，
将绿色树枝折下带回家，
有着“采禄”的吉祥之意。

与三八妇女节不同，越南
妇 女 节 是 为 了 纪 念 1930
年 10 月 20 日成立的越南
妇女反帝会，越南男人们
会在这一天为自己心爱的
人送上鲜花。

穿衣指南最佳旅行时间
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为越南最佳旅行时间，此时越南气温适宜，
适合游玩；旅行者应避免在 5 月至 10 月期间前往越南，此时
为雨季，降水量大且会有台风天气。另外，在元旦、中秋、端午节时，
越南人也会举行庆祝活动。

芽庄一年四季的气候都很炎热，旅行者前往时需做好防晒准备，
除夏季衣物外，也可以带上薄外套，预防天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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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节奏芽庄
3 日度假美食之旅

主题旅游行程推荐2

海边度假     饕餮美食     慢生活

旅游天数：3 天
适合谁：    想休闲度假的人、吃货一族
行程简介：尽情享受海岛美景，品味芽庄饕餮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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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芽庄海滩——婆那加占婆塔

早晨 07:35 分，乘坐中国南方航空 CZ8475 航班，从广州飞往芽庄，抵达
时间为 09:10 分，抵达芽庄后就可以开始享受美妙的旅行啦！建议旅行者预
定芽庄海滩区的酒店，住在这里，不仅可以一推开窗就能看见大海，同等条
件的酒店价格也比国内便宜不少，距离芽庄市区也不远。

办好入住，放好行李就去海滩撒欢儿玩耍吧！成排的椰树在风里微微摇
晃着叶子，阳光热烈却又不伤人，清澈的海水冲刷着细腻的沙子，总是让人
忍不住想留下几串脚印，再去沙滩椅上躺着享受日光的沐浴。除了酒店，芽
庄海滩附近也有许多咖啡厅，如果你玩儿累了，去咖啡厅里坐会儿，听听音乐，
也很惬意。

下午，可以租借自行车，骑车前往婆那加占婆塔。婆那加占婆塔又称为
天依女神庙，供奉着保护渔民出海的天依女神，如进入景点，需注意不要穿
短裤短袖。天依女神庙建于公元 7-12 世纪，建筑风格类似吴哥窟，但规模相
对较小。这里有时会有越南传统音乐舞蹈表演，而从塔上往下看，可以看到
芽庄碧蓝的海港。

晚上，回到芽庄海滩，还有神秘人物在等你，那就是海滩上的婆婆烤龙虾，
芽庄的龙虾价格十分便宜，味道美味，可以尽情吃到爽！

珍珠岛游乐园

号称为“芽庄迪士尼”的珍珠岛游乐园，完全值得你花
一天时间在此度过。游乐园位于竹岛的度假村里，非常受越
南人欢迎。

前往珍珠岛游乐园时，你可以乘坐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
车上岛，饱览海天一色的绝美风光。游乐园里还有众多游乐
项目，包括过山车、旋转木马、室内电玩城等，东南亚最大
的游泳池、长达 700 米的海滩，相信一定能带给你一段欢乐
刺激的回忆。

如果同行旅伴超过 5 人，可以购买 17 万越南盾的餐饮卡，
持卡在珍珠岛上的任何一家餐厅享用套餐，或者也可以在其
它餐厅里品尝美食。

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Dam Market
 

1923 年成立的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里保留了 6 万多种海
洋生物标本，对于喜欢海洋的小孩子来说，也是寓教于乐的
好机会。博物馆里还有一间水族馆，各类珍奇海洋动植物被
养在玻璃缸里，为你重现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

逛完海洋博物馆，还可以抽出时间去 Dam Market 逛逛，
在这里挑选要带回家的手信。咖啡豆、西贡香水、沉香手
串……最后一天赶紧让钱包里的越南盾发挥自己的价值吧！

下午 16：00 分，乘坐南方航空 CZ6050 航班，从芽庄
飞回广州，回到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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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Visa

签证办理
签证延期

当地护照遗失

       申请步骤：
Step 1 准备所需材料，如下：
①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白底彩照）
②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的护照
③身份证复印件（正反）
Step 2 到最近的领事馆交材料
Step 3 领取护照（签证）
    申请地点：越南驻中国各领事馆
越南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光华路 32 号
电话：010-321155
越南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900 号华辰金融大厦 304 室
电话：021-68555871

旅行者可前往胡志明市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延签，延期三个月
的价格为 60 美元左右，可在 7 天之内办好。

如护照在越南遗失、被盗，请尽快向越南警方报警，并向中
国驻越南大使馆申请办理。
办理需时：15 个工作日（加急 7 个工作日）
       申请步骤：
Step 1
登陆领事服务网 http://ppt.mfa.gov.cn/appo/ 在线提交申
请表及预约到馆办理时间
Step 2
按预约时间，前往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递交材料。
申请地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地址：44 Hoang Dieu, Ba Dinh, Ha Noi, Viet Nam
联系方式：0084-90344133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08:30-11:30
官网：http://vn.china-embassy.org/chn/lxwm/

Tips

• 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紧急办证，请与中国驻越南大使领馆联系，根据使
领馆关于开设“绿色通道”的材料和条件要求，直接前往使领馆免预约
直接办证。

• 为应对护照丢失的情况，建议在出行前准备好证件照、护照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并与护照分开存放在行李以及随身包不同的地方。

