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悉尼-墨尔本往返 7 日游 

藍圈「7 天」循環行程（同樣行程每週循環） 

 

 

【每週日】悉尼 Sydney→臥龍崗 Wollongong→傑林岡 Gerringong 

(134 公里) 

早上啟程前往藍色公路上最美的海崖大橋讓大家拍照，隨後前往南半球最大的佛教

寺廟～南天寺，隨後抵達海洋奇觀，全球最大的天然噴水洞～凱雅瑪（Kiama 

Blowhole），觀看海浪如何經過天然的洞穴噴湧而出的奇景。午餐時間專車停在

南海岸必遊的 Crooked River Wine & Cellar Door 酒莊，大家可以自費午餐或品

酒，午後專車前往無人秘境海灘讓大家可以享受廣闊無際的海景，坐擁美不勝收的

優美海灘 。最後抵達傑林岡辦理酒店入住手續。 

住宿：傑林岡 Gerringong 

 

【每週一】傑林岡 Gerringong→傑維斯海灣 Jervis Bay→堪培拉 

Canberra (260 公里) 



今日出發經傑維斯海灣前往首都堪培拉 。在傑維斯海灣可自費搭船出海觀賞野生

海豚，（五月至十一月體驗海豚或鯨魚觀賞巡遊）。遊覽過後前往堪培拉參觀具規

模與參觀價值的戰爭紀念館，晚間入住堪培拉酒店。 

住宿：堪培拉 Canberra 

 

【每週二】堪培拉 Canberra→奧爾伯里 Albury (339 公里) 

上午展開充實的堪培拉市區觀光，先到新國會大樓後經過大使館區前往皇家鑄幣

廠、伯利格里芬湖，午後可自費前往一個按 12:1 比例縮小的微觀世界卡金頓小人

國或國家恐龍博物館，這是澳洲規模最大的永久性收藏地，展有古老的化石材料。

最後前往奧爾伯里，抵達奧爾伯里後辦理酒店入住手續。 

住宿：奧爾伯里 Albury 

 

【每週三】奧爾伯里 Albury→墨爾本 Melbourne (405 公里) 

今日離開奧爾伯里，午前抵達墨爾本。午餐時間停留在澳洲最大的皇冠賭場、市區

自由用餐，餐後可自費前往墨爾本海洋生物水族館看企鵝、珊瑚、海龜、鯊魚等超

過五百種珍貴海洋生物，隨後可自費體驗普芬蒸汽火車，一嘗在澳洲歷史最悠久的

蒸汽火車上穿梭的滋味。隨後回到墨爾本辦理酒店入住手續。 

住宿：墨爾本 Melbourne 



 

【每週四】墨爾本 Melbourne→沃加沃加 Wagga Wagga (470 公里) 

早上展開精彩的墨爾本市區觀光，包括著名地標國會大廈、聖巴德里爵主教座堂、

墨爾本南岸、聯邦廣場。墨爾本亦有花園城市之稱，同時遊覽菲茲洛花園與庫克船

長小屋。也可考慮自費搭船漫遊雅拉河，欣賞墨爾本最具文藝氣息的城市，午餐時

間在唐人街停留。午後專車前往沃加沃加。 

住宿：沃加沃加 Wagga Wagga 

 

【每週五】沃加沃加 Wagga Wagga→藍山 Blue Mountain (422 公里) 

早餐後大家可自由漫遊沃加沃加市區，隨後參觀國家藝術玻璃展館，這裡展出了大

約 400 件一流重要的當代藝術玻璃作品 。午餐時間停留澳洲的櫻桃小鎮～揚

Young 鎮，午後途經過卡拉鎮 COWRA，可自費進入日本花園與文化中心：在西

方國度非常難得可以看到的日式園林。最後抵達藍山辦理酒店入住手續。 

住宿：卡通巴（藍山）Katoomba 



 

【每週六】藍山 Blue Mountain→悉尼 Sydney (124 公里) 

行程最後一天從藍山卡通巴回程到悉尼，沿途可自費前往藍山風景世界，享受聞明

世界的自然景館，乘坐世界上最陡峭的火車，坐著玻璃地板纜車在崎嶇的崖頂之間

滑行，共三樣不同的纜車、小火車看整個藍山雨林，自然景觀壯闊令人難忘。回程

到悉尼前可自費參觀悉尼動物園，近距離接觸及觀賞美麗的瀕臨動物。 

住宿：悉尼 Sydney 

 

【每週日】悉尼 

享用早餐後離團，需要加購接送機、延住、日遊請聯繫銷售。 

【集合地点】 

悉尼 Sydney 
每週日 早上 08:00 

達令港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Darling Harbour 

地址：68 Harbour St, 

Darling Harbour NSW 2000 Australia 

 

【酒店参考】 
傑林岡 Gerringong 參考酒店 

Mercure Gerringong Resort 

Park Ridge Retreat 

 

