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2/21   3/28   4/11.18.25   5/2.6.9.16.23.30   6/3.6.10     團費：每人／37,000 元起 

        3/5.7.12.14.19.21.23   4/15.22.29   5/13.20.27             團費：每人／35,0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簽證費，不含小費、高北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貼心好禮】 

1.澳洲綿羊霜：贈送每人乙瓶(100 公克)綿羊霜。 

註：12歲以下兒童，因肌膚吹彈可破，恕無贈送。 

2.貼心礦泉水：於抵達時貼心的在車上為您準備一瓶礦泉水，並於行程結束後丟棄，既貼心又環保。  

 

 
旅遊局推薦，澳洲必遊景點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051  台北(桃園)  雪梨  23:30  11:50+1  

第六天 CI052  雪梨  台北(桃園)  22:10  04:55+1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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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天  桃園雪梨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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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大小事：出發嚕！計畫許久的旅遊終於要出發了，或許因為太過興奮您無法在機上入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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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或許您可以有個舒適的睡眠以迎接即將開
始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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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夜宿機上 

第2天 雪梨新南威爾斯藝術館皇家植物園聖瑪麗教堂海德公園麥爵理夫

人座椅藍山(雪梨) 
班機抵達雪梨後，由領團人員協助通關手續，展開澳洲之旅。 



專車前往《皇家植物園》，欣賞此一風景美麗極富大都會色彩的城市，這裡是著名的雪梨風景明信片點，

雪梨許多的風景照、紀念照幾乎都是取景自這裡，原因是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將雪梨三寶一次拍足，讓美

麗的地標景色同時成為你的背景；而浪漫傳說的《麥爵理夫人石椅》，也在這個地方。 

之後前往莊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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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綠意清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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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爾

斯藝術館》主藏澳洲、歐洲、亞洲及當代的藝術作品與其他匠心獨具的藝術品，而在館中，藉由澳洲原著

名的藝術創作中，您可以了解當地的早期原始文化。 

【參觀重點】新南威爾斯藝術館、聖瑪麗教堂、海德公園。 

【風味餐食】中式自助餐。 

藍山費爾蒙度假村：如遇團體滿房將以同等級飯店或市區飯店替代。 

  
 

 
早餐：機上輕食／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晚餐：中式自助餐 或 澳式煎魚餐 

住宿：Mercure Fairmont 或 Novotel 或 Mantra 或 Vibe Rushcutters 或 Mercure Penrith 或 Travelodge Sydney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藍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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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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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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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為了採礦所建置的纜車，由於地形
的關係，傾斜的程度非常大，有時您會覺得都快站直了，是一種難得的旅遊經驗；纜車抵達後又是另外一
種景緻，從觀景台到森林步道，每一刻都倘佯在芬多精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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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前往親身體驗《回音谷》的神奇與遺世獨立的《三姐妹岩》，除了一望無際的尤加利森林外，聽導遊
述說三姐妹的愛情故事與傳奇。 
【參觀重點】藍山森林步道、回音谷。 
【特色景點】超傾斜練纜車、空中景觀纜車。 
【貼心叮嚀】今天別穿高跟鞋唷；搭乘鍊纜車時請將隨身物品帶好，如相機、手提包、水壺以及鞋子...避
免因傾斜而滑落。 

■旅遊大小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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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或 港式飲茶／晚餐：中式自助餐 或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住宿：Mantra Parramatta 或 Travelodge 或 Novotel Rooty Hill 或 Adina Apartment Norwest 或  

      Holiday Inn Warwick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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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奧運運動公園雪梨 
早餐後，專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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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 2000 年雪梨奧運所在地～《奧林匹克運動公園》，您可感受世紀奧運會場地的宏偉建築，雖然時序
已過，但此地環保設計理念，讓澳洲人最感驕傲。 
【參觀重點】無尾熊保護區。 
【特色景點】奧林匹克奧運公園。 
【風味餐食】澳式 B.B.Q 燒烤風味餐。 
【貼心叮嚀】袋鼠可愛又溫和，但是唯一的罩門是尾巴，別碰觸或誤踩唷，袋鼠可是會生氣的。 
■旅遊大小事：澳洲政府規定遊客不能抱無尾熊，但是園方讓無尾熊坐在欄杆上(牠真的乖乖的坐著)，您還
是可以和牠來張"肩併肩"的合照，留下美麗回憶。 

 
早餐：飯店內早餐／午餐：B.B.Q 燒烤餐／晚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住宿：Mantra Parramatta 或 Travelodge 或 Novitel 或 Holiday Inn Rooty Hill 或 Adina Apartment Norwest  

