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雪。墨雙城八日遊 (雪梨、墨爾本)   

★特色介紹：  

澳洲，一個豐富奇妙的旅遊國度，充滿獨特的自然景觀、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饒富活力

與時尚氣息的城市、古代原住民光彩奪目的文明遺跡、高度發展的旅遊設施、薈萃多元文

化的各國美食、澳洲特產的葡萄佳釀。這裡崇尚自由，多彩多姿，處處皆有動人魅力。由

於澳洲的四季恰與北半球相反，溫和的氣候使澳洲成為四季皆宜的觀光勝地。  
  

～雪梨～氣象萬千的南半球第一大都會和最先進的都市。在世界文化遺產雪梨歌劇院的襯

托下顯現出澳洲第一大城的氣派和優雅。絕美的都會建築物天際線更襯托出雪梨塔的獨特

風格，雪梨港灣更是世界前三大美麗港灣著名於世，這新南威爾斯州首府的都會景觀不論

是在白天夜晚欣賞您都不可錯過。  
  

～墨爾本～多次贏得世上最適合居住的城市美名。市區的百年綠地費茲洛花園到哥德式的

聖派翠克大教堂，棋盤式的整齊街道上古典和現代建築的完美融合，深度國際化的都市，

多項國際重要比賽都在此舉辦。郊區的菲利浦島企鵝歸巢奇景更是您不能多 

見大自然奇景，十九世紀的疏芬山淘金鎮映出昔日的黃金夢的繁華，融合在古典建築。  

 

                                                                                               

★於藍山國家公園搭乘世界上最斜的鍊纜車下到縱深 3 0 0 公尺之谷底。  

★造訪雪梨最著名的代表建築物~雪梨歌劇院，入內參觀劇院內豪華的裝潢。   

★前往 D o m a i n e C h a n d o n (香登酒莊 )已成為所有造訪 Y a r r a V a l l e y 者必到的

酒莊之一。  

★墨爾本文化之都地標 -藝術中心  

★安排搭乘古意盎然的墨爾本古董蒸氣火車－走一趟大自然巡禮  

★墨爾本神仙企鵝－菲利浦島觀賞可愛有趣的企鵝回巢  
  

●下車參觀◎入內參觀◆路過參觀★特別安排   

  



★出團備註：  

1.售價已含兩地機場稅；若遇國際燃油稅調漲售價將依漲幅調整。  

2.參團貴賓須持中華民國護照，並且為中華民國單一國籍；雙重國籍欲參團者，請洽業務人

員。  

3.如參加貴賓為 1 大人 1 小孩(未滿 12 歲)，小孩須佔床，與該大人同房。  

4.安全考量，70 歲以上貴賓，或領有殘障手冊貴賓，需攜伴參加，恕不接受單獨參團，敬

請見諒。  

5.為顧及旅客在旅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內，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  

6.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方便提早為您處理。  

7.在紐澳地區，茹素者為少數，故素食菜色並不常見。建議茹素旅客如前往澳洲旅遊請先自

備素食罐頭或素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8.在澳洲，團體房房型無三人房。如要三個人睡一間，則為雙人房加床，有可能是一大床加

一小床，也有可能是加行軍床或沙發床，亦有因飯店設計只能提供兩張大床而無法加床。  

9.貼心提醒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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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小朋友參

團建議您使用兩間房！  

10.本行程安排澳洲當地土產店參觀購物。  

11.行程順序會因天候、交通航班影響飯店、景點、餐食前後順序調整，但絕不減少，敬請

諒解。  
  
 

★第 1 天桃園機場／雪梨 SYDNEY  

今日搭機飛往澳洲第一大城雪梨～得天獨厚的海港城市。人口超過四百萬是澳洲人口最密

集的都市，也是澳洲第一大城和經濟文化重鎮，也是南半球最先進的都市。班機於隔日抵

達～《雪梨 Sydney》美麗迷人的海港，多彩多姿的的文化氛圍，潔淨的海灘，怡人的氣

候，使雪梨成為全世界最嚮往旅遊的城市之一。  

住宿：機上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X：   晚餐 O：機上餐  
  

★第 2 天雪梨－雪梨歌劇院－雪梨港灣遊艇－QVB 維多利亞女王購物中心－聖瑪莉大教堂

及 Hyde Park 海德公園－雪梨塔(上塔+晚餐)  