堪培拉 Canberra 參考酒店 

Ibis styles Canberra 

Hotel Mercure Canberra 

 

奧爾伯里 Albury 參考酒店 

Atura Albury 



Mantra Albury 

 

墨爾本 Melbourne 參考酒店 

Mantra Bell City 

Mercure Melbourne Albert Park 

 

沃加沃加 Wagga Wagga 參考酒店 

Mantra Pavilion 

Mercure Wagga Wagga 

 

卡通巴(藍山)Katoomba 參考酒店 

Nesuto Leura Gardens 

Fairmont Resort 

 

悉尼 Sydney 參考酒店 

Travelodge Hotel Sydney Airport 

Holiday Inn Potts Point 

 

【消费预算指引】 
團友可按個人喜好，決定是否購票或用餐，參加任何建議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但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

遊及司機小費共 AU$10 澳元。以下價格僅供參考 

 

景點票價 

 

海豚觀賞巡遊 Dolphin Watching Cruise （小童 2-14 歲）    成人 AU$40 澳元    小童 AU$27 澳元 

鯨魚觀賞巡遊 Whale Watching Cruise (每年 5 月至 11 月中旬開放)（小童 2-14 歲）    成人 AU$75 澳元    小

童 AU$38 澳元 

卡金頓小人國 Cockington Green Garden （小童 4-16 歲）    成人 AU$23 澳元    小童 AU$14 澳元 

國家恐龍博物館 National Dinosaur Museum （小童 4-12 歲）    成人 AU$20 澳元    小童 AU$12 澳元 

墨爾本海洋生物水族館 Sea Life Melbourne Aquarium（小童 3-15 歲）    成人 AU$47 澳元    小童 AU$32

澳元 

普芬蒸汽火車 Puffing Billy Steam Railway (小童 4-16 歲）    成人 AU$25.50 澳元    小童 AU$12 澳元 

墨爾本雅拉河遊船 Yarra River Cruise （小童 3-12 歲）    成人 AU$28 澳元    小童 AU$15 澳元 

日本花園與文化中心 Cowra Japanese Garden and Cultural Centre （小童 18 歲以下）    成人 AU$18 澳元    

小童 AU$15 澳元 

藍山風景世界 Scenic World （小童 4-13 歲）    成人 AU$49.9 澳元    小童 AU$27.9 澳元 

悉尼動物園 Sydney Zoo （小童 3-15 歲）    成人 AU$64.98 澳元    小童 AU$42.98 澳元 

酒莊品酒加芝士盤 Crooked River Wine & Cellar Door     每人 AU$25 澳元 

 

 

 



【條款及細則】 

報名須知及責任問題 

 報名⼿續 

 (1) 報名時，請清楚填妥報名表（系統）上所列⼀切資料。 

 (2) 報名時，須持有效之旅⾏證件（護照），證件⾄少有 6 個⽉或以上的有效期。  

(3) 報名時，請同時繳交訂⾦不少於團費 30%。若報名時，以出發⽇期少於 15 天，則需繳

交全數團費。 

 (4) 餘款須於出發⽇期前 15 天全數付清，逾期未付清，本公司有權將其訂位取消，其已繳

付之訂⾦，概不發還，也不得將訂⾦轉讓他⼈， 或轉⽤於其他出發⽇期。 

 (5) 本公司保留最終接受報名與否的權利，⽽無需提出任何理由及解釋。  

(6) 單⼈或單⼈數報名，需另付單⼈房附加費，費⽤參照價格表所列。  

 

費⽤包括 

 (1) 酒店：房間設施有私⼈浴廁，以兩成⼈⼀房為原則。⼩童團費（3-11 歲），以不佔床

位計算並需與兩成⼈同房。  

(2) 交通：採⽤空氣調節豪華遊覽巴⼠。（及旅程表內如有涉及和所列之各式交通⼯具）。 

 (3) 膳食：以各⾏程所列包含安排。（請參閱每團之 “團費說明”，循環團產品只包含早

餐）。  

(4) 節⽬：按照⾏程表內所列之各項遊覽節⽬。（⾨票包含與否請參閱每團之“團費說

明”，循環團產品不包含任何⾨票）。 

 (5) 領隊：華藉專業領隊隨團出發。  

 

費⽤不包括 



 (1) 單⼈房附加費。(費⽤請參閱每團的團費說明)  

(2) 各類保險、旅遊證件，簽證費⽤。  

(3) 額外或⾏程以外要求安排之⾃費節⽬。  

(4) 當地導遊，司機及領隊導遊之⼩費。 

 (5) 私⼈費⽤如房間飲品、電話、洗衣服務等。  

(6) 在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之情況下，如罷⼯及交通延誤，⽽引發之額外⽀出。 

