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斯馬尼亞是澳洲最純美、最古老的獨立恍世小島， 

也是易為世人所忽略的化外之境。 

壯麗的高山峻嶺、鮮明的四季變化， 

創造出令人驚豔、隨處可取景的美麗風光。 

登上人間仙境的搖籃山，這裡是古代冰河的遺跡， 

滿是壯觀的峽谷瀑布、鋒利的峭壁、深邃的湖泊、原始的溼地、 

還有幾乎未經破壞的野生動物棲息地。 



雪梨來回搭配華航 A350 享受空中派對 
新世代 A350 提供健康舒適的旅程，空間加大挑高，溫溼度智慧控制，座椅椅距加大、座位加寬，讓旅客擁有多 

1 小時的安穩休息，長途旅程睡更香。 

 華航 A350 客機讓旅客可多睡 1 小時 

華航新購的 14 架 A350 客機，客艙配置 306 個座位，設有挑高全平躺的豪華商務艙 ( 32 席 )、加大空間的豪華

經濟艙 ( 31 席 ) 及設有親子臥艙的經濟艙 ( 243 席 ) 共三個艙等。由於 A350 內部橫截面直徑為 221 英吋，比 

787 等競爭機型寬 8 英吋，各艙等空間變大，商務艙除椅距加大外，獨特的挑高開闊式設計，無中央置物櫃，空

間感大幅提升 55 公分。豪華經濟艙一排 7 座，採用 20 英吋寬的座椅，椅距達 39 吋。經濟艙一排 9 座，特

別採用 18 英吋寬的最新型薄背座椅，旅客椅距感受達 34 吋，還有寬敞的伸腿空間。空中巴士研究，椅寬多 1 吋，

旅客入睡時間將加速 6 分鐘、提升 53% 的睡眠品質，等於可多享受 1 小時安穩的睡眠時間。 

 A350 客艙採最新技術，客艙氣壓保持於 6,000 呎、濕度 20 %，可降低旅客長途搭機頭痛或暈眩之症狀。全艙溫

度分 7 區獨立控制，每 2-3 分鐘自動空氣循環，並配備醫療級濾網，消除異味，隨時予旅客清新空氣。此外，

A350 客艙配有流線造型之大面積廣角窗戶，相較前一代機種增大 18%，自然採光設計可增加四成光通量並使客艙

更顯得寬敞明亮。 

 空中巴士 A350 最安靜的環保新機 

全球最新型空中巴士 A350-900 客機以「最科技、最節能、最環保、最寬敞、最安靜」著稱。機身 70% 採用最先

進的碳纖維等複合材料、鈦等金屬合金打造，有效減輕航機重量，提高飛航安全性，大幅減少 25% 的燃油消耗，

是全球最省油的機型。A350 採用自動消減噪音離場程式 ( NADP )，噪音較競爭機種降低 20 %，機外噪音減低 21 

分貝，為新型飛機中最安靜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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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村】 佔地 400 公頃阿爾卑斯風格

的建築，裡面還有一個超過 50 年歷史的瑞士風格

小屋。一時之間，感覺彷彿來到了瑞士。 

 

 

• 【火焰灣】 全長 29 公里

的白色沙灘上佈滿了橙紅色的花

崗岩，曾被 LONELY PLANET 選為

「10 個必看地區之一」。這裡最著

名的特色就是，「白海灘」、「藍海

水」、「紅岩石」！且火焰灣（Bay of 

Fires）還曾被英國雜誌評為「世界

第二美的海灘」！ 

 

• 【羅斯麵包工坊】 據說動畫大師宮崎駿以此店為藍本，創造出經典動畫《魔女

宅急便》裡的麵包店。在此品嚐遵循古法烘焙的香草蛋糕，爽口不膩，令人讚不絕口。 

【塔斯曼國家公園】 有許多特殊岩岸地形，參觀海蝕門、噴水洞以及惡魔廚

房等天然奇景。 

【參考航班】： 



 航班 出發地 目的地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中華航空 CI-55 台灣(桃園) 雪梨 07:40 19:55 

