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63-4633 

 

12/05 盛世公主號～塔斯馬尼亞、墨爾本 vs 紐西蘭遊山玩水１５天 

NT:133,000 元/人 
團費包含：  

１．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２．陽台艙兩人一室，單人報名或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價差。 

３．兩地機場稅、遊輪靠港稅。 

４．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５．行程中所含的岸上觀光。 

６．全程領隊服務費每人美金 150 元。 

７．全程遊輪服務費每人澳幣 231.4 元。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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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數 出發/抵達時間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飛行時間 

第 1 天 23:30 / 11:55+1 桃園 TPE 雪梨 SYD 中華航空 CI051 9 小時 15 分

第 14 天 20:30 / 21:30 奧克蘭 AKL 布里斯班 BNE 中華航空 CI054 4 小時 

第 14 天 23:00 / 05:55+1 布里斯班機場 BNE 桃園 TPE 中華航空 CI054 8 小時 55 分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雪梨機場 
今天集合於機場，辦理好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澳洲第一大城－雪梨。今晚夜宿機上。 

 

 

X： 
 

X： X： 

 

飛機上或同等級旅館 
 

第 2 天 【遊輪預計 18:45 開航】雪梨機場→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遇見美麗的盛世公主號.. 

抵達後，專車前往遊輪碼頭，辦理登船手續後，即登上公主遊輪船隊中之豪華遊輪★盛世公主號。讓船

上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憶；當您進入華麗大廳時，專業的服務人員正喜悅地歡迎每位貴賓登船。

放下行囊，稍做休息後，隨著專業領隊參觀體驗遊輪上各項硬體設施。在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

遊輪於鳴笛中緩緩離開碼頭。隨即展開這令人興奮的豪華遊輪之旅。 

 

 

X：機上提供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3 天 海上巡航 
【特別推薦】Work Out Time! 

遊輪上提供許多精心挑選的活動課程，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擁有完善的設施及專業的指導員，讓您在使

用上更得心應手；在遊輪甲板上慢跑，一覽無遺的美麗海景是您在一般慢跑中絕對體驗不到的樂趣，快

換上運動服裝，一同來趟甲板慢跑之旅！ 

【特別推薦】美食饗宴，幸福萬歲 

英式下午茶，提供您美味的蛋糕、三明治、餅乾與水果，佐上英式紅茶，伴隨午後灑下的陽光，悠閒又

愜意，完美午茶時光莫過於此!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4 天 【遊荷伯特 Hobart→薩拉曼卡廣場、威靈頓山（澳洲‧塔斯馬尼亞）

輪 08:00 抵達；18:00 開航】 
荷伯特 Hobart 



  

是座小巧緊密的城市，充分散發出現代與歷史融合的魅力。漫步穿越殖民時期的建築，感受本地居民以

創造力孕育而出的能量。探訪僻靜的自然環境和手工製作的土特產，欣賞大膽的現代藝術和時尚酒吧及

餐廳。 

【特別推薦】薩拉曼卡廣場 

薩拉曼卡緊鄰荷巴特海港，名字取自西班牙的薩拉曼卡省。這裡一排排的老式石頭廠房，如今是藝術家、

畫家和自由設計師的聚集地。 

威靈頓山 

荷巴特這座城市就是背靠威靈頓山而建，所以在山上可以俯瞰荷巴特全景。威靈頓山高 1271 米，山頂

平時為冰雪所覆蓋，在山頂有被稱為“風琴管”的柱子，那裡是荷巴特很知名的一處景點，也是俯瞰霍

巴特城市最好的地點。 

特別說明 

1. 特殊安排：亞瑟港 

2. 下車參觀：薩拉曼卡廣場、威靈頓山 

3. 塔斯馬尼亞：是澳洲唯一的島州，位於澳洲東南角約 240 公里的外海，是一座呈心型的島，與

澳洲本土最南方的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隔海相望。塔斯馬尼亞州的範圍包括塔斯馬尼亞本島與

周圍的小島，官方和民間都將塔斯曼尼亞州簡稱為「塔州」。塔斯馬尼亞為澳洲自然生態保護得

最完善的地方。塔斯馬尼亞號稱「天然之州」，亦被譽為「蘋果之島」，亦有「澳洲版的紐西蘭」

之稱，以秀麗風光和樸素人文為特色。 

亞瑟港：在荷巴特東部的塔斯曼半島。由於塔斯曼半島三面環水，一面由僅 30 米寬的鷹頸峽與塔斯馬

尼亞本島相連的地理環境，當年被選作關押從英國流放過來的囚犯的地方。如今此處成為了塔斯馬尼亞

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遊輪上美食 當地風味料理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5 天 海上巡航 
【特別推薦】Show Time! 公主劇院 

