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遊 & 活動 Day Tour & Activity套裝行程 Package

行程 C: 坎培拉一日遊 - Canberra 

Cockington Green Gardens / Lake Burley Griffin / The National 
Capital Exhibition / Royal Australian Mint / Diplomatic Embassies / 
New Parliament House / War Memorial

最年輕的首都城市,亦擁有衆多現代化建築、發展最快的城市。澳洲
政府、國會以及很多外國使館所在地。前往參觀卡金頓格林小人國
($19.5/$11.4) 是英國卡金頓家族的私家林園、把人文建築和其他國家。
的代表以 12:1 的比例縮小制出。中午在中國餐館午餐 ($20/$15)、 
後遊覽格裡芬湖、首都展覽館、皇家鑄幣廠、大使館區、新國會大廈、
戰爭紀念館。

行程 A: 悉尼市區一日遊 - City tour

Bondi Beach / South Head / Watsons Bay / Kings Cross / Oxford 
Street / Lunch Cruise / Opera House / Sydney Aquarium / Madame 
Tussauds / Sydney Harbour Bridge 

出發前往雪梨著名的邦迪海灘、南角咀、屈臣氏灣、紅燈區、 
牛津街。中午乘遊船，在海上觀賞海港大橋、達令港，並享用遊船自
助午餐 ($59/$39)，午餐後參觀雪梨歌劇院 ($37/$37)、雪梨水族館 
($42/$29.5)、杜莎夫人蠟像館 ($42/$29.5)，全方位觀賞雪梨美景。
隨後遊覽位於市中心的雪梨野生動物園 ($42/$29.5)，體驗純粹的澳
洲動物探險之旅。  

行程 D: 史蒂芬港一日遊 - Port Stephen

Australian Reptile Park / Nelson Bay / Dolphin Cruise /  
Sandboarding / Wine Tasting

前往中央海岸、參觀爬蟲公園 ($37/$19)。有野生海豚的史蒂芬港、
讓巡航船觀賞海豚成為了一項不可錯過的奇妙體驗、夏季時還可以帶
上泳衣在船尾繩網內與海豚親密接觸，並於船上享用自助午餐(觀海
豚遊船+午餐 $54/$41)。前往安娜灣、乘四驅車進入大自然沙丘、 
進行刺激的沙漠滑沙 ($28/$22)。參觀當地酒莊、瞭解釀製過程及品
嘗各式紅白酒 ($5/成人)，結束行程，返回到唐人街上車點。

行程 B: 藍山一日遊 - Blue Mountain

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 Waradah Australian Centre /  
Scenic World Cable Car / Three Sisters 

藍山國家公園位於雪梨西部澳洲保護文化遺産區。參觀費瑟戴爾野生
動物園 ($32/$17) 觀賞澳洲野生動物，行程結束，將前往當地中餐廳
用餐 ($20/$15)，餐後直上海拔 1,100米高的三姐妹峰觀景台，乘坐
藍山景觀世界3種不同的纜車 ($43/$23) 欣賞驚人的藍山美景、全方
位的感受藍山深處的故事。不同角度觀賞三姊妹峰。還可以參觀土著
文化展覽 ($25/$20)，觀看土著表演，領略澳洲獨有的土著文化。

A.A. B. C. D.

酒店

天數 
Day

背包客棧  
BACKPACKER

★★★  
3 星酒店 or 

公寓   
3 STAR HOTEL

★★★★  
4  星酒店   

4 STAR HOTEL

預設行程 
Preset Travel

2D $270 $295 $345 A/B/C/D
任選 1 個行程

3D $370 $435 $485 A/B/C/D  
任選 2 個行程

4D $470 $575 $655 A/B/C/D
任選 3 個行程

5D $570 $655 $855 A/B/C/D
任選 4 個行程

5D-Bus N/A $420 N/A A/B/C/D
任選 3 個行程

單房價 N/A $80 $100 價格為 每房每晚

Code 行程 Itinerary Price Departure

A 悉尼市區一日遊 (不含門票) $39 二、四、六、日
B 藍山一日遊 (不含門票) $39 天天出發
C 坎培拉一日遊 (不含門票) $39 天天出發
D 史帝芬港一日遊 (不含門票) $39 天天出發
E 攀登悉尼大橋 $308/$208 請洽服務專員

