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ydney Sydney 

(送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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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裡崇尚自由、多采多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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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 安排 

【入內參觀雪梨歌劇院】 

 到了雪梨歌劇院豈有只在門口拍照的道理 

 

 

 

 

 

■ 【剪羊毛秀】一直是澳洲的特

色代表之一，快速而逗趣總吸引眾人目光

且帶來歡笑，珍奇動物是一定要看的，但

是沒看剪羊毛秀就宛如沒到過澳洲...  

 

 

 

 

 

 

 

 

 

 

 

 

 

 

     

 

 

 

 

安排徒步體驗雪梨三寶之ㄧ的【雪梨港灣大橋】。 

原來大橋不只可以觀賞可以通車，還可以親自走上大

橋，整個雪梨港灣的美景將盡收眼底。 

【徒步體驗雪梨大橋】



 

 ★【達令港】，其發音是Darling，故又稱為情人港。海港一帶有著大型的港灣購物中

心、酒店及高級餐廳外，還有悉尼水族館、國立海洋博物館和LG IMAX 超感官電影院等熱門

娛樂景點。站在皮蒙特橋(Pyrmont Bridge) 可以飽覽海扇灣，達令港兩岸的風景。  

 

 

 

 

 

 

 

 

 

 

 【搭乘港灣遊艇悠遊雪灣】 
搭乘“雪梨遊艇”暢遊雪梨灣欣賞雪梨港灣的風

情萬千。原來從觀景台上看見的雪梨灣是遠眺，搭

乘遊艇去親近雪梨灣又是另外一種風貌。  

氤氳的藍山，壯麗的峽谷， 

特別的【鏈纜車】，著名的【藍山國家公園】，

藍山不只是藍山，有時是綠山是黃山， 

素有【澳洲大峽谷】美譽的詹姆士峽谷， 

更讓英國女皇到此一遊後說了"這真是世界最美的地方之ㄧ呀"， 

安排搭乘全世界最斜的鍊纜車下到谷底， 

之後安排讓您搭乘最新的【空中觀景纜車】上山。  



 

 

人文的雪梨【海德公園】、【聖瑪麗教堂】、【岩石區歷史之旅】 

 
 

 

 

 

 

 

 

 
 
 
 
 
 

【雪梨魚市場】
前往雪梨魚市場參觀，除了乾淨的環境並有代客料理的

服務，雖然台灣也有類似的魚市場，但是不同的魚種，

一般性的價位以及最在地的料理方式是體驗在地生活最

好的地方。 

 

前往當地超過百年歷史的 

【QVB維多利亞購物中心】，

【風味餐食】中西式自助餐、雪梨灣遊

船自助餐、澳式BBQ餐、義式風味餐、達令港HARD 

ROCK套餐、STAR CITY賭場自助餐、雪梨塔上旋轉

餐廳自助餐、龐德羅莎豬肋排餐。 



參考航班 
班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I055 中華航空  台灣(桃園)  雪梨  07:40 18:55 

回程 CI052 中華航空  雪梨 台灣(桃園) 22:10 04:55+1 

(＊逢冬夏令時間轉換，航班時間以及飛行時間會稍微有所調整，依說明會資料時間為準＊) 

 
 
《地圖》  



行程內容 
★：內含門票  ◎：下車參觀 
                                                                   

第一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TPE／雪梨SYD 
 

今日將搭乘華航 A350 豪華客機飛往澳洲第一大城-雪梨。 

A350 為國內首度引進全球最新一代中長程客機。客艙設有挑高全平躺的豪華商務艙、

加大空間的豪華經濟艙及設有親子臥艙的經濟艙，提供旅客更舒適的旅程。 

澳洲最美的城市雪梨是澳洲最大最知名的城市。想想世界遺產雪梨歌劇院及其宛如鼓起

白帆的巧妙形狀，以及海港大橋的壯觀鋼拱。海港的湛藍水色、邦迪海灘的銀沙捲浪，

亦浮現腦海。這些美景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造訪雪梨。抵達雪梨後，會發覺到更多精彩