Tips

如果从国内直飞，建议打印好批文 + 护照 + 机票 , 以备检查所需。另外，
由于之前有发生过中国游客办理芽庄落地签受阻案件，为了避免旅行者
的出行，还是建议旅行者最好提前办理越南签证。

1
2

3

出行须知3

芽庄落地签：
如果旅行者只是前往芽庄旅行的话，可以申请落地签。
具体步骤为：
①通过官网或淘宝代提交申请落地签。建议旅行者在淘宝
     办理，将护照扫描件发给对方后，2 小时即可在邮箱收到
    落地签批文。
②拿到落地签批文后，打印出来以作备用。 
③在越南机场填写出入境表格，贴好照片，提交费用（30
    天内单次入境为 45 美金）。

越南旅游签证（1 月 1 次往返旅游签）

签证有效期     30 天 入境次数     有效期内单次

停留时间     签证有效期内离境 申办费用     400 元人民币

是否需要面签     否 建议办理时间 
至少提前 3 天办理

越南签证办理 

越南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海珠广场华侨大酒店 B 座 2 楼北部
电话：0086-20-83305910 或者 83305911
越南驻南宁领事馆 
地址：南宁市金湖路 55 号亚航财富中心 27 楼
电话：0086-771-5510562 或者 5510563
越南驻昆明领事馆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 157 号佳华广场酒店 C 座 2 楼
电话：0086-871-3522669
越南驻香港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区湾仔路 230 号商业大厦 15 楼
电话：00852-25914510 或者 2591 4517

时差 Time Difference

越南所处时区为东七区，比中国慢一个小时。如：北京时间
上午 7 点时，越南是上午 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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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Communication

国家区号与城市区号 WiFi 网络

电话卡

越南国家区号 0084
芽庄市区号     058

WiFi 覆盖程度：酒店、餐厅、咖啡厅
芽庄的酒店基本都会提供免费上网服务，旅行者在外游玩时，
可选择连接附近商店的 WiFi 或是使用手机流量。
随身 WiFi 租赁：
①租赁地点：国内机场、越南机场
②价格：约 45 元人民币 / 天

1 3

2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自助游旅行者、拨打电话较频繁的旅行者 不愿换电话号码的旅行者

优势 接听免费，拨打费用便宜便利店充值方便
无需换号码

联系方便

劣势 流量较贵，需订流量包 漫游收费较贵

资费 推荐 VINA PHONE 电话卡，拨打费用为 1 元 / 分钟 2.99 元 / 分钟

 购买途径 机场、商店、小卖部 各大运营商店铺

注意事项
INA PHONE 卡内的国际通话余额和越南国内通话余额

不多，国际通话约 10 分钟，越南国内通话约 50 分钟，
如话费用完，可以购买充值卡，自己充话费。

如想减少漫游费用，可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接收国
内短信及电话，另一部手机装上当地电话卡，再拨打回去。

货币与消费 Currency 
and Cost

货币：越南盾，简写 VND 货币兑换

参考汇率：（2018 年 4 月 24 日）
1 人民币 =3603.2542 越南盾
1 美元 =22765 越南盾

越南盾纸币面值最小为 100 越南盾，最大为 50 万越南盾（约
合 150 元人民币）；硬币则有 200、500、1,000、2,000、5,000
越南盾等五种面值。

1 2

Tips：

由于越南盾面值较大，旅行者购物时容易混乱，想要快速换算成人民
币价值的话，可以去掉 4 个 0 之后再乘以 3，例如吃饭时如果消费金
额为 100000 越南盾，那么按照这个方法来算，就是 30 元人民币左右。

在国内：
由于越南盾属于小众币种，中国银行不能兑换越南盾。但是
在首都机场，有越南盾兑换窗口，需要收取手续费。因此建
议旅行者先在国内换好美元之后，再去越南兑换越南盾；

在越南：
越南各银行及兑换点都提供越南盾兑换服务，如找不到兑换
点，可以在当地首饰金店类的地方，以人民币或者美元兑换
越南盾，也十分方便。
另外，在离开越南以前，客人没用完的越南盾可以在机场换
币台换成外币。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自助游旅行者、拨打电话较频繁的旅行者 不愿换电话号码的旅行者

优势 接听免费，拨打费用便宜便利店充值方便
无需换号码

联系方便

劣势 流量较贵，需订流量包 漫游收费较贵

资费 推荐 VINA PHONE 电话卡，拨打费用为 1 元 / 分钟 2.99 元 / 分钟

 购买途径 机场、商店、小卖部

注意事项
INA PHONE 卡内的国际通话余额和越南国内通话余额

不多，国际通话约 10 分钟，越南国内通话约 50 分钟，
如话费用完，可以购买充值卡，自己充话费。

如想减少漫游费用，可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接收国
内短信及电话，另一部手机装上当地电话卡，再拨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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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的使用3
越南银联卡普及程度较低，绝大多数地方更接受现金交易。
越南的银联特约商户主要为当地知名酒店和纪念品商店，在
越南刷卡不需要支付手续费。选择银联网络消费，和其他国
际信用卡网络相比，免收 1%-2% 不等的货币转换费。目前
越南主要是 VIETCOMBANK、UOB 和 SACOMBANK 三家银
行商户受理银联卡。

消费水平4
越南消费水平相比国内较低，芽庄更堪称是东南亚性价比
最高的海滨城市，小龙虾超级便宜，价格大约在 60 元人民
币 / 公斤，一碗越南河粉的价格也不会超过 10 元人民币。
住宿相比国内也要更划算，旅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
择几十元人民币一晚的青旅或是几百元人民币一晚的星级酒
店。