 (7) ⼀切不在”費⽤包括”所列的項⽬。  

 

臨時取消及退款規則  

⼀經報名預訂後在任何情況或理由下需要取消訂位，需按照以下條⽂扣除費⽤：  

(1) 參團⽇期前超過 30 天可以免費取消，所交的訂⾦將全數退回。 

 (2) 參團⽇期前 29-16 天，可更改參團⽇期，但不退訂⾦； 

 (3) 參團⽇期前 15-8 天，需扣除全數團費 50%；  

(4) 參團⽇期前 7-0 天，需扣除全數團費 100%；  

 

責任問題  

(1) 本公司僅代理航空公司、酒店、交通⼯具或其它旅遊機構安排之服務，凡參加本⾏程之

參加者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亡，或因天災 ⼈禍、機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

戰爭、政局不安、無法控制及政府更改條例⽽招致損失額外費⽤時，概與本公司及其代理 

⼈等絕無關係及不需負任何責任。  

(2) 本公司所採⽤之各類觀光交通⼯具及酒店，如⾶機、輪船、火⾞或巴⼠等，其對旅客安

全及⾏李遺失等問題，各機構均訂有各種不同 之條例，以對旅客負責。⾏李遺失，意外傷

亡及財產損失等情形，當根據各機構所訂立之條例作為解決的依據，概與本公司絕無關係 

及不需負任何責任。 



 (3) 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惡劣，罷⼯、颱風影響、證件遺失、酒店突告客滿、原定班機取

消或延誤、政變或任何非⼈⼒可控制的突發事 故，⽽必須將⾏程、住宿或交通⼯具更改或

取消任何⼀項旅遊節⽬，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理，在此情況下參加者不得藉故反 

對及要求賠償，事件所引致之損失或增加費⽤，參加者需⾃⾏負責。  

(4) 凡參加者，需遵守各國法紀，嚴禁攜帶私貨營利及違禁物品。進出境準例，是根據個別

國家所訂立，如因個⼈理由⽽被海關拒絕入 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絕無關係及不需負任何責

任，餘下之旅程將不獲退還款項，及因⽽所需之額外費⽤如交通、住宿需由其個⼈負 責，

與本公司無關。 

(5) 在任何情況及任何地點下失竊，引致遺失⾦錢及物品，本公司、司機、領隊及導遊均不

負任何責任，任何財物及証件等參加者理應並 有責任⾃⾏保管。本公司⼯作⼈員⾄其它服

務供應商的⼯作⼈員均沒有看管參加者財物和証件的責任，保管好財物絕不能依賴他⼈。 

 

 

 

 

 

 

 

 

 

 

 

 

 



【參團者注意事項】 

 (1) 鑑於旅遊巴⼠⾏李艙空間有限，每位乘客只可攜帶⼀件隨⾞⾏李 (⾏李不得超過 30 公

⽄，三邊之和不超過 158 厘⽶)；如攜帶超過 ⼀件⾏李，司機有權拒絕存放，在⾏李艙仍

有⾜夠空間存放的情況下，每件⾏李每⽇要收取 5 歐元作為司機搬運費⽤，不便之處，敬

請諒解 !  

(2) 歐洲旅遊有別於其他國家，⼤部份旅遊景點是不容許旅遊巴⼠靠近停⾞，因此旅客需要

徒步前往。如旅客是⾏動不便者，在某些 景點只能留在⾞上等候，不⽅便隨團參觀；損失

的景點，亦不可以以此藉⼝要求賠償退款；報名前請衡量⾃⼰的⾝體狀況，⼀經 報名，表

示接受和了解此注意事項。  

(3) 司機及領隊沿途為各參團者竭誠服務、景點講解、各⽅照顧、勞苦功⾼，在⾏程完結前

務請給予⼩費答謝他們，本公司按照歐洲習慣，規定每位參加者每天最基本需給領隊及司

機共 7 歐元⼩費（成⼈、⼩童都需按價⽀付）。 

 (4) 務請出示此參團憑票集合登⾞，逾時不侯，團費恕不退還，如遇特殊事故請致緊急電

話。  

(5) 參團者需⾃⾏負責及攜帶有效之旅遊證件（護照）及簽證（如需要），有效期以出發⽇

起計不少於六個⽉。在任何情況或理由 下，如遭移⺠局（海關）拒絕入境，概與本公司無

關，⼀切損失參團者⾃⾏負責，團費例不退還。 

 (6) 請盡量避免帶貴重物品及名貴⾸飾等出⾨旅遊，貴重物品及証件請隨⾝攜帶，理應⾃

⾏保管，如有遺失，本公司、司機、領隊概 不負責。  

(7) 如有需要請⾃⾏帶備私⽤藥物，但務請查清楚各國對藥品的入境管制，不要帶違禁藥

物。 

(8) ⾏程中膳食及⾨券均需⾃費，請參考“消費指引”⾃⾏計算，並帶備適量的當地貨幣於

途中應⽤。  

(9) 凡參團者須遵守各國法紀，嚴禁攜帶私貨牟利及違例品。 



 (10) 參團者在任何情況或私⼈理由下，要求⾃⾏出發，個別返回或中途離團，本公司定當

協助安排。惟本公司將不負責⼀切由於交通 或任何事上之延誤⽽導致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