F1
臥龍崗跳傘 周一至周五 $304

天天出發
臥龍崗跳傘 周六日,公眾假期 $324

F2
紐卡索跳傘 周四五一 $304

請洽服務專員
紐卡索跳傘 周六日,公眾假期 $324

G

海洋館 / 動物園 / 蠟像館 / 悉尼塔

天天出發
G1 觀光景點套票組合四選二 $50/$35
G2 觀光景點套票組合四選三 $60/$40

G3 觀光景點套票組合四項全選 $70/$45
H 中文悉尼歌劇院導覽 & 郵輪午餐 或 晚餐 $126/$106 請洽服務專員

悉尼
SYDNEY - 2人成團、天天出發

MIX ‘N’ MATCH

fr.$270*
2 Days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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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客人需要調整”預設行程”在路線行程許可條件下、支付行程附加
費即可更改

• 建議航班: 第一天抵達僅能銜接行程A市區遊，航班請訂 7:30AM 前抵達班
機、20:30PM 後離開班機

• 3 到 7 歲小孩 (佔床、佔車位 有早餐) 大小同價
• 3 到 7 歲小孩 (不佔床、佔車位 沒有早餐) 價格減AUD$50/每人 (以兩人價位為主)
• 0 到 2 歲嬰兒 (不佔床、不佔車位) 免費 (一位成人仍需付單房差，嬰兒小費照算)
• 如選擇住宿背包客棧套裝行程、機場接送則安排為英文接駁車接送至住宿背

包客棧
• 背包客棧住宿床位為多人混住之房間、無獨立衛浴設施無早餐提供
• 團前、團後背包客棧 AUD$70/每人、三星酒店 AUD$80/每人、四星酒店 

AUD$100/每人、含早餐及機場接送、背包客棧除外, 單人房差另計 
• 一日遊團前接機 AUD$100/次，團後送機 AUD$70/次
• 機場舉牌服務 $45/一趟。機場 check in 服務 $45/一趟
• 5D-Bus 行程 是從墨爾本出發搭乘長途巴士到達雪梨，進行五天四晚的旅程

並包含簡易盒裝早餐
• 如選擇自由活動則視為自動放棄行程均不退費 (須於訂團時決定)
• 悉尼酒店無提供牙膏牙刷、請自備、拖鞋
• 抵達機場若無接機人員與您聯繫、請撥打我們緊急聯繫電話 0434 606068
• 行程中自費入場劵皆由本社代購，所有價格或旅遊景點門票以當天價格為

準，恕不另行通知。景點門票必須由導遊統一購買，不能預先自購，遊客如
自行購買，本社概不提供任何交通運輸、接送服務，或需額外收取交通運輸
費，於當天行程結束後收取。如團友不參加某項自費活動，導遊將安排在此
景點自由活動直至正常集合時間。 

• 不排除在排版編輯上的錯漏，本公司保留最終解釋章程及細節的決定權利

團費包含 

 ✓ 機場來回接送
 ✓ 住宿及早餐
 ✓ 專業中文導遊
 ✓ 旅遊巴士

團費不包含

 ✗ 國際、國內航班機票
 ✗ 午餐、晚餐
 ✗ 當地導遊小費 AUD$5 / 每人每天
 ✗ 旺季附加費用
 ✗ 個人旅遊保險(強烈建議)
 ✗ 非人力因素 (如因天氣、酒店房間等特

殊情況)而導致的而外費用以及其他個
人花費

 ✗ 行程中未包含之景點門票

退款取消條款: 1. 行程出發前31日之外 (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50%。 
2. 行程出發前15-30日(含出發當日), 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80%。3. 行程出發前1-14日
(含出發當日), 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100%。(不包括公定價日與特別活動/酒店條款)

此傳單所列的團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並保留最終決
定 和解釋權。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
因素所引 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旅客完成付款的同時等同接受所有條款。 
 