晚晚都上演著不同的表演節目，內容包羅萬象如歌舞秀、魔術、模仿秀、雜耍等。動人的歌聲、精湛的

舞藝，極盡奢華的卡司陣容，加上高科技的舞台聲光音效，讓您一堵媲美百老匯的精采表演。 

【特別推薦】香檳瀑布晚會 

也許您一輩子都不曾參加過，由幾百個香檳酒杯堆疊，各國貴賓穿著代表自己國家的服飾，燕尾服、晚

禮服、和服紛紛出籠，輪番登高倒香檳接受拍照，留下一生中難得的回憶! 

特別說明 

1. 本日為海上航行，公主遊輪精選各種表演節目並提供豐富的娛樂空間，各種不同輕鬆好玩課程，

讓您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請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 

2.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中文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領隊會於前一晚將翻

譯好的每日中文行程表發送至各位貴賓手上) 

香檳瀑布晚會為船長晚宴的重頭戲之一，請於當晚穿著您最美麗、最帥氣的正式服裝出席(男士請穿著

西裝、女士請穿著洋裝或禮服)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6 天 墨爾本 Melbourne（澳洲）→市區觀光～聖派翠克大教堂、皇家拱廊、

【遊輪 08:00 抵達；18:00 開航】 費茲羅花園、聯邦廣場、維多利亞藝術中心
墨爾本 

簡稱墨城，被華僑稱為新金山，是位於澳洲東岸維多利亞州南部的一座城市。是維多利亞州首府和最大

城市，亦是澳洲人口排名的第 2 大城市，也是世界最佳宜居城市的首榜。 

聖派翠克大教堂 

位在高樓林立的墨爾本市區，耗時 90 年的光陰打造，哥德式的建築更令人嘆為觀止。踏進雄偉的教堂，

彷彿搭乘了時光機般置身於中世紀，五彩繽紛的大型彩繪玻璃，歷史故事歷歷在目，佇立在教堂中央的

大型管風琴，也都很值得您細細品味。 

皇家拱廊 Royal Arcade 

是墨爾本目前歷史最悠久的一座拱廊，在 1870 年時開幕使用，至今依然保留著當年 19 世紀末期的時

尚氣息，幾經翻修厚風華依舊，地板上飾有黑白簡約的磁磚拼貼的，拱廊的兩側則是目不暇給的家飾店、

精品店、糖果店。 

聯邦廣場 

是墨爾本市的新地標，在維多利亞式舊建築群中顯得突出且融合於墨爾本的現代景觀，建造費時超過 4

年，將墨爾本市中心及亞拉河串連在一起，是一個多功能的複合式開放空間，有購物、藝術、運動、娛

樂等空間可提供日常生活的另一個休閒去處。 

特別說明 

1. 入內參觀：聖派翠克大教堂、費茲羅花園 

2. 下車參觀：皇家拱廊、聯邦廣場、維多利亞藝術中心 

貼心提醒 

澳洲是僅次義大利有著最多義大利人的地方，墨爾本的咖啡從 1950 年隨著移民湧入而開始發展，直到

21 世紀初興起專業咖啡豆烘焙和咖啡師的新浪潮，在每個街角巷弄都能聞到沖泡完美、濃郁香醇的咖

啡香，超過 2000 家咖啡館，港口平均每天進口超過 30 噸的咖啡豆，足以沖泡 300 萬杯的咖啡，這裡

的咖啡館大多沒有 menu，「flat white」或是「Chai Latte」是當地必點的咖啡口味。 

 

 

遊輪上美食 
 

中式合菜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7 天 海上巡航 
俗又大碗，付費餐廳不錯過 
遊輪上什麼必吃？專業部落客說「付費餐廳千萬別放過」！在遊輪上僅僅需要支付２０～２５元美金的

訂位費，即可享受陸地一頓數千元的優質餐飲服務，這麼優惠的價格，怎麼可以錯失良機! 