回程 中華航空 CI-56 雪梨 台灣(桃園) 14:00 20:20 

※航班時間以說明會資料手冊時間為主。 

【地圖】：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TPE／雪梨 Sydney(澳洲)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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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於晚間抵達，抵達後將前往飯店休息。 



餐食 早餐：X        午餐：機上午餐     晚餐：機上晚餐 

住宿 

MANTRA PARRAMATTA HOTEL 或 TRAVELODGE 或 HOLIDAY INN PARRAMATTA

或 IBIS 或 TRAVELODGE 或 MECURE 或 NOVOTEL 或 ATURA BLACKTOWN 或 THE 

GREATSOUTHERN 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二天 雪梨／朗瑟斯頓 Launceston（塔斯馬尼亞 Tasmania）－雪菲爾德 Sheffield

－塔斯迷宮樂園 Tasmzia－搖籃山國家公園 Crad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參考航班：JQ745  SYDLST  07:10/08:55 

今日將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往塔斯馬尼亞的第二大城市－朗瑟斯頓。 

◎【雪菲爾德 Sheffield】，壁畫小鎮雪菲爾德位於羅蘭山山下，城鎮內四處可以見壁畫，在

瘋狂的藝術家和專業畫家的恣意揮灑下，全鎮幾乎沒有半壁空白，這些壁畫已成小鎮瑰寶。

現今雪菲爾德已有五十餘處戶外壁畫及八座雕像，真可說是塔斯馬尼亞最大的戶外藝廊。 

★【塔斯迷宮樂園 Tasmazia & The Village of Lower Crackpot】，塔斯馬尼亞最有名的小

人國，園區內有有七個大迷宮，有的

還是依照英國皇室花園的迷宮所複

製，有趣的事情是，園方為了讓迷宮

感覺更活潑，特別在迷宮內設立英文

諺語的笑話，讓遊客感受一下獨特的

澳式幽默。奇特的迷宮請您耐著性子

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尋找結構複雜

的出路吧！ 

★今晚將夜宿搖籃山國家公園。 

搖籃山為塔斯馬尼亞多座國家公園當中，自然景緻最為壯麗的一座國家公園。塔斯曼尼亞

的最高山是 1617 公尺的奧薩山 Mt Ossa，位於公園內，就在搖聖徒步道旁邊，四周都是

高達1500 公尺以上的高峰圍繞。搖籃山國家公園為塔斯馬尼亞首屈一指的自然觀光名勝，

夏季時數之不盡的野花四處盛開，五彩的美景令人嘆為觀止。  

※塔斯馬尼亞是澳洲唯一的島省，位於澳洲大陸東南方，是一座呈心型的島，與墨爾本隔

海相望。塔斯馬尼亞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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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亞省簡稱為「塔省」。塔斯馬尼亞省在六個省中佔地面積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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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之省」，亦有「澳洲版的紐西蘭」之稱，



以秀麗風光和樸素人文為特色。地理上，作為獨立島嶼，當地有較大的未開發天然地帶，

全省約 40％被正式列為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或世界自然遺產。 

【參考行車距離】：朗瑟斯頓-141 公里(約 2 小時)-搖籃山 

餐食 早餐：早餐餐盒  午餐：西式三道式料理   晚餐：飯店西式料理 

住宿 
Cradle Mountain Hotel 或 Cradle Mountain Wilderness Village 或 Lemonthyme 

Wilderness Retreat 或其他同級 

 

