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梨墨爾本 7＋1 日(含稅.簽.小費) 

出發日期.售價:        12/02  54,800 元        12/09  55,800 元 

01/15  59,300 元        01/22  62,800 元        02/07  68,800 元 
 

【行程特色】 

★雪梨旅情：雪梨歌劇院(入內參觀+專人導覽)、雪梨港灣大橋、登上雪梨塔。 

 

 



 

★無尾熊保護區～剪羊毛秀、無尾熊、袋鼠。 

 
 

★雪梨港灣遊船～一覽港灣美麗景緻。 

 
 

★世界遺產藍山國家公園(鍊纜車+空中景觀纜車)。 

 



 

★普芬古董蒸汽火車 

 
 

★菲利浦島神仙企鵝歸巢。 

 
 

★墨爾本：聖派翠克教堂、費茲洛花園。 

 



 

★CHADSTONE 購物商城～南半球最大購物中心。 

 
 

★尤莉卡景觀台 EUREAK SKYDECK88，360 度俯瞰墨爾本。 

 
 

【風味餐食】 

■德國豬腳餐／ ■中、西式龍蝦餐+葡萄美酒／ ■義式風味料理／ ■雪梨港灣遊船西式套餐／ 

■達令港牛排餐／ ■澳式 B.B.Q 餐／ ■The Star 賭場自助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1/20 

〔星期日〕  
CI051  台北(桃園)  雪梨  23:55  12:15+1  

2019/01/26 

〔星期六〕  
CI058  墨爾本  台北(桃園)  23:10  05:35+1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雪梨 

帶著雀躍的心情，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澳洲第一大城－雪梨，夜宿機上。(直飛約 9 小時)。 

■旅遊記事：出發嚕！計畫許久的旅遊終於出發了，或許您因為太過興奮無法在機上入睡，機上有許多娛樂設施，遊戲機、旅遊

頻道、各式音樂以及首映電影(不知道您是否跟筆者一樣，忙到沒時間進電影院，這時候倒是趕上電影進度的好時機)等等，或許

您可以有個舒適的睡眠，無論如何，請拋開腦中工作的事，迎接即將開始的旅程吧。  

貼心叮嚀：為使旅程順遂，並保障參團貴賓的人身財物安全，除有必要者，建議貴賓避免攜帶如珠寶首飾、鉅額現金等貴重物品

出國。另務請貴賓妥善保管並留意自身財物或重要證件(如收藏於隱密處或包裝上鎖)，以免予歹徒宵小有可趁之機；若貴賓發現

自身財物有疑似遭竊遭搶之情況者，請儘速聯繫領隊導遊人員，以便協助報警處理。 

餐 食： (晚餐) 機上輕食 

住 宿： 夜宿機上 

 

第 2 天 雪梨～聖瑪麗教堂～海德公園～麥爵理夫人座椅～雪梨灣遊船～雪梨夜景遊(登上雪梨塔)～雪梨 

抵達後前往參觀莊嚴的聖瑪麗大教堂，特殊的教堂外觀，與教堂內寧靜的氣氛，形成強烈的對比，教堂內的彩繪玻璃正是哥德式

教堂的代表，代表著在澳洲信仰的精神，而百年的教堂也是雪梨人結婚，最喜歡的地點之ㄧ。 

註：因為是信仰中心，入內時請放低音量。 

綠意清新的海德公園是蘊育雪梨綠化的搖籃，雖然沒有英國海德公園中的肥皂箱文化，但是高聳樹木所形成的綠色隧道與典雅的

噴泉造景，在繁忙的都會生活中，提供了紓壓與優閒的地方。 

黃昏時前往碼頭《搭乘遊艇暢遊雪梨港灣》，屆時氣象萬千的雪梨港、海軍俱樂部、高級住宅區等等均會呈現在您眼前，遊艇上

將特別為您準備西式套餐，您可一邊欣賞美麗景色，一邊享用晚餐，享受浪漫休閒的氣氛。 

晚餐後，特別安排迷人的雪梨夜景遊。 

★登上雪梨塔：在雪梨市區迷了路，往雪梨塔的方向走就對了，相對也使得雪梨市區的觀光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雪梨塔的上方

除了觀景台外，還有旋轉餐廳，可以觀覽雪梨港灣整個美麗市景。 

★雪梨塔之眼 4D 動感電影：讓您對於雪梨美景更深入其境。 

★北雪梨夜景：自北雪梨可往南眺望整個雪梨市中 ，高樓大廈美麗繁華燦爛的景色。 

註：若逢南半球夏季期間晝長夜短，夜遊活動可能天色尚未完全黑，敬請諒解。 

 