公主服務 

為您處理繁瑣細節!!真正假期是拋開一切煩人的瑣事-這正是公主遊輪為您處處設想週到的原因。從日出

到深夜，公主遊輪上所有工作人員隨時因應您的需求為您打理一切，讓您如同在家一般的輕鬆，而您大

可以放鬆心情盡情享受。 

特別說明 

1. 本日為海上航行，公主遊輪精選各種表演節目並提供豐富的娛樂空間，各種不同輕鬆好玩課程，

讓您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請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中文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領隊會於前一晚將翻譯好的

每日中文行程表發送至各位貴賓手上)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8 天 海上巡航 
【特別推薦】星空電影院 

公主遊輪獨有的星空露天電影院，您可以細細品嘗於白天播放的動感演唱會或是夜晚播放美麗動人的電

影，享用著免費的爆米花，天冷了還有溫暖的羊毛毯供您使用，千萬別錯過！ 

Ｃａｓｉｎｏ賭場樂 

船上的娛樂場，是一個設施相當多的博弈空間，五光十色，相當華麗，設有不同種類的吃角子老虎機，

另外亦設有多種不同的桌上型遊戲，如：百家樂，輪盤，二十一點等。種類繁多瞬間讓您有如置身於拉

斯維加斯，快來一同感受一下！ 

特別說明 

1. 本日為海上航行，公主遊輪精選各種表演節目並提供豐富的娛樂空間，各種不同輕鬆好玩課程，

讓您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請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 

2.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中文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領隊會於前一晚將翻

譯好的每日中文行程表發送至各位貴賓手上) 

貼心提醒 

1. ***未成年者不得進入賭場，請記住，小賭怡情，大賭傷身！*** 

遊輪上的賭場一般只營業到晚間１２點，好好享受遊輪生活，才是主要的目的！（全日海上航行日除外）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9 天 峽灣國家公園巡航 Fiordland National Park（紐西蘭‧南島） 
【世界遺產】峽灣國家公園 

成立於 1952 年，是紐西蘭最大的國家公園，從東北向西南綿延長 230 公里，地質由花崗岩、片麻岩和

閃長岩組成，主要樹種是山毛櫸與淚柏，這塊未經人類文明破壞的土地，已於 1990 年載入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在冰河時期，沿海岸的陸地被冰河不斷磨擦、切鑿，當大陸冰河退卻、溶化後

使海平面上升，海水灌入之前被冰河挖蝕的山谷，因兩岸高聳陡峭，灣水深長，類似峽谷，所以稱之為

峽灣。 

我們將暢遊米佛峽灣、湯普森峽灣、神奇峽灣及煙霧，在峽灣巡弋航程中您有機會觀賞到紐西蘭特有的

寒帶動物：如紐西蘭軟毛海豹、凸吻海豚等或峽灣雞冠企鵝或藍企鵝等野生動物。 

貼心提醒 

1. 野生動物神出鬼沒，屬於自然生態，因此無法保證捕捉到其蹤跡，敬請貴賓們諒解 

建議自行攜帶望遠鏡，將峽灣美景盡收眼底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10 天 查爾姆斯港 Port Chalmers→但尼丁 Dunedin（紐西蘭‧南島）→史



  

【遊輪 08:00 抵達；佩茲啤酒廠、企鵝棲息地、但尼丁火車遊輪上美食站

18:00 開航】 
【包含門票】史佩茲啤酒廠 

座超過 135 年歷史的啤酒廠，為紐西蘭啤酒大廠的起源，以釀造「南方驕傲」的啤酒著稱。這趟啤酒

之旅包括啤酒歷史與釀酒過程導覽，從 5 千年前巴比倫時代開始介紹起，原來那時就有啤酒了；因麥

芽種類、發酵方式和啤酒花比例的不同，大部分啤酒都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特風味，品嚐時仔細感受味蕾，

說不定能感覺到類似巧克力或咖啡的甜味。 

企鵝棲息地 

在紐西蘭多座企鵝棲息地當中，這裡堪稱是少數幾個可以在極近距離觀察到企鵝的好地點。目前一共有

15 對雌雄黃眼企鵝 Yellow Eye Penguin 棲息於此。 

但尼丁火車站 

但尼丁火車站建於 1873 至 1906 年間，曾是紐國最大和最繁忙的火車站。這棟壯觀的建築是由鐵路部

首席工程師特魯普（George Troup）設計，採用法蘭德斯文藝復興形式，半圓拱頂、對稱門窗、半圓

形窗等，皆是其特徵。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史佩茲啤酒廠 

2. 入內參觀：企鵝棲息地 

3. 下車參觀：但尼丁火車站 

4. 紐西蘭主要由兩大島嶼組成，即北島和南島，兩島以庫克海峽分隔，首都威靈頓即位於北島末端

處。由於陸地構造隆升及火山噴發，紐西蘭地形多變，南阿爾卑斯山縱貫南島中西部。紐西蘭風

景優美，氣候宜人，旅遊勝地遍布。 

5. 黃眼企鵝是瀕危物種，估計只有約 4000 隻。牠們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企鵝之一。其主要的威脅是