德式两孔插座 
电压 :   220V     频率 :   50Hz

·注意当地风俗习惯，进入当地人家里时问清楚是否需要脱
鞋进屋。

·越南边境毒品走私较严重，旅行时不要随意帮助陌生人，
多加注意安全。

·吃完海鲜大餐后，请不要马上食用芒果、榴莲等热性水果，
以免拉肚子。

·越南 5 月至 10 月雨水较多，此时出行应带上外套以免着凉；
·参加潜水、冲浪等水上运动时，遵守规则，注意安全。

当地报警：0084-113
医疗救护：0084-115
领事保护：0084-903474865（河内）
                     0084-908002226（胡志明）

电源插座 注意事项

紧急求助

 Outlet
Matters 
Need Attention

Emergenc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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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4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TOP 1 
芽庄海滩

TOP 2 
芽庄四岛

TOP 4 
芽庄大教堂

TOP 5 
龙山寺

TOP 3 
婆那加占婆塔

芽庄海滩 （Nha Trang Beach）

每年 6 月至 10 月，是越南的旱季，此时芽庄海水最清澈，
也最适合旅行者前来这里游玩。长达 6 公里的沙滩上，椰子
树随风招摇，人们在这里享受大自然赋予的阳光、海浪、海
风和美景，晚上还有龙虾婆婆来这里卖便宜又好吃的小龙虾，
芽庄海滩的美景美食足以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68 Trần Phú, Lộc Thọ, Tp. Nha Trang, Khánh Hòa 

如何前往：从芽庄市区步行 3 分钟即可到达
怎么玩： 你可以在这里游泳、晒日光浴、打沙滩排球、玩 
                   水上运动，甚至只是对着大海发呆，也很惬意。
注意事项：如下水游玩的话，建议选择在 13:00 之前，此时
                      的水质较为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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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四岛（Nha Trang Four Island）

芽庄四岛通常指的是木岛、竹岛、妙岛、墨岛四座岛屿，由
于当地旅行社大多有安排游玩这四座岛屿的旅游套餐，因此
统称为芽庄四岛。旅行者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游览四座岛屿，
在木岛下海浮潜；上竹岛欣赏海景，自费参加水上运动；在
妙岛自费参观水族馆；在墨岛欣赏现场表演，也可以挑选其
他岛屿的套餐。总之，四岛游是领略芽庄美景的不错选择。
开放时间：  四岛游的行程一般安排在早上8点出发，下午4点返程。
门票价格：除每座岛的自费费用之外，四岛游旅行套餐报价
                      在 6-8 美元之间，价格包括了来回交通、午餐和
                      途中的水果、美酒。
景点位置：Nha Trang, Vietnam
如何前往：乘船前往
怎么玩：   不妨和同行的欧美游客一起，去海里放肆地狂欢吧！
注意事项：旅行社的套餐价格并没有包含上岛费用，旅行者
                      事先要了解清楚。

婆那加占婆塔
(Po Nagar Cham Towers)

婆那加占婆塔又名天依女神庙，这里供奉的
是保佑渔民出海的天依女神，类似中国的妈
祖女神。婆那加占婆塔建于公元 7 世纪 -12
世纪之间，寺庙建筑接近吴哥窟风格，除了
许多当地人会来此参拜，还有许多华人也会
来这里。
开放时间：06:00-18:00
门票价格：22,000 越南盾
景点位置：2/4St, Cau Xom Bong, Nha Trang, 
Viet Nam
如何前往：租借自行车骑行前往，租借一天
自行车价格大概为 1-2 美元。
怎么玩：欣赏寺庙建筑，俯瞰芽庄海港。
拍照指南：拍完神秘的庙塔建筑，还可以从
塔上往下为蔚蓝的芽庄海港拍一张 照片。
注意事项：进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脱鞋，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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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寺 （Long Son Pagoda）

来到龙山寺，你也许会有一种恍若回到国内的感觉。龙山寺
据说是康熙皇帝钦赐修建，寺庙里随处可见亲切的中国元素，
从汉字对联到龙纹雕柱，山坡上的白色释迦牟尼佛像坐在莲
花宝座上，目光柔和却不失庄严，让人心生肃穆之感。
开放时间：07:30-11:30，13:30-17:30
门票价格：免费
景 点 位 置：Phật Học, Phương Sơn, Tp. Nha Trang, Khánh 
Hòa 
如何前往：从芽庄市区租摩托车或自行车前往
怎么玩：走过 150 级台阶，从大佛背后俯瞰芽庄市内风景。
注意事项：寺庙外的椰子冻很好吃，但寺庙内禁止吃东西，
旅行者最好在外面吃完再进去。

芽庄大教堂（Nha Trang Cathedral）

芽庄大教堂建于 1928-1933 年，是一座具有浓郁法式风格的
哥特式教堂。与胡志明市红教堂相比，石头建造的芽庄大教
堂更显大气。教堂内的钟塔、玻璃窗、石头墙壁都值得旅行
者细细观赏，细节之处皆有设计美感。每天早晨和晚上，教
堂里会举行弥撒，旅行者可以静静聆听当地唱诗班的美妙歌
声。
开 放 时 间： 周 一 至 周 五 07:00-11:00,14:00-17:00， 周 日
14:00-19:45
弥撒时间：周一至周五 04:45、17:00，周日 05:00、07:00、
09:30、16:45、18:3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Nha Trang Cathedral, Nha Trang, Vietnam
如何前往：租借自行车或从芽庄市区步行前往。
怎么玩：游览教堂，还可以站在周边高处，一览芽庄美景。
拍照指南：当地人经常在此拍摄婚纱照，旅行者不妨以大教
堂为背景拍张特别的旅行照。
注意事项：进入教堂时需注意不要戴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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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景点3