景點及活動。這個美麗動人的大都會擁有多元文化及歷史遺產，充滿對藝術及運動的熱

情。展開樂趣滿載的購物之旅，在現代購物商場、宏偉維多利亞購物中心（Queen 

Victoria Building）、新潮時裝精品店及市集選購國際品牌商品。 

雪梨擁有溫帶氣候，因此一年四季都適合旅遊。整年期間，都可在迷人公園及花園踱步

慢走，沿著海灘漫步而行。 

班機於晚間抵達，抵達後將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Vibe Rushcutters Bay 或 Holiday Inn 或 Rydges 或 Mantra 或 Adina 或 Mercure 或 Atura 

Blacktown 或 Travelodge 或其他同級旅館 

 
 



 
第二天   雪梨市區知性之旅～皇家植物園、岩石區、徒步體驗雪梨港灣大橋、新

南威爾斯藝術館、雪梨塔旋轉餐廳自助餐-加贈雪梨夜遊 
 

今日特色：雪梨市區深度知性之旅，我們將以豪華巴士搭配輕鬆的散步，帶您細細走訪市

區最迷人的景點展開雪梨知性之旅：雪梨市海洋環抱、公園林立，甚至處處可見各式鳥類

棲息於高樓大廈及繁忙街道旁側的樹上，如此愜意的生活，令人嚮往！ 

◎【皇家植物園】，在麥覺理夫人座椅欣賞美麗海景。 

◎【聖瑪麗大教堂.海德公園】等◎【岩石區】是雪梨的發源地，因此我們將安排較多的時

間讓您自由漫步岩石區，感受雪梨城市的發展與成長軌跡，遙想菲利普船長登上新大陸的

情景，細細品味昔日的石造建築與倉庫所改建成的餐廳、精品店等，貼近這座國際大都會

的底蘊。 

◎【雪梨港灣大橋】，以往只能在電視上看到每年新年倒數計時的美麗煙火場景，如今，卻

可親身徒步登上雪梨最具代表性建築之一的雪梨港灣大橋，這種另類的感覺將讓您永生難

忘，還能以獨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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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威爾斯藝術館】，此館主要收藏澳洲、歐洲、亞洲及當代的藝術作品，匠心獨具的

藝術品讓人心馳神往，不自覺的感染藝術家的創意與想像。 

★ 雪梨塔上旋轉觀景餐廳享用自助晚餐, 你可一邊用餐一邊觀賞雪梨最美的夜景。  

★ 特別贈送: ★【雪梨夜遊】由北雪梨方向回眺市區高樓大廈美麗繁華燦爛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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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港式料理 晚餐：雪梨塔上旋轉餐廳自助餐

住宿：Vibe Rushcutters Bay 或 Holiday Inn 或 Rydges 或 Mantra 或 Adina 或 Mercure 或 Atura 

Blacktown 或 Travelodge 或其他同級旅館 

 
 
 
 
 



第三天 雪梨－邦黛海灘－魚市場－QVB維多利亞女王購物中心－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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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的圓形屋頂是羅馬風格

(Romanesque-sty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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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等超過200家。 

◎【雪梨魚市場】此處魚類品種繁多，吸引各國旅客拜訪，氣氛熱鬧歡樂，海濱購物中心

內設有各種不同口味的餐廳，您不妨自費品嚐當地新鮮的海產佳餚，絕對回味無窮。您會

更徹底愛上雪梨這座與海合一的魅力城市。 

★ 本日午餐特別安排於★【達令港灣HARD ROCK套餐】。 

◎【邦黛海灘】海灘的天空永遠這麼的湛藍，特有的細白沙灘，讓人忍不住脫下鞋來，漫

步於碧海藍天之間，享受片刻的浪漫時光。 

◎【南岬公園】這裡是雪梨唯一的出海口是屬於南太平洋沿著懸崖峭璧是觀光步道，沿著

觀景步道，欣賞雪梨灣壯闊的海景沿著觀景步道，欣賞雪梨灣壯闊的海景。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達令港 HARD ROCK 套餐 晚餐：STAR CITY 賭場自助餐 

住宿：Vibe Rushcutters Bay 或 Holiday Inn 或 Rydges 或 Mantra 或 Adina 或 Mercure 或 Atura 

Blacktown 或 Travelodge 或其他同級旅館 

 
 



第四天 雪梨－達令港灣－雪梨灣遊船－雪梨歌劇院(入內參觀+中文導覽)－雪梨
-(入住五星飯店) 
 