◎【雪梨歌劇院】～2007 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坐落於雪梨港灣的

班納隆角，一旁是綠意盎然的雪梨植物園，被藍天綠地和大海包圍著。於 1973 年啟用至

今，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雪梨一睹她的風采。也是 20 世紀的偉大建築工程之由普

力茲克獎得主丹麥建築師 Jorn Utzon 設計，外觀極具革命性和創新的設計彷彿是巨大的貝

殼般，從遠遙望就像是一艘港灣中的巨大帆船與雪梨港灣大橋相呼應。內部有八個表演

廳，每年依不同季節上演著精彩的歌劇、戲劇、各式各樣的音樂表演活動。我們將由歌劇



院的解說員來趟內部的專業導覽，親自體驗世界級的表演場地，內部的精緻裝潢和極具現

代感的空間設計彷彿進入了典雅高尚的藝術殿堂。  

●【QVB 維多利亞女王購物中心】雪梨最著名的購物中心完成於 1898 年，當初是建來慶

賀女 王的 

50 週年慶，法國設計師 Pierre Cardin 曾說 QVB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購物中心)，古典優 雅

的內部裝設，為一拜占庭風格的建築物。QVB 最聞名的就是其內部彩繪玻璃外部以銅覆。

羅馬風格結構建築特色是美麗的彩色玻璃窗、花紋地 磚、復古的色彩。QVB 分為地下一層

與地上四層 200 公尺長的大廈佔了整個街區 4 個主要樓 層的正面為高雅的維多利亞風格

(Victorian-fronted)的商店有各式各樣世界精品名牌還 有澳洲本土品牌服飾、珠寶店、藝

廊、化妝品、飾品、咖啡店、曙 U 等超過 200 家。  

◎【雪梨港灣遊艇】～帶您一覽氣象萬千的雪梨港區。從雪梨碼頭上船，沿途欣賞雪梨港邊

的水岸住宅區，熱鬧繁華的都市景觀，全世界最大單拱型鐵橋－雪梨港灣大橋，從港灣眺

望雪梨歌劇院、雪梨塔。一邊享用午餐一邊欣賞雪梨港灣的美麗景色。  

●【聖瑪莉大教堂及 Hyde Park 海德公園】～位於雪梨市中心已有百年以上歷史，綠樹成

蔭一片綠意盎然的坐落在繁華的雪梨商業區內。教堂和海德公園公園彷彿為雪梨市區注入

了一股寧靜祥和的氣氛。  

住宿：HOLIDAY INN WARWICK 或 WALDORF PARRAMATTE 或 MANTRA 

PARRAMATTA 或 MERCURE HOTEL PARRAMATTA 或 NOVOTEL ROOTY HILL(或同等級

旅館)  

早餐 O：機上餐   中餐 O：雪梨港灣遊艇西式餐   晚餐 O：雪梨塔旋轉餐廳自助式晚餐   
  

★第 3 天雪梨－Koala Park 無尾熊公園保護區－蘿拉小鎮－藍山國家公園【鐵

鍊車、叢林纜車、回音谷】－雪梨(免稅店、天空之城賭場自助餐)  