失去棲息地、掠食者的出現及環境變遷。 

貼心提醒 

觀賞企鵝時 請注意不要大聲喧嘩，企鵝容易受到驚嚇；可以拍照錄影但請勿開啟閃光燈，閃光燈會傷

害企鵝的眼睛，使牠們出海捕魚時視線模糊，導致被攻擊死亡。請好好愛護牠們！ 

 

 

遊輪上美食 
 

西式套餐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11 天 阿卡羅拉 Akaroa→與海豚共舞、參觀羊駝牧場，阿卡羅拉小鎮觀光

【遊輪 08:00 抵達；18:00 開航】 （紐西蘭‧北島）
【特別推薦】阿卡羅拉 

是個只有 600 多人的小鎮，以特殊地形和壯麗風景聞名，為南島知名的渡假勝地，在夏季常湧入大量

觀光客。此地被法國殖民了一段時間，因此建築、民俗風情都深深被法國影響，與紐西蘭大部分為英式

建築相比顯得特別，因此備受大家青睞。 

【包含門票】與海豚共舞 

搭乘遊船出海尋找「赫氏海豚」，是紐西蘭特有物種，它們活動範圍通常距離海岸不超過 30 公里。按

照基因差別，赫氏海豚又分為兩個物種，南島赫氏海豚與北島毛伊海豚。 

【包含門票】羊駝牧場 



  

集知識與趣味性一體，可以有機會看到 120 多匹的羊駝。牧場的主人會為大家介紹羊駝，您可以在起

拍照，身后便是風景如畫的阿卡羅拉海灣。之後您可前往牧場的商店，尋找一些當地出品的羊駝商品。 

特別說明 

1. 特殊安排：與海豚共舞、羊駝牧場 

2. 下車參觀：阿卡羅拉小鎮觀光 

貼心提醒 

1. 請備妥帽子、太陽眼鏡、防曬用品及相機。 

羊駝（英文名：Alpacas）的起源地在南美洲，是駱駝家族中的成員之一。羊駝的馴養歷史可上溯至

6000 多年以前。參加羊駝牧場之旅，可以有機會撫摸羊駝，指揮羊駝進入羊圈，與可愛迷人的羊駝親

密接觸，瞭解印加人稱為“上帝纖維”的羊駝毛優點和魅力。 

 

 

遊輪上美食 
 

當地風味料理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12 天 海上巡航 
免稅精品店 

盡覽國際名牌精品，包括施華洛世奇、CK、蘭蔻、倩碧、雅詩蘭黛等，以超值優惠的免稅價格提供名

牌香水、化妝品、珠寶等物品，令人驚嘆的購物天堂! 

美麗回憶無限 

航程中專業攝影師會在各種登船日、停靠港、正式晚宴等場合為貴賓留下美麗動人的甜蜜記憶，拍照是

免費不需額外費用，您可在相片展示區瀏覽或購買喜愛的照片，做為搭乘遊輪的最佳紀念品! 

特別說明 

1. 本日為海上航行，公主遊輪精選各種表演節目並提供豐富的娛樂空間，各種不同輕鬆好玩課程，

讓您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請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中文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領隊會於前一晚將翻譯好的

每日中文行程表發送至各位貴賓手上)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13 天 陶朗加 Tauranga→羅吐魯瓦 Rotorua～毛利文化村、Pohitu 噴泉、

【遊輪 08:00 抵達；19:00 開航】 愛哥頓牧場（紐西蘭‧北島）
【特別推薦】毛利文化村 

位於羅托魯瓦市東南部，與華卡雷瓦雷瓦地熱保護區毗鄰，將毛利人的古老房屋，經過修繕後集中在這

裡，內部陳列了毛利人獨特的雕刻品，是瞭解毛利族文化的最佳場所；除此，矽石台地、沸騰的泥漿、

地熱及獨特的植被，都不容您錯過。 

【特別贈送】Pohutu 噴泉 

園中心的 Pohutu 噴泉，熱水柱筆直噴射，高 30 多公尺，似銀鏈閃耀，白蓮盛開，十分壯觀，是世界

著名的“間歇噴泉”之一。 

紐西蘭國寶“奇異鳥” 



  