Part of the Holiday Xperience Travel Group. ABN 36 124 034 33. Updated March 2019

行程 G: 觀光景點套票組合 (海洋館/動物園/蠟像館/悉尼塔) 
四選二/選三/全選 換購價 + $11 起

Sydney Aquarium / Wild Life Sydney Zoo / Madame Tussauds 
Sydney / Sydney Tower (choice of 2 / 3 / 4 sites combo)

觀光套票組合玩遍悉尼市區四大景點。雪梨塔樓高300米是能縱觀市
區全景的最佳觀賞點，360度透明觀景台使所有景觀一覽無遺。在塔
上還可欣賞4D動感電影。水族館中有六百多種澳洲生物，包括大堡
礁、深海區、雪梨港區等多種不同展覽館。野生動物世界是室內動物
園。涵蓋了約130種，總數達6000多的澳洲本土野生動物。悉尼杜莎
夫人蠟像館是其在全球的第13家，共9個主題展區，70多個世界名人
的蠟像。

*需自行前往，營業時間請依照景點公司公布為主

行程 E: 攀登悉尼大橋 Sydney Bridge climb 換購價 + $269

Sydney Harbour bridge

專業領隊會指導大家穿上全套安全設備、帶領大家登上四座階梯後、
登上外拱橋,沿著外拱橋走道前進。一路上可欣賞悉尼景色、用最特
別的方式一覽悉尼全景、若視野良好能遠眺藍山。外拱橋頂點、也就
是整座悉尼港灣大橋的最高處、距離海平面一百三十四公尺、將帶給
攀登者壯麗的三百六十度悉尼全景並享受登頂的喜悅與觀賞景。全長
約 2.5-3.5 小時。

*年齡最低需求8歲以上、身高 120 公分以上同時符合需求才可參加
*需自行前往，公眾假期與日間攀爬以外的時段會有加價
黃昏攀爬 $374/$348、夜間攀爬 $268/$249

行程 H: 中文悉尼歌劇院導覽&郵輪午餐或晚餐 換購價 + $87

Circular Quay / The Rocks / Sydney Opera House /  
Sydney Harbour Bridge / Royal Botanic Garden / Sydney / 
Woolloomooloo / Fort Denison / Luna Park Sydney  
(all attractions will be pass by, and visit on board)

悉尼歌劇院在 2007 年聯合國文教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20 世紀
最具特色的建築之一，也是當地標誌性建築。專業導遊帶領下、將置
身其中體驗了解其中不為人知的秘密。以優雅的方式搭乘郵輪巡航悉
尼，沿途遊覽港灣大橋、皇家植物園、月亮公園等，飽覽悉尼港風
光。*需自行前往歌劇院，與登船口步行距離約 30mins

行程 F1: 臥龍崗跳傘 Wollongong Skydive 換購價 + $265 起 
行程 F2: 紐卡索跳傘 Newcastle Skydive 換購價 + $265 起

Wollongong or Newcastle

將您帶到 15000 英呎的高空、從高空俯瞰到的景觀已是壯麗無比、
心跳隨著飛機的爬升加快、但這還遠不及機門打開的一剎那、跳出機
艙、海天一色、迎著強風、緊張的同時好似融入天空。跳傘結束後、
您將獲得專屬自己的跳傘證書。(臥龍岡跳傘悉尼市中心來回接送。
紐卡索跳傘平日需事先預約，週末不含接送)

*年齡最低需求 12 歲以上、12 歲至 18 歲須法定成年人陪同
*需自行前往集合地點或跳傘地點，每人 Levy$35 現場付款

悉尼  Sydney

背包客棧  
Backpacker / Hostel

Maze Backpacker
迷宮背包客酒店或同級

三星酒店/公寓式酒店   
3 Star Hotel / Apartment 

Ibis Budget Sydney East 
悉尼東宜必思經濟型酒店

四星酒店/公寓式酒店   
4 Star Hotel / Apartment  

Central Station Hotel
中央車站酒店或同級

E. F. G. H.

Please contact your Travel Agent for more details

MIX ‘N’ MATCH 悉尼 Pack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