《★koala park》無尾熊公園保護區 KOALA PARK，無尾熊公園於 1920 年代由 

Mr.Noel Burnet 所創立，並於 1930 年的 10 月正式對外營運。位在雪梨郊區的無尾

熊公園保護區，裡面養了很多奇特的動物，像是無尾熊、袋鼠、袋熊、神仙小企鵝、

負子鼠等，也可買包飼料餵袋鼠哦！這裡是無尾熊的自然保護區，也是世界上少數可

以在最自然的環境中觀賞無尾熊，及學習關於無尾熊知識的動物園。另外，千萬別錯

過一天四次的無尾熊餵食時間，園區的管理員會安排遊客和無尾熊一同拍照。當拍照

秀上場時，管理員會選一隻模特兒，靠在牠熟睡的耳邊，告訴牠要拍照囉，被選到的



這裡是無尾熊的自然保護區，也是世界上少數可以在最自然的環境中觀賞無尾熊，及

學習關於無尾熊知識的動物園。另外，千萬別錯過一天四次的無尾熊餵食時間，園區

的管理員會安排遊客和無尾熊一同拍照。當拍照秀上場時，管理員會選一隻模特兒，

靠在牠熟睡的耳邊，告訴牠要拍照囉，被選到的小 Koala 無辜地眨眨睡演惺忪的眼，

等待無聊的拍照時間結束  

《◎蘿拉小鎮》位居在藍山國家公園區域內的溫馨蘿拉小鎮，除了濃厚的鄉村田園氣

息，具有歷史性的建築物以及美麗的花園，更是吸引了許多遊客的目光！除了悠閒的

氛圍，街道上的特色餐廳、藝廊及精品店，每間店都充滿特色，搭配街道上的植物花

卉，儼然構成一幅童話般的浪漫圖畫！  

《◎藍山國家公園 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世界自然遺產；來自於 2 億 5 千

萬年以上的沉積，後經侵蝕活動露出峭壁和峽谷。藍山國家公園為「大藍山區域」內 

7 個國家公園內最出名的一個，擁有廣大的尤加利樹林，空氣中經常懸浮著大量由尤

加利樹所散發出的油脂微粒，經過陽光折射後，一片淡藍氤氳引人入勝。  

《◎回音谷瞭望台 Echo Point》此為觀賞三姐妹岩的最佳地點，同時也可欣賞整片藍

山及「傑美遜峽谷」的壯觀景緻。  

《★礦坑纜車 Scenic Railway》此纜車為最早期開採煤礦所建造的特殊交通工具，下

到深入 300 公尺﹑斜 52 度的谷底探奇，沿途山勢壯麗，美不勝收。  

《★景觀纜車 Sceniscender》為澳洲爬坡度最大的纜車，讓您可以從空中鳥瞰峽谷美

麗的風光。  

《◎健行步道》河谷裏築有木板步道，可在雨林裏享受芬多精的滋潤，同時也有機會

與 400 多種的鳥類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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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別安排在雪梨著名的【The Star 賭場自助餐】，享用豐盛的自

助式晚餐。  

住宿：5 星鉑爾曼酒店酒店 PULLMAN HOTEL PARRAMATTA(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O：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O：星空之城賭場中西式自助餐   

 



★第 4 天雪梨／(國內班機)墨爾本－維多利亞藝術中心－聯邦廣場－聖派翠克大

教堂－費茲羅花園－墨爾本  

今日搭乘國內班機飛往素有花園城市之稱墨爾本，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遊玩此一有

澳洲倫敦之稱的墨爾本，四處洋溢著濃厚的英國風。  

◎【維多利亞藝術中心】～媲美巴黎的龐畢度文化中心，不定期展示澳洲現代藝術作

品、原住民藝術創作等，更是墨爾本市藝術精神指標。藝術中心共分為三個部份，一

是高 162 公尺高塔劇院，一是墨爾本音樂廳，另一則是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除了充

滿人文氣息，更是市區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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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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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茲羅花園】～出自於名家之手所設計的市區花園，園區的規劃特別以英國國旗

米字圖案為區隔，搭配的不同時節的美麗花朵，色彩繽紛，卻是『花』中有序，即便

是秋冬，也別有一番風味，然而，不同的區塊自然編排而成的花園區，再次替墨爾本

這公園之都做了最完美的註解。  

住宿：MERCURE ALBERT PARK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自助餐   中餐 O：義大利風味餐   晚餐 O：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第 5 天墨爾本－丹頓農山餵野生鸚鵡 --歐琳達小鎮 --德國咕咕餐廳－時尚玩