餐 食： (早餐) 機上輕食 (午餐) 中式料理 (晚餐) 港灣遊船西式套餐 

住 宿： Mantra Parramatta 或 Mercure 或 Travelodge 或 Holiday Inn 或 Adina Apartment Norwest 或 Waldorf 或 

Quest 或 Novotel Rooty Hill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雪梨～藍山國家公園～鍊纜車～回音谷～三姐妹岩～空中觀景纜車～雪梨 

西元兩千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之列的藍山國家公園，公園裡富含著大面積的原始叢林和亞熱帶雨林的林像，

其中以尤加利樹最富盛名，尤加利樹乃為澳洲的國樹，種類繁多約有 500 多種，是澳洲珍貴的有袋類生物無尾熊的最佳食品。 

在森林步道中浸沐在大自然的芬多精裡，空氣中彌漫著尤加利樹的清香，給人一種心曠神怡的感受。藍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從海拔

100 公尺到 1300 公尺之間的高原丘陵，極其特殊的地理和氣候環境，蘊含了許多原生種類的動植物，據記載考證，大約一萬多年

前，藍山國家公園的地質因為火山運動而變化活躍，後來又經年累月的風雨侵蝕，使我們今天得以觀賞到奇山異石的景象。藍山

國家公園裡有著超過 400 多種動植物，令人讚嘆澳洲自然界的生態進化史中奧妙的軌跡。 

搭乘全世界最斜的鍊纜車下到深入 300 尺、斜 52 度的谷底，親身體驗回音谷的神奇、遺世獨立的三姐妹岩與一望無際的油加利森

林。回程特別安排再讓您搭乘最新的空中觀景纜車，讓你可以空中鳥瞰欣賞峽谷風光。 

 
■旅遊記事：藍山國家公園之旅，超斜的纜車其實挺有趣的，但是建議您搭乘鍊纜車時請將隨身物品帶好，如相機、手提包、水

壺等，筆者曾經見過各式各樣物品滑落，當中含包含高跟鞋...。所以，今天別穿高跟鞋唷！因為要漫步在芬多精的氛圍中，享受

身體與心靈的沉靜。 

聽完三姐妹的故事，除了美麗傳說，有貴賓曾經問起：那三兄弟呢？世界之大，無巧不巧，您去過美西嗎？在美國西岸的優勝美

地國家公園，就有三兄弟岩....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料理 (晚餐) 達令港牛排餐 

住 宿： Mantra Parramatta 或 Quest 或 Travelodge 或 Holiday Inn Warwick Farm 或 Adina Apartment Norwest 或 

Chifley Penrith Panthers 或 Novotel Rooty Hill 或 Mercure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雪梨～無尾熊保護區～剪羊毛秀、觀賞無尾熊、澳式 B.B.Q～雪梨歌劇院～漫步岩石區～徒步體

驗雪梨港灣大橋 
無尾熊保護區：在此，您可欣賞澳洲國寶級也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動物─無尾熊，可愛的無尾熊和您做最近距離的接觸，可別忘

記用相機記錄這精采難得的一刻！園內還有可愛的袋鼠和袋熊等澳洲特有的野生動物，並觀賞精彩生動的剪羊毛秀表演，體驗澳

洲農牧生活情趣。午餐則享用具有獨特澳洲風味 B.B.Q.餐、沙拉等。 

雪梨歌劇院：這座建築史上的藝術品猶如海上的珍珠般綻放著白色皎潔的光芒，每年將近三千場的表演在這國際知名的表演場地

舉行著，不僅是當地人最愛約會的場所之一，也是遊客必來朝聖的殿堂；幾何構造使得雪梨歌劇院的外型讓遊客駐足觀賞不捨離

去。然而，雄偉的外貌只是歌劇院的軀殼，安排入內參觀雪梨歌劇院，找尋那屬於歌劇的精神。 

(雪梨歌劇院規定大型側背包以及雙肩後背包禁止攜帶入內，歌劇院外有置物處可暫放，建議貴賓此天攜帶小型背包放置貴重物品

隨身攜帶。)  

岩石區 THE ROCKS：雪梨第一個開墾發展的地區，漫步岩石區，可以窺得雪梨成長的步步遺跡，遙想菲利普船長登上新大陸時

的情景，值得您細細品味。環形碼頭西部鄉村式的海邊岩石區散步，蜿蜒的小巷弄盡是可愛的小店、咖啡館，著實令人流連忘

返，盡享著澳式悠閒生活及精緻品味，近年來 UGG 與星巴克更是熱門的商店。 

雪梨港灣大橋：親身經歷徒步登上雪梨另一代表建築物～雪梨港灣大橋的另類感覺，並以獨特的視角欣賞雪梨港灣的美景，將雪

梨港灣的碧海白帆、造型奇特的雪梨歌劇院和雄偉壯麗的城市建築盡收眼底。免稅商店：選購各種紀念品，當地特產及營養食

品。 



 
■旅遊記事：雪梨歌劇院一直是雪梨的地標，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大寶"，因為雪梨有三寶，二寶雪梨塔，小寶雪梨大橋。

可是它到底像什麼呢?住在靠海的人說它像貝殼堆疊的樣子，住在山上的說它像剝開的橘子，學物理數學的說它像切開的球體，

那你說呢? 