钟屿石岬角 
（Hon Chong Promontory）

影帝梁家辉主演的电影《情人》中，最后一幕男女主角道别
的场景即是取景自钟屿石岬角。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吸引
了无数人来到这座小小的岬岛，看浪花拍打着海岸，夕阳与
晚霞为它染上燃烧的颜色。喜欢女作家杜拉斯的旅行者，可
以静静伫立在岸边，感受她的故事里的那份惆怅。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22,000 越南盾
景点位置：Hon Chong Promontory, Nha Trang, Vietnam
如何前往：从芽庄市区租摩托车 [ 像这种，如果不会骑摩托车，
该怎么前往？下同 ] 前往，如不会骑摩托车，可请位当地人
做向导，事前谈好费用即可。
怎么玩：从芽庄市区出发，骑摩托车一路向北，15-20 分钟
可到。
拍照指南：女生可以穿着鲜艳的红裙，和蔚蓝的海景搭配在
一起，效果很惊艳。
注意事项：在岸边的石头上玩耍时，需注意人身安全。

珍珠岛游乐园
（Vinpearl Amusement Park）

珍珠岛游乐园有着芽庄迪士尼之称，位于竹岛上的度假村里。
如果入住珍珠岛度假酒店，则可以免费享受游乐园内的娱乐
设施，包括 700 米长的海滩、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东南
亚最大的游泳池、过山车、旋转木马、电玩城，度假村内还
有 4D 电影院和海洋馆， 足以让你玩到嗨。
开放时间：08:00-21:00，跨海缆车运行时间 9:00-22:00
门票价格：成人 50 万越南盾，儿童 40 万越南盾，价格中
包含码头和竹岛之间往返交通（缆车或者快艇）
景点位置：Hon Tre island|Vinh Nguyen,Nha Trang,Vietnam
如何前往：乘坐快艇或者缆车前往，出发地点在 Cau Da 码
头南的富贵港 (Phu Quy Port)
注意事项：游乐园内水上项目较多，旅行者可提前备好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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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 
（National Oceanographic Museum）

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是越南最早设立的海洋研究中心，旅
行者在这里不仅可以参观到 6 万多种海洋生物的标本，还
能去博物馆内水族馆里观赏各类稀奇珍贵的海洋动植物。
馆里展示的海洋科学家们用的仪器设备和各种各样的海船
模型，也能让你学到不少知识。
开放时间：06:00-18:00
门票价格：成人 30,000 越南盾，学生 15,000 越南盾，6
岁以下及 1.2 米以下儿童免费。
景点位置：1 Cau Da, Nha Trang, Vietnam
如何前往：从芽庄市区内乘坐 4 路巴士即可到达。
怎么玩：据说海洋深处的鱼类长相都很稀奇古怪，赶紧去
看看是不是真的。

柏代海滩 
（Bai Dai Beach）

与芽庄海滩相比，柏代海滩游人更少，景色更显清幽。如果
你只想静静欣赏自然海景，而不愿意扎堆于人群之中，不如
来柏代海滩。这里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岸边仅仅只有一排
木头餐厅可以满足你的用餐需求，还是一片能归还宁静的净
土。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Ganh Dau, Phu Quoc Island
如何前往：从芽庄城区骑摩托车 45 分 钟左右即到。
怎么玩：吹着海风，漫步在沙滩上， 享受独属于你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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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5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1 2

TOP 1 
烤龙虾

TOP 2 
越南河粉

TOP 4 
滴漏咖啡

TOP 5 
甘蔗汁

TOP 3 
越南春卷

烤龙虾

来到芽庄，什么都可以错过，就是不能错过这里的烤龙虾。
每当夜幕降临，即是吃货们的狂欢时刻。虽然只是简陋的大
排档，处理食材的方法也只是单一的烧烤，但新鲜的小龙虾
配上当地的甜酱汁，能为你的味蕾带来一番别样享受。
推荐餐厅：海边婆婆烤龙虾
推荐理由：芽庄最好吃最有名的小龙虾，鲜嫩香甜，性价比
很高。
价格水平： 250,000 越南盾 / 公斤
开放时间：晚上天黑之后
地址：芽庄海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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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河粉

越南河粉汤鲜味美，作为越南最具知名度的美食，不仅是越
南当地人每日必不可少的食物，也是旅行者来到越南少不了
要品尝的美食，吃过一次便令人难忘。 
推荐餐厅：Kirin Restaurant
推荐理由：中式的装修风格让你倍感亲切，老板也会说点中
文，除了越南菜之外还有意大利面可以品尝。
价格水平：人均 40 元人民币左右
开放时间：每天 10:00-22:00
地址：1E Biet Thu Street

滴漏咖啡

越南人对咖啡的喜爱，完全不输于法
国人甚至是意大利人。甚至还有人说，
因为越南滴漏咖啡而爱上喝咖啡，这
种使用特殊的滴漏咖啡杯制成的咖啡，
值得你花点时间细细品味。
推荐餐厅：Moka Cafe
推荐理由：除了地道的越南咖啡，店