第三天 搖籃山 - 葡萄酒莊 - 朗瑟斯頓－激流峽谷－塔瑪河遊船－朗賽斯頓 

今日特別安排葡萄酒莊參觀並於★【酒莊內品酒】，塔斯馬尼亞的酒莊是澳洲緯度最高的酒

莊，涼爽氣候所栽培出的葡萄特性，令此地氣泡酒格外出色，連法國的香檳大廠也對塔斯

馬尼亞葡萄大感興趣。各種類的紅白酒也與世界各地其他產區的口味不同，較酸、但擁有

良好的果味平衡。 

塔馬河谷的中心地帶朗瑟斯頓，是繼雪梨以及荷巴特之後澳洲歷史排名第三悠久的老城，

這座擁有約十萬人口的城市，最自豪的地方就是保存良好到令人驚嘆的古老街道和公園景

致，朗瑟斯頓完全模仿

自 19 世紀前半的英國

鄉村城鎮而成，處處洋

溢著淳樸而優雅的氣

氛，而分布在城鎮各處

的公園，更讓朗瑟斯頓

完全符合「公園之城

Garden City 」 的 美

名。 

朗瑟斯頓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出市區就可以看到壯觀的◎【激流峽谷-卡塔拉克特峽谷

Cataract Gorge】，在城市中就能享受置身野外的樂趣，這可是難得一見的自然奇景呢。

特別安排體驗搭乘激流峽谷入口處有一長 282 公尺的懸吊式★【高空纜椅】，此為全世界

最長的纜車，全程大約六分鐘，從不同的角

度悠閒欣賞美景是再好不過的了！另外谷內

也 有 一 座 ◎ 【 亞 歷 山 大 吊 橋 Alexandra 

Suspension Bridge】連接峽谷兩岸，規模雖

不大，但用色協調與整體景觀相輔相成，完



美交融。 

安排★【乘船暢塔瑪河】，沿岸可欣賞朗瑟斯頓美麗的維多利亞式的建築，距離市中心只有

15 分鐘，便可到達卡德奈特峽谷保護區，欣賞四面環山的峽谷景致。 

【參考行車距離】：搖籃山-141 公里(約 2 小時)- 朗瑟斯頓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酒莊風味餐    晚餐：澳式牛排餐 

住宿 HOTEL GRAND CHANCELLOR LAUNCESTON 或其他同級飯店 

 

第四天 朗瑟斯頓－瑞士村－薰衣草花園－聖哥瀑布－威廉山國家公園火焰灣－聖海倫 

◎【瑞士村 The Swiss Grindelwald Village】，這是由羅伊福‧沃斯 成立於 1980 年，他和

妻子到瑞士遊玩時，深深愛上阿爾卑斯風格的建築。於是先建造了一個七公頃的湖泊，之

後環繞著湖泊，建造瑞士風格的高瓦頂、寬屋簷、白色外牆的小木屋。總占地 400 公頃，

裡面還有一個超過 50 年歷史的瑞士風格小屋。 

隨後專車前往★【薰衣草農場 Bridestowe Lavender Farm】（薰衣草花期 12-1 月底），塔

斯馬尼亞北部與盛產薰衣草的法國南部氣侯條件十分相似，土壤肥沃、降雨充足及充足的

日照，如今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薰衣草培植農莊，夏季是收獲的季節，也是最適合參

觀的季節。達 48 公頃的薰衣草田，一眼望去彷彿沒有盡頭。 

※貼心小提醒：薰衣草花期每年 12 月至隔年 1 月底，惟花期依當年氣候而定，敬請理解！ 

隨後驅車前進東海岸，途經高達 90 公尺的◎【聖哥瀑布】是塔斯馬尼亞最高的瀑布之一。 

續前往觀賞◎【威廉山國家公園的火焰灣 Bay 

of Fires】。※1773 年，英國船長托拜來到塔

斯馬尼亞東岸，看到當地原住民部落的炊煙

及海岸邊佈滿的巨大的橙紅色花崗岩石，誤

以為是熊熊烈火，便將此地命名為火焰灣。

特殊景緻，令人嘖嘖稱奇。 

今晚夜宿塔斯馬尼亞東部最大城──聖海倫

St. Helen。 

【參考行車距離】：搖籃山-52 公里(約 1 小時)-薰衣草農場-118 公里(約 2 小時)-聖海倫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西式料理 

住宿 Tidal Waters Resort 或 Bayside Inn 或同級 

 