■旅遊記事：澳洲的原生動物格外引人注目，今天可以見到許多澳洲的原生動物，尤其是舉世聞的無尾熊，還有澳洲的農場生活

中一定要看的剪羊毛秀。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澳式 B.B.Q 餐 (晚餐) The Star 賭場自助餐 

住 宿： Travelodge 或 Holiday Inn 或 Mantra Parramatta 或 Quest 或 Adina Apartment Norwest 或 Felix 或 Novotel 

Rooty Hill 或 Mercure 或 Waldorf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雪梨／墨爾本～尤莉卡景觀台～Chadstone 商城購物樂～墨爾本 
早餐後，前往雪梨國內機場，搭乘國內班機飛往南部第一大城~墨爾本。 

抵達後，前往《尤莉卡景觀台 88》位在亞拉河南岸的尤莉卡天台，同時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住宅大樓，這裡同時也是墨爾本的地標

之一，在透明的玻璃景觀間，可以 360 俯瞰墨爾本市，無論是歷史悠久的古老建築，亦或河流及綠地，在這裡你會改變觀看墨爾

本乃至於整個世界的方式，快來這裡感受這《世界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 

另外可自費體驗《恐怖箱》，大廈的 88 層有一個透明玻璃房，可緩緩地從大廈主體中伸出，懸于近 300 米的半空中。這是目前全

球第一處也是唯一一處可以感受「懸崖箱」的地方。 

Chadstone 購物商城：南半球最大購物中心 Chadstone，來到墨爾本您更不可錯過南半球最大的購物中心 Chadstone，從實惠商品到

世界知名品牌,超過 530 間商店及 12 家世界品牌商店，在這可以滿足您追逐時尚及購物的樂趣。(避免打擾購物樂趣午餐敬請自理) 

攻略一：體驗在地生活，來趟超市巡禮就可以貼近在地人的日常生活，舉凡吃的用的，都在這裡。 

攻略二：美食體驗，這裡有著各式各樣的餐廳，從主食到小吃、甜點應有盡有。 

攻略三：時尚與流行，世界知名的品牌與最新款式，在這裡都可以找的到，讓您的流行資訊與世界同步。 

 

 
Chadstone 購物商城 

 



■旅遊記事：旅遊除了覽勝以外，從過往旅客的遊後感想中我們發現，總覺得自由購物與逛街的時間不夠，無法真正融入到當地

人的生活中，在 Chadstone 購物商城中可以滿足你這樣的體驗。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或餐盒）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義式風味料理 

住 宿： Travelodge 或 Quest 或 Mantra 或 Atura Dandenong 或 Seasons Heritage 或 Bayview 或 Vibe 或 Parkview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墨爾本～普芬古董蒸汽火車～菲利浦島(神仙企鵝夜歸巢)～墨爾本 

早餐後，前往貝爾格雷車站，搭上普芬蒸汽火車，在山群蓊鬱的林間，以芬多精的芳香，伴著大家遊歷普芬蒸汽火車的過往。坐

在低矮的窗台上將腳伸出在微涼的風中晃蕩；在通過棧橋時向純樸的村人揮手；這就是普芬記憶的最佳寫照。途中，會經過野生

鸚鵡常逗留的樹林，如果運氣好的話，還可以親手餵食彩色鸚鵡。 

菲利浦島：距離澳洲墨爾本東南方約 120 公里，雖然只是一座長 10 公里、寬 20 公里的小島，卻是舉世聞名的觀察企鵝歸巢之

地。島上最令人興奮的，莫過於觀賞小藍企鵝的歸巢遊行了！小藍企鵝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鵝，又稱《神仙企鵝》。為避免遭受大

型海鷗的掠食，企鵝群會在清晨天未亮時，就出發到海裡尋找食物，到傍晚再游回來，搖搖擺擺走到沙岸，循著足跡或相互呼喚

找到自己的巢穴，將攜帶回來的食物吐給巢中的企鵝寶寶。參觀的人們看到一群群企鵝的歸巢壯觀畫面，沒有不被感動的。 

註：請旅客攜帶禦寒衣物。 

 
■旅遊記事：神仙企鵝之所以叫神仙企鵝，是因為當母企鵝照顧小企鵝時公企鵝負責補食，太陽西下時公企鵝返回陸地親口餵食

母企鵝，有如神仙般的恩愛，而且這種企鵝是一夫一妻，所以叫神仙企鵝，，由於是野生的每晚回來多少其實得看您運氣。 

註：相機的閃光燈會傷害企鵝眼睛，請不要使用任何相機傷害企鵝。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中西式自助餐 或 中式料理 (晚餐) 中、西式龍蝦餐+葡萄美酒 