里还有各类越南风味小吃，
搭配咖啡一起享用也是别
有风味。

价格水平：咖啡 20,000 越南盾左右，
甜点 60,000 越南盾左右

开放时间：10:00-20:00
地址：DC 74 Hunh Vuong,
              Nha Trang,Vietnam

越南春卷

春卷同样是越南极具代表性的美食之
一，与中国春卷不同的是，越南春卷
采用的米浆制成的米皮，里面卷的食
材是当地蔬菜、猪肉或者虾肉，形状
小巧可爱，入口鲜香。
推荐餐厅：Che Lo Lem
推荐理由：虽然只有晚餐供应，但老

板的独家酱料仍然吸引了
无数旅行者寻觅这藏在小
巷子里的美食。

价格水平：30 元人民币左右
开放时间：夜幕降临之后
地址：90C Hung Vuong St., Nha Trang 

City 附近

甘蔗汁

在炎热的夏季，没有比一杯冰凉甘甜
的甘蔗汁更能治愈的饮品了。没有精
巧的工艺，也没有特殊的调料，在榨
好的甘蔗汁中加入柠檬汁和冰块，即
是一杯解渴又消暑的芽庄甘蔗汁。
推荐餐厅：街边小摊上
推荐理由：做法简单，却能给你的味

蕾带来极致的愉悦。
价格水平：5,000 越南盾 / 杯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芽庄海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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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新咖啡附近

新咖啡是越南著名联运大巴公司，也是芽庄的背包客聚集区。
新咖啡附近聚集了诸多餐厅、便利店、旅馆，品尝美食或是
购物都十分方便。
价格水平：人均几十元人民币
地址：90C Hung Vuong St., Nha Trang City
如何前往：从芽庄市区内步行前往即可

Dam Market

Dam Market 位于芽庄城外，附近会有许多小吃摊售卖越南
当地小吃，旅行者逛完市场后可以在这里品尝美食，不过选
择摊贩时，最好多注意一下卫生条件，以免吃坏肚子。
价格水平：人均 20-40 元人民币左右
如何前往：从新咖啡车站出发，骑摩托车 15 分钟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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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6

最热榜单1

TOP 1  越南咖啡豆

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仅次
于巴西。越南咖啡豆以特殊奶油烘焙，
散发出浓郁的奶油香味，主要以中部盛
产的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咖啡豆为主，
旅行者购买咖啡豆时不妨也买把越南
滴漏式咖啡壶，回家就可以自己亲手
制作纯正的越南咖啡啦。如果你对咖
啡的要求不太高，也可购买越南 G7 速
溶咖啡。
售价：１公斤咖啡豆价格由 4 万越南
盾到 10 万越南盾不等，越南滴漏式咖
啡壶的的价格约为 1.5 万越南盾。
推荐购买地点：Dam Market

TOP 2  椰子糖

不少人喜欢吃椰子糖，但好吃的椰子
糖却不多。来到越南，怎么能不带些
备受欢迎的槟知椰子糖回去呢？这里
的椰子糖口味纯正，口感也很棒。在
买椰子糖的地方，还可以买些越南腰
果，性价比很高，味道也不错，适合
回去分享给大家食用。
售价：20000 越南盾 / 公斤
推荐购买地点：Dam Market

TOP 4  西贡香水

如果你想要为国内的女性朋友带手信，
那么越南原产的西贡香水是不错的选
择。西贡香水的造型别致，形似一位
穿着奥黛的少女，经过法国香水的演
变之后，香水味道清香鲜甜，完全不
输于那些大牌香水。旅行者可以选择
不同的颜色和规格，多买几瓶送给亲
友。
售价：30000 越南盾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芽庄夜市

TOP 5  沉香手串

芽庄的沉香手串十分有名，优质的芽
庄沉香触感清凉，闻之伴有果香，非
常适合做成手串佩戴。如果你喜欢，
也可以多买些收藏。
售价：沉香手串规格不同，定价也不同。
但由于沉香木十分稀有，所以沉香手
串价格也较昂贵。
推荐购买地点：芽庄购物中心

TOP 3  热带水果

芽庄也有许多热带水果，包括椰子、芒果、菠萝、莲雾、释迦果等，价格也比国
内便宜，喜欢吃水果的旅行者不妨多买一些。但是要记住，水果不能带上飞机哦，
喜欢吃的话就在芽庄吃好，也可以购买水果干带走！
售价：50000 越南盾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Dam Market

Tips：

即使是在越南也可能会买到假沉香，为了谨
防受骗，建议旅行者在正规市场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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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购物时间

扫货地点

2

3

越南本身物价较低，而且旅行者一般多在市场购物，可以砍价。可以在春节前去越南购买腰果、糖果、咖啡豆等物品，性
价比更高。

Dam Market
特色手信  选择众多  热带水果

Dam Market 是芽庄当地的大型生活市
场，市场内售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
备受旅行者喜欢的越南咖啡豆和热带
水果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必败好物：热带水果、滴漏咖啡
如何前往：从新咖啡车站出发，骑摩
托车 15 分钟到达。