家推薦【普芬古董蒸氣火車森林浴之旅】－菲利普島【神仙小企鵝歸巢】墨爾

本  

今日前往丹頓農山, 途中順道帶您去餵食觀賞野生鸚鵡，在這個 Dandenong 自然保

護區，常可以看到野生鸚鵡在您頭上飛來飛去，或是在你腳邊走來走去。這一帶本來

是墨爾本居民常來烤肉的公園，在烤肉時看到鳥類就會丟個麵包請他們吃，久而久之

就聚集越來越多鸚鵡在這，現在這一帶常出現的鸚鵡種類大約有五種。您可準備一些

食物或買包飼料，看您有沒有辦法讓這些可愛漂亮的鸚鵡飛到您手上囉!!隨後特別來

到歐琳達小鎮逛逛，歐琳達小鎮坐落於丹頓農山的半山腰，位於 Monbulk and   

Dandenong Tourist 兩條主要交通道路的交界處，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優美的林間風情

更凸顯了小鎮的別具一格。  

【歐琳達小鎮】得名於附近的歐琳達小溪，一條以 Clement Hodkinson 的女兒

Olinda Hodgkinson 命名的小溪。丹迪儂山脈原本就是那般深邃，在充滿自然與浪漫

氣息的襯托下就更凸顯歐琳達小鎮的生機盎然。午餐安排享用§『德國咕咕鳥自助餐

＋歌舞秀』，一邊享用豐富的西式料理，一邊欣賞幽默風趣的歌舞表演。   



●【咕咕鳥德國風味自助餐】～座落於充滿歐洲鄉村氣氛的丹頓農山區自 1914 年開

始就是當地一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夜間在山區常有澳洲野鳥的咕咕叫聲，餐廳主人在

1958 年就將餐廳改名為現今的   

Cuckoo。熱鬧氣氛的餐廳內有 4 百多個座位，餐廳外觀是巴伐利亞鄉村式的建築，

自助餐台上供應新鮮的澳洲食材：有多種肉類料理包括各式的肉排和傳統德式肉類香

腸、各式新鮮蔬菜和各式冷熱菜餚和美味甜點，讓您一次品嚐巴伐利亞的傳統珍饈美

饌。不時穿插的歌舞樂聲在用餐時更添熱鬧氣氛，加上餐廳內有許多造型可愛的咕咕

鐘，絕對又是拍照的一大亮點！對又是拍照的一大亮點！  

★【普芬古董蒸氣火車森林浴之旅】～午餐後前往位於郊區的丹頓農區，她是墨爾本

夏天最好的避暑勝地，清新涼爽的綠林為世人提供最好的森林浴場所。我們將於此體

驗搭乘 20 世紀初開發的，坐在緩緩爬行的老火車中，行經茂密森林，沿途收覽翠綠

的山林、清澈的溪流、古意盎然的湖畔小鎮，宛如欣賞一幅幅鮮明的油畫般，饒富味

道。  

◎生態保護區【菲利普島～神仙小企鵝歸巢】～在遊客服務中心裡，您可先觀看各種

有關企鵝的介紹，了解企鵝的生活，最後的重頭戲是前往海灘區靜坐等候，觀賞企鵝

列隊歸巢奇觀。一列列整齊排列的企鵝左右搖晃的步上海灘，沿著木板步道，您可以

看到身長僅 30 公分的企鵝就在您身邊經過，非常的可愛逗趣！讓您大呼大自然生態

的奇妙。(今晚需準備禦寒衣物) 住宿：MERCURE ALBERT PARK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自助餐  中餐 O：德國咕咕鳥自助餐+歌舞秀表演  晚餐 O：中式風味餐(每人

半隻龍蝦)+ 葡萄酒(參考菜單：每人主廚特製龍蝦半隻、蠔油時菜、鮮蝦、薑蔥雞球、清蒸

鮮魚、蘑菇肉片、當日例湯、白飯、茶、水果、品嚐澳洲葡萄美酒一杯(未滿 8 歲或不喝酒

之貴賓，有可樂或果汁))  

 