住 宿： Parkview 或 Novotel 或 Seasons 或 Atura Dandenong 或 Travelodge 或 Vibe 或 Ramanda Resort 或 Mantra 

Tullamarine 或 Quest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墨爾本～聖派翠克教堂～費茲洛花園～國家藝術中心～墨爾本／桃園 

費茲洛花園：慶祝維多利亞州建州 100 年而建，廣大的花園中綠樹成蔭，是墨爾本市民假日最常去的地方之ㄧ，除了可以享受芬

多精以外，花園中還有個溫室花坊，一年四季都可以栽出美麗花朵，當然還有傳說中庫克船長的神奇小屋；花園旁則是完成於西

元 1939 年佔地 3251 平方公尺，也是全市規模最大造景最美的聖派翠克大教堂，高聳的尖塔是哥德式建築的表徵，巨大而美麗的

窗花更讓教堂增添祥和與莊嚴的氣氛，而建造教堂的拱木可是採用整株原木來製作的。 

 

中午安排享用德國豬腳餐。(若遇休假日則改用 日式精致八道式套餐(含牛肉及生魚片不食用者請於出發前七日先告知您的業務人

員))。 

 

忠列祠：建於西元 1934 年，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維多利亞軍人而建的，仿拜占庭的白色建築特殊而莊嚴，前庭上的火炬

則是象徵戰士精神永遠不滅，建築物內的採光圓洞，每年 11 月 11 日早上 11 點 11 分陽光會直射在庭內。 

 

國立藝術中心內展出澳洲著名的藝術家作品。而南岸休閒區結合了皇冠娛樂中心及亞拉河兩岸而成為夜間最熱鬧繁華的地區。  

之後前往免稅商店，可意由選購各種紀念品、當地特產、營養食品返台餽贈親友。 

 

晚餐後，前往墨爾本國際機場，搭機返台。 



■旅遊記事：墨爾本是花都，而阿姆斯特丹也是花都，巴黎更是世界永恆花都，那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花都？答案是－他們都是花

都，阿姆斯特丹是花卉之都，巴黎是時尚萬花之都，而墨爾本除了滿街的花園更是讓你心花綻放之都...。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德國豬腳餐 或 SHOYA 日式精緻八道式套餐 (晚餐) 中式料理 

住 宿： 夜宿機上 

 

第 8 天 桃園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結束愉快又充實的澳洲之旅。 

餐 食： (早餐) 機上輕食 

住 宿： 甜蜜的家 

 

【簽證說明】 

自 2011 年 5 月 10 日起，台灣護照可直接透過指定旅行社取得電子旅遊憑證(ETA)。 大部分的電子旅遊憑證都可由指定的旅行社當

場核發。 申請澳洲電子旅遊憑證需準備： 

1.護照正本（效期六個月以上） 

2.基本資料表 (請洽承辦業務索取)(基本資料表下載) 

目前申請簽証狀況如下： 

1.若沒問題狀況下，指定旅行社會馬上核發簽證。(約 10 分鐘) 

2.有些因素需等待 12 小時後才知道簽證是否有核發。 

3.有些因素需將客人護照送至澳洲辦事處由簽證處核發簽證。送交澳簽處需先準備： 

》護照正本（效期六個月以上） 

》身份證影本（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 

》家裡電話/手機 

》公司名片 注意事項： 

1.本措施只開放給長期定居台灣的台灣護照持有人。如您並非長期定居台灣，而且您的台灣護照上也沒有台灣身分證號碼的話，

您必須向澳洲辦事處提出簽證的申請。 

本行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您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

服務人員。 

 

【行程規定】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 16 位成人以上(含)，最多 48 人以下(含)，台灣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

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

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懷孕旅客需依各航空公司規定申請證明，不便之處，尚祈鑑

諒。 行李限額規定如下：若搭乘下列之外的其它航空公司，另有其他規範。 

＞中華航空(CI)對於成人及兒童（不包括嬰兒）， 

托運行李：採計重制，30 公斤以下。 

手提行李：長 x 寬 x 高，不可超過 56x36x23 公分，重量不可超過 7 公斤。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

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本行程適用只持中華民國護照參團有效。 高北高接駁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力協助

訂位，但無法保證一定有機位，接駁費用另計。 紐西蘭、澳洲房間普遍不大，且多為二張單人床，若您是 2 位大人帶 2 位小孩，

建議您使用兩間房。  

 

【小費說明】 

本行程已含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不包括床頭與行李小費) 電話費、洗衣費、房間內之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