鷸鴕（Kiwi），又譯為幾維鳥、奇異鳥、奇威鳥，在古老的紐西蘭的南北兩島上，因為沒有走獸和蛇，

鳥類不必逃避，地面上的食物豐富，飛翔能力逐漸退化。成為是紐西蘭的國鳥及象徵，「幾維鳥」因其

尖銳的叫聲「keee-weee」而得名。 

愛哥頓牧場 

參加一系列有趣的活動，剪羊毛秀、擠牛奶、牧羊犬趕羊，牧場主人會帶領我們搭乘★牧場遊園車走入

羊群、牛群中餵食，你漫步於牧場的最高處，鳥瞰羅吐魯阿湖的美景，讓您體驗休閒的牧場生活。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 

2. 下車參觀：羊毛被製造工廠、愛哥頓牧場 

3. 羊毛被製造工廠：讓您親身參觀體驗其專業的製造過程，也可於此購買到期物美價廉的產品。 

4. 進入毛利文化村，請尊重各民族文化，勿打鬧嬉戲。 

貼心提醒 

1. 小知識：【奇異果與奇異鳥】紐西蘭是盛產奇異果的重要產地，因當地豐富的日照，使得種植出

來的奇異果特別香甜可口，奇異果原本產自於中國揚子江流域的獼猴桃科植物，後被引進、培育、

發揚於紐西蘭，原名 Chinese Gooseberry，後為強調產出於紐西蘭，而改名為現在我們所熟知

的 Kiwifruit，此名稱是以紐西蘭國寶奇異鳥所命名，仔細一看兩者的外型也有點相似唷！ 

今日請記得準備好您的相機，隨時按下快門，每張相片都將會相當精采。 

 

 

遊輪上美食 
 

山頂餐廳 BUFFET 遊輪上美食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14 天 【遊輪 07:00 抵達】奧克蘭 Aucklan（紐西蘭） （紐西蘭‧北島）→

市區觀光～帕內爾、德文港、天空塔（外觀）、皇后街→奧克蘭機場／桃園

國際機場 
帊內爾 Parnell 

是奧克蘭最古老的歐洲移民區之一，街道兩旁多半是二、三層樓高的建築，採英國殖民時期的建築風格，

簡潔而穩重。除了逛街喝咖啡，10 到 4 月在德芙梅爾羅賓遜公園（Dove-Myer Robinson Park）的玫瑰

花園（RoseGarden）裡，可以看到將近 5000 叢玫瑰花盛開。 

【特別推薦】德文港 

這裡的建築大都散發出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色古香，聳立在城市後面的維多利亞山頂，則可一眼望穿隔海

相望的奧克蘭市中心，以天空之塔為首的奧克蘭天際線清晰可見。 

天空塔（外觀） 

天空塔是紐西蘭奧克蘭市的一座觀光及通信塔，位於奧克蘭中央商業區維多尼亞街及聯邦街的交界。從

地面到塔狀天線桿頂部計算，塔高 328 公尺，是南半球最高的獨立建築物。相較其他高樓大廈，天空

之塔獨特的外型和高度，使它成為奧克蘭的標誌性建築。 

【特別推薦】皇后街 Queen St. 

長達 2.5 公里的皇后街是奧克蘭最熱鬧的街道，不但在地理上縱貫南北，將奧克蘭市區一分為二，同時

也在精神上標誌著這座城市的重心。兩旁盡是購物中心、星級酒店、紀念品店和精品名牌專賣店。 

特別說明 

1. 下車參觀：德文港、天空塔（外觀）、皇后街、帊內爾 



  

2. 奧克蘭是全紐西蘭最繁忙的城市，市中心高樓大廈和購物中心林立。在 1840 年以前，奧克蘭是

紐西蘭的首都，之後因考量到首都得兼顧南北島，才移至北島南端的威靈頓。 

貼心提醒 

1. 【小食推薦】奇異果&奇異果巧克力：因紐西蘭盛產奇異果，價錢便宜的不可思議！奇異果富含

多種維他命、礦物質及纖維質，多吃對身體很有益處；奇異果巧克力，在超市及小商店裡都可以

看到，味道酸酸甜甜滋味很棒，別的地方可是很少見的呢！ 

【伴手禮推薦】紐西蘭擁有的綿羊數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綿羊油、綿羊製品；紐西蘭的蜂蜜＆蜂膠產

品也是相當有名的，都是許多遊客到此一定會帶回家的！ 
 

 

遊輪上美食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X：機上提供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第 15 天 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天清晨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這難忘的澳洲、紐西蘭遊輪之旅。 

 

 

X：機上提供 
 

X： X： 

 

甜蜜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貼心提醒 

1.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航班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根據遊輪協議書，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拒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

對行程中登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輪公司及本公司

不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