★第 6 天墨爾本－濱海彩虹小屋－墨爾本之星觀景摩天輪－城市電車巡禮－

Domaine Chandon(香登酒莊)－墨爾本  

★【濱海彩虹小屋】～海岸線上一排排的船屋，色彩繽紛，如夢似幻，私密景點絕對是拍

照的一大亮點。  

★【城市電車 City Circle Tram】～墨爾本最著名的街景之一，穿梭在市區的復古紅褐色

的木製車帶著您免費環繞市區的室內循環路面電車 City Circle Tram，以順時鐘方向繞行



整座城市一圈，而且每到一處停靠站就會有語音撥放站名讓您不怕坐過頭。市內循環路面

電車會停靠的車站站牌上都會 

有”City Circle”的標誌，是您展開都市小旅行的最佳工具！更是另一種欣賞墨爾本的體

驗。隨後專車安排前往拜訪【Domaine Chandon(香登酒莊)-】散發細致迷人氣泡的優雅

酒莊 Domaine  

Chandon 是法國悅酩香檳  (Moet & Chandon)在澳洲投資的酒莊，Domaine 

Chandon 已成為所有造訪 Yarra Valley 者必到的酒莊之一。透過 Domain Chandon

的大片落地窗面對起伏山丘上一片片葡萄園和大片池塘的美麗莊園風景，讓人有心曠

神怡的舒暢。更不用說大片的葡萄園在春夏秋冬四季時所呈現的種種不同風情~酒莊

的另一大特色是開放廠區讓人參觀葡萄酒和汽泡酒 (Sparking Wine)的釀製和熟成過

程。進了釀製廠後，濃濃的葡萄酒香會從四面八方把您團團包圍。  

《★南半球最大摩天輪 Melbourne Star》墨爾本之星是南半球最大、世界第三大的觀

景摩天輪。位於澳洲墨爾本達克蘭區 Waterfront 中心的摩天輪，有 40 層樓高，環繞

一圈的時間約為 30 分鐘。它設有 21 個觀景艙，每個觀景艙可容納 20 人。從摩天輪

上，以 360 度不同角度去欣賞菲利普港灣、馬瑟頓山(Mount Macedon)、亞瑟寶座

山(Arthur's Seat)和丹地農山脈(Dandenong Ranges)的美景，將墨爾本全城盡收眼

底。在墨爾本地區最心臟的的地方，濱海沿岸區，和許多魅力四射的建築大樓一起，

發光發熱。入夜之後，摩天輪在 3.7 公里長的 LED 燈光裝飾下，變成夜空中最美、最

炫目的焦點。住宿：MERCURE ALBERT PARK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自助餐   中餐 O：豐盛賭場自助餐   晚餐 O：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

第 7 天墨爾本－疏芬山【淘金體驗及礦車體驗、黃金博物館、歡樂商店樂遊

趣】－亞拉河畔漫步－墨爾本／桃園國際機場  

★【巴拉瑞特 Ballarat 淘金小鎮】～繁華的景象彷彿透露著那個時代的古樸優雅，保留下

來的 60 座懷舊建築，一一說明的當時的繁榮契機，無論是郵局、麵包店、馬具店、雜貨

店、鐵匠鋪、服裝及布料店或者小朋友最喜愛的糖果店，最棒的就是，當地所有的工作人

員，不管是警察、工匠、麵包師傅、醫生、郵差…全都身著維多利亞時期的傳統服飾，來

到這裡就像上演一場時空穿越劇，彷彿來到一座活生生歷史博物館。  

★【亞拉河畔漫步】～美麗的亞拉河南岸公園，以皇冠賭場娛樂中心為主，晚餐後來

趟浪漫亞拉河畔漫步，您可利用些許時間去賭場試試手氣，或者放鬆自己自費來杯餐

  
  

  
  

  
  



後酒，感受墨爾本浪漫古典及現代時尚的優雅，不在乎天有沒有黑，只在乎當時的浪

漫情懷。南半球最大的賭場、希臘咖啡館、名店街、風格酒吧‧‧‧等，墨爾本鮮明的異

國情調，絕對讓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隨後整理行囊，拾起歡樂的心情，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溫暖的家。  

住宿：MERCURE ALBERT PARK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自助餐   中餐 O：淘金鎮中式料理   晚餐 O：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第 8 天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次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本次精彩的東澳之旅至此結束，在此本公司感

謝您的選擇參加，敬祝旅途愉快！！謝謝！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 O：機上餐中餐 O：機上餐晚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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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