      或 Quest 或 同級旅館 



第 5天  雪梨邦黛海灘南岬公園魚市場漫步岩石區免稅店雪梨 
《邦黛海灘》的天，永遠都是這麼的藍，特有的細白沙灘，讓您忍不住脫下鞋來，漫步於碧海藍天之間，
享受片刻的浪漫時光，讓您更徹底愛上這與海合一的魅力城市；之後來到《南岬公園》，沿著觀景步道，
欣賞雪梨灣壯闊的海景。 
接下來轉往雪梨最大的《雪梨魚市場》參觀，或許一聽到魚市場你會直覺的嗅到魚腥味，雪梨的魚市場將
更新你對於市場的刻板印象。此處魚類品種繁多，海濱購物中心內各種不同口味的餐廳，您不妨自費嚐嚐
新鮮的海產佳餚，絕對會令您垂涎欲滴，回味無窮。註：本日午餐敬請自理。 
《岩石區 THE ROCKS》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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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週末(週六與週日)，岩石區的《週末市集》就活絡起來了，有許許多多人帶著自己收藏的寶物來此販
售交易，特色商品琳瑯滿目，在您閒逛的過程中或許可以發現心目中的寶物也說不定。當然還有小吃，如:
土耳其的沙威瑪 karba，水煮玉米，澳式熱狗、漢堡，焦糖花生、火山豆，，，等還有手工藝品，衣服等，
也可喝下午茶，近年來，時下年輕人則是喜歡到星巴克與 UGG。 
下午特別安排前往《免稅店》讓您盡情購物，在此您可自由自在的選購當地的特產，亦可為親友帶點小禮
物，自用送禮兩相宜！ 
【參觀重點】邦黛海灘、南岬公園。 
【特色景點】魚市場、岩石區。 
【風味餐食】韓式火鍋料理 
■旅遊大小事：建議您今日於魚市場時可以找三五好友一起購買幾樣喜愛的海鮮一起品嚐(意思是：單買一
份份量太多、且可以品嚐到的種類就有限)，或生蠔、或蝦蟹，都是以新鮮著稱，也常常聽到午餐之後一堆
人熱烈的討論：我覺得剛剛那個螃蟹清蒸可惜了，如果可以來個避風塘..這一類的話，人客阿，這是澳洲
啦！ 

 
早餐：飯店內早餐／午餐：敬請自理／晚餐：韓式火鍋料理 

住宿：Mantra Parramatta 或 Travelodge 或 Novotel Rooty Hill 或 Holiday Inn Warwick Farm  

      或 Adina Apartment Norwest 或 Quest 或 同級旅館 

第 6天  雪梨豪華遊艇遊雪梨灣雪梨歌劇院徒步體驗雪梨港灣大橋 

        雪梨桃園 
上午安排參觀《雪梨歌劇院》(入內參觀)，雄偉與奇特的外觀建築只是歌劇的軀殼，真正的精隨與歌劇靈
魂要入內參觀才能體會，此一新潮之建築，它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建築，而獨特的造型設計也為它在
世界建築上佔了一席之地，曲折建造過程及內部建材選用和意義，都是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原因，襯著背後
大海及藍天，是不少旅客攝影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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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前往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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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上為您準備自助午餐，您可一邊欣賞美麗景色，一邊享用午餐，享受浪漫休閒的氣氛。 
接著帶您前往具有 70 多年歷史的《雪梨港灣大橋》，您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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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回台灣。 



【參觀重點】雪梨歌劇院、雪梨港灣遊船。 
【特色景點】徒步走上雪梨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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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早餐／午餐：雪梨港灣遊船自助餐／晚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住宿：夜宿機上 

第 7天 桃園  

班機於今晨抵達台灣，結束此次精彩的旅遊。 
■旅遊記事：照片會泛黃、紅酒會喝光，唯有美麗的回憶越沉越香...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說珍重，並相約下次
澳洲見。   
早餐：機上輕食／午餐：XXX／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建 議 自  費  活  動 :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雪梨 雪梨夜遊  

1.包雪梨水族館或雪梨塔門票(若白天行程已包水族館則

改去雪梨塔) 2.特別前往北雪梨欣賞不同風貌的歌劇院及

雪梨港的夜景 3.前往 WOOLOOMOOLOO BAY安排宵夜享用

澳洲傳統的肉派或冰淇淋 

活動時間： 2.5～3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夜間加成車資、門票、宵夜、小費 

特別說明： 此自費人數需達 16人才可操作 

營業時間： 依當地公告為主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
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
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
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
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Ｂ.簽證： 
申根免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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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美金*7天=7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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