芽庄夜市
越南美食  物美价廉  背包客

芽庄夜市的规模很小，卖的东西可不
少。芽庄夜市比较受外地旅行者的喜
爱，经常会有欧洲背包客来这里淘宝，
如果你想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日常
用品或是越南服饰，来这儿购买是不
错的选择，夜市里也有不少美食哦。
必败好物：遮阳帽、拖鞋
地址：City Hall, Tran Phu, 
Nha Trang, Vietnam
如何前往：从芽庄市区步行前往即可

芽庄购物中心
购物便利  繁华商圈  现代化

芽庄最高档的购物中心，商场里云集
众多时尚服饰、化妆品、珠宝等品牌，
也有电影院、餐厅和儿童游乐区等设
施，能够让你在此度过休闲时光。
必败好物：沉香手串
地址： 20 Tran Phu, Xuong Huan, 
Nha Trang, Vietnam
如何前往：从芽庄市中心步行前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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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7
芽庄海滩区

50% 旅客的选择
芽庄市中心

25% 旅客的选择
珍珠岛

15%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芽庄海滩     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
海边咖啡厅

婆那加占婆塔 
龙山寺 珍珠岛游乐园

交通 可以租摩托车车或打车前往市区 新咖啡旅行社和巴士站都位于市中心，
交通方便购物游玩都很便利 需要乘坐快艇或缆车前往市区

均价 200-800 元人民币 150-600 元人民币 1000-2000 元人民币

优点
酒店性价比高
拥有无敌海景

海边咖啡厅适合休闲娱乐

购物、餐饮十分便利
距离景点近，游玩方便交通发达，

方便旅行者前往越南其他城市

集娱乐和度假于一体
享受海岛私密空间

可以乘坐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缆车

缺点 交通较为不便 游客较多，比较吵闹 价格相对较高

适合谁 亲子游、度假游 背包客、自助游 全家亲子游、恋人海岛游

Tips：

如果你只想开心度假，还可以选择南航官网上的芽庄产品，一价全包机
票和芽庄豪华住宿，省去奔波费心的时间，无忧畅玩芽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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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8
外部交通1

飞机

芽庄目前有两个机场，其中芽庄机场虽然位于市区，但不属
于民用机场。旅行者一般抵达的是位于芽庄以南 40km 的金
兰机场，可以在芽庄金兰机场乘坐往返于河内及胡志明市的
航班。

火车

越南只有一条从南到北的铁路路线，铁路路线长 1726 公里，从胡志明市出发，途径顺化、会安、芽庄等城市，最后抵达河内市。

胡志明市 - 河内市火车时刻 / 价格表

河内市 - 胡志明市火车时刻 / 价格表

* 以上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 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越南所处时区为东七区，
   比中国慢一个小时。

目前南航已开通国内广州直飞芽庄市的航班，具体航班信息如下：

订票电话：0084-904619926                               订票官网：https://vietnam-railway.com

出发时间 抵达时间 时长 硬座价格 软座价格 硬卧价格 软卧 价格
19:00 04:02 9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3 美元

23:00 05:00 6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3 美元

09:00 19:26 10 小时 30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88 美元

06:30 15:28 9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92 美元

出发时间 抵达时间 时长 硬座价格 软座价格 硬卧价格 软卧价格
19:00 04:10 9 小时 10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5 美元

23:00 05:00 6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5 美元

09:00 18:37 9 小时 37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92 美元

06:15 15:05 9 小时 10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92 美元

从机场往返市区交通：
机场大巴
旅行者可以从芽庄金兰机场乘坐大巴前往芽庄市区，车票约
5 美元，耗时约 45 分钟。
出租车
旅行者也可以在机场乘坐出租车，前往市区大约 15 美元，
耗时约 30 分钟。选择出租车时，请选择打表的正规出租车。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长 班期
广州 - 芽庄 CZ8475 07:35 09:10 2 小时 35 分 周一、三、五、日
广州 - 芽庄 CZ8475 07:55 09:10 2 小时 15 分 周二、四、六
广州 - 芽庄 CZ6049 13:40 15:10 2 小时 30 分 每天
芽庄 - 广州 CZ8476 10:30 13:50 2 小时 20 分 每天
芽庄 - 广州 CZ6050 16:00 19:25 2 小时 25 分 每天

Tips：

如从芽庄前往越南其他城市，可乘坐由芽庄金兰机场往返于河内和胡志
明市的航班，可根据自己行程安排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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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

新咖啡开放式联运大巴 Open bus
新咖啡开放式联运大巴是越南最有名的旅游自助交通方式，
和铁路路线一样，大巴的起止点为胡志明市和河内市，中途
会经过顺化、会安、舰港、芽庄等越南其他城市，旅行者也
可以提前购买前往这些城市的车票，十分方便。
订票网址：
买票地址：

Tips：

旅行者可以提前 3 天网上订票，大巴不限制出发时间，但需在出发前
一天与当地办公室确认座位。

市内交通2

摩托车
越南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非摩托车莫属，街头也可以随处可
见揽客的摩托车司机，大多英语不错，乘坐摩托车时可以天
南海北地聊聊天也是不错的体验。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摩托车司机会要价，旅行者可以砍价，正常是每       

10 分钟路程，3,000 越南盾左右。
注意事项：
①越南街头的摩托车超级多，乘坐时一定要戴好安全帽。
②如果对自己驾驶摩托车的技术比较放心，也可以租借摩托
车去芽庄市区游玩，价格约 6-10 美元 / 天，并且需要自己
加油，油费约为 30000 越南盾 / 升。