今日特色：特別安排暢遊達令港灣；並且進入雪梨歌劇院，一窺世界級歌劇院內的設備裝

潢今日前往達令港灣是雪梨的新興娛樂休閒區，暢遊◎【達令港灣】行人徒步區，讓您輕

鬆遊覽園區精華美景，不會因勞累的徒步而無法盡興，愉快地將美景盡收眼底。 

 

 

★【雪梨港灣遊船自助餐】登上遊雪梨港灣遊艇，在船上享用自助式午餐之餘，別忘了拿

起您的相機，卡喳! 卡喳!拍照喔！景色萬千的雪梨港、港灣大橋、歌劇院、遊艇俱樂部、

高級住宅區、都將一一呈現您眼前。 

★【雪梨歌劇院】接下來的重頭戲，將帶您拜訪世界知名、造型獨特地標，這座足以代表

澳洲的經典建築，它的美麗外型與周圍環境相得益彰，不論是白天或夜晚皆展現了迷人的

風采。為了讓您深刻感受國際級劇院的氣氛，我們特別安排雪梨歌劇院中文導覽員帶您入

內參觀雪梨歌劇院，您可一窺世界級歌劇院內的設備裝潢。結束後可轉往歌劇院外的廣場

遠眺雪梨港區另一個著名景點雪梨港灣大橋，盡情地在此拍照留念。 

之後前往◎免稅店參觀選購澳洲特產,無論送禮或自用兩相宜。 

★【雪梨超人氣必吃甜點之一】：岩石上的鬆餅

Pancakes on the Rocks。安排兩人享用一份豬肋排

併每人一份冰淇淋鬆餅。1975年第一家店面成立於

岩石區，獨門配方的鬆餅實在太受歡迎，1994年開

始在菜單裡加了熟食Pizza或肋排，如果您吃牛肉，

知名度也很高的人氣必點美食就是牛肋排。在澳洲

24小時營業的餐廳不多，Pankcakes on the Rocks

就是少數幾間一年365天24小時不打烊，可想而知受歡迎的程度。有十幾種口味的鬆餅可

供選擇，巧克力、草莓、橘子、黑森林或香蕉等等，熱騰騰的鬆餅上再一球美味霜淇淋是

最棒的享受！  

★今晚特別安排入住雪梨五星級飯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雪梨灣遊船自助餐 晚餐：龐德羅莎豬肋排(兩人享用一份)+雪梨必

吃美食鬆餅 



住宿：五星飯店 Sheraton on the Park 或 Four Seasons 或 Pullman 或其他同級旅館 

 
第五天 世界自然遺產巡禮，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雪梨－(2.5HRS)藍山國家公園

(搭乘鉸鍊纜車、空中觀景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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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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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nic Cable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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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nic Walk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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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特別安排住宿位於藍山山區歷史小鎮：讓旅

客能悠閒的遊藍山體驗不同的文化與背景才是旅遊的意義。 

■ 今天別穿高跟鞋唷！漫步在芬多精的氛圍中，享受身體與心靈的沉靜，貼心小叮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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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西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Waldorf Leura Gardens Resort 或 Palais Royale 或 Fairmont Restort 或其他同等級旅館 

 



 
第六天 藍山～奧運運動會場-野生無尾熊動物世界-雪梨/台灣(桃園國際機場)TPE 

 

今日特色：深度暢遊雪梨最具人氣的無尾熊保護區，休閒地體驗澳洲農場生活，並與可愛

動物無尾熊、袋鼠近距離接觸。 

◎【奧林匹克運動公園】澳洲2000年舉辦世界奧運之運動場地，(如遇特殊事件或場地保

養, 則無法參觀)，是由當時的垃圾掩埋場改建而成，落實了澳洲人最引以為傲的環保理念， 

而多種頗具巧思的設計，亦顯示了澳洲人充分利用環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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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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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而整齊，如果你需要聽說他

剪髮只要澳幣 2元），貼心小叮嚀：袋鼠可愛又溫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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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澳式 B.B.Q.餐 晚餐：義大利風味餐 

住宿： 機上 

 
 

第七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TPE 
 

班機於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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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Ｘ 晚餐：Ｘ 

住宿：HOME SWEET 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