第五天 聖海倫－酒杯灣－菲瑟涅國家公園 



今日前往塔斯馬尼亞東海岸的菲瑟涅半島 FREYCINET N.P.，這裡是歐洲移民登陸後最先欽

點的國家海岸公園，自然風光優美瑰麗，海岸線曲折幽長，並有不少奇花異木及珍禽。 

菲瑟涅半島的◎【酒杯灣】是公

認的全球十大美麗海灘之一。我

們需要登山健行一段路才能將

這秀麗的海灣盡收眼底，沿途的

巨大岩石與植物破石而出的景

色，將使我們忘卻疲憊；登上山頂後，酒杯灣便近在咫尺，耀眼的白沙與湛藍的海水相互

輝映成無瑕的半月形海灘，與粉紅和灰色相間的花崗岩群峰相映成趣，造就了澳洲最美的

自然景觀。夜宿菲瑟涅國家公園。 

※美國旅遊雜誌《OUTSIDE》如此評論酒杯灣：「酒杯灣沙灘與塔斯曼海形成輪廓分明的

半月形狀，猶如笑臉一般。她坐落在群山之中，美麗清新不外露，遊客們必須登高後才能

領略到她的美麗。」如果體力許可，您還可繼續下行前往沙灘哦！ 

【參考行車距離】：聖海倫-120 公里(約 1 小時 50 分)-酒杯灣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海鮮拼盤     晚餐：飯店內西式料理 

住宿 Freycinet lodge 或 Diamond Island Resort 或同級 

 

第六天 菲瑟涅國家公園－羅斯－里奇蒙小鎮－荷巴特 -卡斯科特啤酒廠－薩拉曼卡市集 

今日專車往羅斯小鎮 Ross，據說動畫大師宮崎駿的經典動畫《魔女宅急便》裡的麵包工坊

即是以此處的麵包店為藍本呢。我們在這裡品嚐遵從古法烘焙的★【香草蛋糕】，爽口不膩，

令人讚不絕口。※於 1821 年開張的羅斯麵包店除了大師宮崎駿名氣的加持，店內擁有逾

百年歷史的蘇格蘭式磚爐，可一口氣焗製 300 個麵包，磚爐更以燒柴作燃料，特別的構造

加上柴火火力，讓焗出來的麵包更香更脆。其中招牌的香草蛋糕入口外脆內軟，令人齒頰

留香，您決不可錯過！ 

鎮上有一座古老的◎【羅斯石橋】，建於 1823 年，橋下流水潺潺，搭配哥德式教堂，頗具

歐洲風味。 

隨後專車前往小鎮◎【里奇蒙小鎮 Richmond】，這裡是澳洲保留最完善的古老小鎮。漫步

街頭彷彿步入時光隧道回到過去。里奇蒙有

許多茶座、畫廊和工藝品店，是遊客購買工

藝品的好地方。 

▲【里奇蒙橋 Hobart】是目前澳洲所有還在



使用的橋中最古老的一座，這座古橋建於 1823 年，由當年的囚犯建造而成。 

隨後返回荷巴特，前往★【卡斯科特啤酒廠】，從 1824 年經營至今，是澳洲最古老的啤酒

廠。座落在威靈頓山的懷抱中，啤酒廠建築外型獨特，充滿了典雅之美。續前往◎【薩拉

曼卡廣場】，十九世紀的舊濱海倉庫，如今已成為經營土產藝術品、咖啡店餐館和展覽廳

的觀光區。莎拉曼卡被 1830 年代喬治亞式砂岩倉庫圍繞。 這些倉庫曾經存儲著來自世

界各地的進口商品。 

 

【參考行車距離】：菲瑟涅-195 公里(約 2 小時 50 分)-荷巴特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賭場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 
Best Western Hobart 或 Mantra Collins Hotel 或 Hotel Grand Chancellor 或

Fountainside Hotel Hobart 或其他同級飯店 

 

第七天 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旅～荷巴特－亞瑟港－海盜灣－噴水洞－塔斯曼拱門－棋盤道－