出租车
如果同行旅伴较多，可以乘坐有三排座位的越南出租车，最
多可以坐下 7 人，但价格比双排出租车稍贵。上车前最好备
好零钱，最受欢迎的出租车公司有 Mai Linh 和 Vina 两家，
旅行者可以提前记好预约电话，出行时先拨打电话预约好出
租车再出发。
以下是越南各地值得信赖的出租车公司以及预约电话：

长途巴士参考时间：

路  线 距  离 时  长
芽庄 - 大叻 210km 约 4 小时

芽庄 - 胡志明 310km 约 8 小时

芽庄 - 会安 530km 约 9 小时

芽庄 - 顺化 690km 约 16 小时

芽庄 - 河内 1350km 约 24 小时

Mai Linh：0084-8-38222666
Vina：0084-8-38111111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

前 0.7 公里 11,500 越南盾 (Mai Linh) / 12,000 越南盾 (Vina Sun)

0.7-30
公里之内

每公里
16,300 越南盾 (Mai Linh) / 18,000 越南盾 (Vina Sun)

31 公里
之后

每公里
13,000 越南盾 (Mai Linh) / Vina Sun15,000 越南盾 (Vina Sun)

注意事项：不要随意在街上拦车，上车前需跟司机说清楚要
                      打表。

公交
越南公交车大多没有英文标识，乘坐时十分不便 , 因此不建
议旅行者乘坐越南公交 , 而且胡志明市内的景点大多集中在
市中心，景点之间距离较近，旅行者可以住在市中心后，步
行前往各个景点也十分方便。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单程 3,000 越南盾
注意事项：

自行车
芽庄市一座海滨城市，海滩边上非常适合自行车骑行，还可
以一路欣赏美丽海景，是来到这里的旅行者不可错过的出行
体验。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1-2 美元 / 天

https://www.thesinhtourist.vn/
90C Hung Vuong St., Nha Trang, Vietnam

乘坐公交之前，请跟司机确认好是否抵达要去的
目的地再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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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9

有人说，芽庄是一座越慢越美的城市。
的确，走在芽庄市区里，当你从古老的街巷里穿梭，

时而眼前出现了一汪蓝色海洋，岛屿点缀其中，恍若一场时光穿梭之旅。
热闹温情与淡雅恬静在这种城市里交汇融合，

来到这里的你，随心所欲地享受自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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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 - 下龙湾 - 胡志明市
7 日深度游
绝美海景     东南亚风情     海岛芽庄

旅游天数：7 天
适合谁：    假期充裕的旅客、深度游旅客
行程简介：三个城市，代表了越南的三种美好，你最喜欢哪种呢？

主题旅游行程推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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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4
DAY

芽庄海滩——婆那加占婆塔

早晨 07:35 分，乘坐中国南方航空 CZ8475 航班，从广州飞往芽庄，抵达时间为 09:10 分，抵达芽
庄后就可以开始享受美妙的旅行啦！建议旅行者预定芽庄海滩区的酒店，住在这里，不仅可以一推开窗
就能看见大海，同等条件的酒店价格也比国内便宜不少，距离芽庄市区也不远。

办好入住，放好行李就去海滩撒欢儿玩耍吧！成排的椰树在风里微微摇晃着叶子，阳光热烈却又不
伤人，清澈的海水冲刷着细腻的沙子，总是让人忍不住想留下几串脚印，再去沙滩椅上躺着享受日光的
沐浴。除了酒店，芽庄海滩附近也有许多咖啡厅，如果你玩儿累了，去咖啡厅里坐会儿，听听音乐，也
很惬意。

下午，可以租借自行车，骑车前往婆那加占婆塔。婆那加占婆塔又称为天依女神庙，供奉着保护渔
民出海的天依女神，如进入景点，需注意不要穿短裤短袖。天依女神庙建于公元 7-12 世纪，建筑风格
类似吴哥窟，但规模相对较小。这里有时会有越南传统音乐舞蹈表演，而从塔上往下看，可以看到芽庄
碧蓝的海港。

晚上，回到芽庄海滩，还有神秘人物在等你，那就是海滩上的婆婆烤龙虾，芽庄的龙虾价格十分便
宜，味道美味，可以尽情吃到爽！

珍珠岛游乐园

号称为“芽庄迪士尼”的珍珠岛游乐园，完全值得你花一天时间在此度过。游乐园位于竹岛的度假
村里，非常受越南人欢迎。

前往珍珠岛游乐园时，你可以乘坐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上岛，饱览海天一色的绝美风光。游乐园
里还有众多游乐项目，包括过山车、旋转木马、室内电玩城等，东南亚最大的游泳池、长达 700 米的海滩，
相信一定能带给你一段欢乐刺激的回忆。

如果同行旅伴超过 5 人，可以购买 17 万越南盾的餐饮卡，持卡在珍珠岛上的任何一家餐厅享用套餐，
或者也可以在其他餐厅里品尝美食。

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Dam Market

1923 年成立的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里保留了 6 万多种海洋生物标本，对于喜欢海洋的小孩子来说，
也是寓教于乐的好机会。博物馆里还有一间水族馆，各类珍奇海洋动植物被养在玻璃缸里，为你重现五
彩斑斓的海洋世界。

逛完海洋博物馆，还可以抽出时间去 Dam Market 逛逛，在这里挑选要带回家的手信。咖啡豆、西
贡香水、沉香手串……最后一天赶紧让钱包里的越南盾发挥自己的价值吧！

下午，旅行者可以选择乘坐火车或者飞机前往下龙湾，晚上住在下龙湾，方便第二天游玩。

下龙湾

有人曾说过，不到下龙湾，不算到越南。与胡志明市和河内不同，秀丽的山水，神奇的喀斯特地貌
和种种奇诡的石窟，共同构筑了这座“海上桂林”。旅行者来到这里，只需要尽情欣赏下龙湾的海美、
山幽、洞奇就够了，而且这里有许多人都会说普通话，无需太担心交流问题。

中午可以在景区内的餐厅享受越南美食，河粉或者海鲜都是不错的选择。

下午，乘船游览下龙湾。下龙湾有许多小岛，景色各有特点，可以尽情欣赏。去天宫洞看看光怪陆
离的钟乳石，去天堂岛看纯净翠绿如翡翠般的大海，再去吉婆岛欣赏美丽的落日。

下午或晚上，乘坐飞机从下龙湾飞往胡志明市。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范五老街，办理入住后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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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Y

6
DAY

7
DAY

西贡邮局——红教堂——统一宫——范五老街

乘坐 52 路公交车至 7 Phạm Ngọc Thạch 站下车，前往
西贡邮局，这座哥特式风格的邮局，内部装饰非常漂亮，华
丽的大吊灯和圆形花窗，极富古典美。这座邮局目前还在使
用，除了可以尽情拍照之外，还可以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哦。

之后可以步行去旁边的红教堂，它是胡志明市最大的教
堂。教堂有两座高 40 米的钟楼，仿照巴黎圣母院的钟楼设计，
整座教堂所用红砖全都来自于马赛，历经百年而未有丝毫褪
色，此处最能体验胡志明市的法国之美。

从红教堂出来，可以前往 500 米外的统一宫，它由越
南南部总督拉格兰蒂耶于 1869 年 2 月 23 日开始兴建，是
法国在整个印支地区的总督府。游完总督府，可以在对面的
Quan An Ngon 餐厅用餐，这里云集了许多越南小吃，店内
装修漂亮，食物精致，推荐春卷、越南河粉和海鲜粥，品尝
地道越南美味。

晚上，回到范五老街，可以约上旅伴一起去酒吧，体验
胡志明市的夜生活。

胡志明市政厅——胡志明美术馆——西贡歌剧院——西贡河

早晨起来后，先去 Huỳnh Hoa 买上一份法棍三明治，
这是越南人最爱的早餐。吃饱后，即可步行前往胡志明市政
厅，欣赏这座极具观赏性的建筑。由于胡志明市政厅不对外
开放，旅行者可在外围参观拍照，去广场上晒会儿太阳，欣
赏风景。

离开胡志明市政厅之后，可以去胡志明美术馆看看，这
座美术馆建于 20 世纪初法国殖民时期，属于越南一级国家
博物馆。美术馆由越南和法国的设计师共同设计完成，风格
兼具越南和法国的特点，门票为 1 万盾。如果对艺术作品不
感兴趣，就去美术馆对面那家咖啡厅喝杯越南咖啡吧。

下午，把时间交给西贡歌剧院最好不过。西贡歌剧院是
胡志明市的文化历史遗产之一，建筑带有浓重的欧洲风情，
外墙上各式各样的精美浮雕和花纹值得你细细欣赏。建议旅
行者可以提前订票，参观完之后再去歌剧院内看一场舞台剧，
票价在 200 人民币左右，可以很好地了解越南当地文化特色。

看完舞台剧，肚子也该饿了。旅行者可以从歌剧院步行
去西贡河，如果肚子太饿，可以先去西贡河岸边寻觅美食，
除了餐厅，这里也有许多贩卖各类特色越南小吃的摊贩，吃
完后可以沿着河岸散散步，欣赏西贡河夜景。

安东市场

最后一天当然要尽情买买买啦！对于要购买手信的你
来说，安东市场足以满足你。越南原产的西贡香水，送给闺
蜜的同时也别忘了留几套给自己；老爸喜欢吃椰子糖，老
妈喜欢吃腰果，那就每样都多买点带回去；办公室的同事
如果喜欢收藏各地的明信片，那么盖上邮戳带给她正好……

下午 15:40 分，乘坐南方航空 CZ374 航班，从胡志明
市飞回广州，回到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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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芽庄 1 日海岛观光游
绝美海景     海边咖啡厅     芽庄美食

旅游天数：1 天
适合谁：在芽庄短暂停留的背包客
行程简介：体验芽庄的海岛之美。

如果只在芽庄待 1 天时间，那芽庄之旅的最佳起点一定是芽庄海滩。中午 13:00 之前，芽庄的海水最
为清澈，旅行者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下海潜水，欣赏海里曼妙的珊瑚和五彩斑斓的鱼类。如果累了，选
一家海边咖啡厅，一边喝着越南滴漏咖啡一边欣赏海岛风光。午餐可以安排在芽庄市区，记住那碗越
南河粉的鲜香。之后可以选择去婆那加占婆塔欣赏芽庄渔民的“妈祖庙”，也可以去 Dam Market 走
走看看，挑选中意的手信带回家。

                                                                                                                                 最后修订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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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郑重声明：
       本攻略部分内容来自于第三方或用户提供，且任何信息都存在滞后或会被更新的可能，因此南航不能保证在任何时
候任何信息都准确无误。您应谨慎判断确定相关服务及 / 或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责
任与损失。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