魔鬼廚房－荷巴特 

早餐後，前往★【速樂果園參觀】，這果園裡水果種類繁多，如藍莓、櫻桃、蘋果、草莓等

六十多種水果，色彩繽紛炫麗。十月至五月為水果的收成期，屆時果香處處，遊客可以隨

意採摘自己喜歡的水果，還可以在果園的茶室裡享用水果酒及冰淇淋。塔斯馬尼亞島生產

全澳洲將近 1/5 的蘋果，所以也被稱為“蘋果島”，島上的水果採摘季節從 12 月到隔年 5

月。塔斯馬尼亞的溫帶氣侯具備了必要的冬季寒冷，以及有助於水果生長和使口味濃郁的

温暖的生長季節。行程特別安排參觀當地果園，採摘您最喜愛的新鮮時令水果。 

後前往塔斯曼半島的海盜灣和亞瑟港。 

午餐享用鮮美的★【塔斯馬尼亞海鮮餐】。 

◎【亞瑟港監獄遺址】曾是殖民地時代 1830

年到 1877 年為止流放罪犯的遺址，以寬

不滿百公尺的獵鷹地狹（Eaglehawk 

Neck）與大陸連接，南半球最大的監

獄，有「監獄中的監獄」之稱，專門囚

禁被流放到其他殖民地卻二度犯罪的

重刑犯，如今卻是塔斯馬尼亞最著名的

旅遊景點和澳大利亞最美麗的海港之

一，塔斯馬尼亞保存著全球流放罪犯歷



史最完整的記錄，18-19 世紀，成千上萬的監獄在澳大利亞建成，懲罰都是通過監禁和強

制勞動來協助建立殖民地。在五個流放罪犯遺址中，以亞瑟港遺跡最為著名。亞瑟港遺跡

約有 60 幢建築，其如詩如畫的風景和監獄裡的驚悚故事帶給遊客一個集合美麗和恐怖於

一身的體驗。 

稍後前往遊覽◎【塔斯曼半島】，塔斯曼半島以無數令人瞠目結舌的大自然奇景而聞名，有

風洞 Blow Hole 惡魔的廚房 Devils Kitchen、海盜灣 Pirates Bay、塔斯曼拱門 Tasman Arch、

棋盤道 Tessellated Pavement 等奇岩風景區。隨後返回荷巴特。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亞瑟港海鮮餐  晚餐： 飯店內西式料理 

住宿 
Best Western Hobart 或 Mantra Collins Hotel 或 Hotel Grand Chancellor 或

Fountainside Hotel Hobart 或其他同級飯店 

 

第八天 荷巴特－威靈頓山－MONA 藝術博物館－生蠔養殖場－荷巴特／雪梨 

參考航班：VA1535  HBA/SYD  1630/1820 

一早專車前往◎【威靈頓山】，山頂氣象變化萬千，是俯瞰荷巴特市景及塔斯曼半島的全景

最佳地點。續專車前往參觀★【古典與現代藝術博物館(MONA) 】，這裡收藏的展覽品既

獨特又震撼人心！博物館建於地底 17 公尺處，於 2012 年才開放參觀，是荷巴特最新的旅

遊亮點，也曾是《LONELY PLANET》推薦的「世界十大必遊景點」之一。 

下午前往★【生蠔養殖場】了解養殖情況和品嚐新鮮純淨的塔斯馬尼亞鮮美生蠔。塔斯馬

尼亞擁有地球上最純淨的空氣與海水。地處南大洋中抵達南極洲的最後一站，塔斯馬尼亞

州得天獨厚，有溫和的四季與海洋氣候，正是生蠔的完美生長地。特別安排前往養殖場，

伴著海灣美景，★品嚐鮮甜肥美的塔斯馬尼亞生蠔。隨後前往機場，搭機往雪梨。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退餐費每人 20AUD 

住宿 

MANTRA PARRAMATTA HOTEL 或 TRAVELODGE 或 HOLIDAY INN PARRAMATTA

或 IBIS 或 TRAVELODGE 或 MECURE 或 NOVOTEL 或 ATURA BLACKTOWN 或 THE 

GREATSOUTHERN 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九天 雪梨／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您此次快樂難忘的東澳及塔斯馬尼亞之旅。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上午餐       晚餐：機上晚餐 

住宿 Ｘ 



▲行程順序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