⾏程或住宿上間接或直接之費⽤損失。  

(11) 任何參團者若蓄意妨礙領隊⼯作，危害他⼈⼈⾝安全，影響團體正常活動及利益時，

領隊得視具體情況或在⼤多數參團者贊同下 有權取消其隨團資格，命令該參團者離團，其

未完成部分旅程之餘數，概不退還，其離團後⼀切⾏動，概與本公司無涉。  

(12) 航機或巴⼠如因故障或塞⾞⽽延誤出發時間，須將⾏程更改或取消節⽬，參團者不得

藉故反對及退出，如遇上天氣惡劣、罷⼯或 突發意外，引致⾏程延誤，參團者不得藉故要

求賠償或索回團費。 

 (13) 遊覽章程屬⽂字參考性質，遊覽程序及住宿地點等問題，本公司乃視乎實際情況作適

當安排及調改，參團者理應接受，不得異議。 

 (14) 互不認識⽽拼房同住即使是由本公司安排，參團者其⼈格及⾏為，概與本公司無關。

⼀旦出現任何紛爭恕難介入。 

 (15) 本公司所採⽤之各類觀光交通⼯具及酒店，如⾶機、輪船、火⾞或巴⼠等，其對參團

者安全及⾏李遺失等問題，各機構均訂有各 種不同之條例，以對參團者負責。⾏李遺失，

意外傷亡及財產損失等情形，當根據各機構所訂立之條例作為解決的依據，概與本 公司無

關。  

(16) 強烈建議參團者⾃⾏投保旅遊平安保險及⾏李保險，有關投保⼿續可向報名之旅⾏社

或⾃⼰相熟的保險公司查詢。 

 (17) 如若參團⼈數較少時，本公司有權將英語和越南語的客⼾合併在同⼀輛旅遊巴⼠上。  

(18) 旅程中本公司將會拍攝⼀些照⽚和短⽚作推廣⽤途，本公擁有這些視像的使⽤權，參

加者如不想肖像被公開使⽤，請向我們說明。 

 

 

 



【參團者注意事項】  

接送機注意事項  

(1) 接送機服務通常是與當地的專營公司合作，因此派出的司機不⼀定熟悉本公司產品的運

作，對團上的細節更是⼀無所知的，參加 者如果向司機查詢有關團上的事宜，可能只換來

“我不清楚”的答案，這不代表司機不尊重乘客，⽽是乘客錯問對像，請明⽩該司 機只負

責開⾞接送，將旅客安全送達⽬的地。 

 (2) 預訂了接機服務的參團者，請第⼀時間檢查“參團憑票”上所列的航班資料和所提供的

聯絡⼿機號碼是否正確，並確保該⼿機號碼 屆時有漫遊功能，⽅便司機和導遊在有需要時

能聯絡上您。 

 (3) 接機服務的司機等候時間以航班抵達時間後 90 分鐘為上限，如超出等候時間，也沒有

接到客⼈通知，服務當沒有出現 NoShow 處理，費⽤例不退還。事後如需司機重返接機，

則需重新收費。如遇航空公司臨時延誤，導致來不及通知司機，費⽤將不退還，客⼈需⾃

⾏向航空公司索賠。  

(4) 無論是否需要提取⾏李，務請按照航班⾏李輸送帶編號指示出⼝前往入境⼤堂，切勿亂

⽤出⼝。司機是⼿持參加者的姓名牌在指 定航班的出⼝處等候，如客⼈到達出⼝處沒有⾒

到司機，請勿恐慌並請站在原出⼝處的位置等候，切記勿四處亂跑⽽錯失與司機匯合。四

處亂跑尋找司機只會愈找愈慌、愈找愈亂，站在原地等候是最佳辦法，如不放⼼可撥打

“參團憑票”上的緊急電話查詢。  

(5) 如客⼈知悉所乘搭的航班將會延誤或取消等情況，請⾺上撥打“參團憑票”上的緊急電

話或發送 SMS 通知更改。本公司會盡可能安 排更改接機時間。但無法保證⼀定能更改上，

⼀旦無法更改，費⽤亦無法退還，客⼈需⾃⾏向航空公司索賠。客⼈抵達後如需協 助，請

致電緊急電話聯絡。 

 (6) 送機服務將以航班起⾶時間提前 3⾄4⼩時安排，以免客⼈錯失航班時間。如在送機過

程中，路況出現塞⾞等意外或者無法控制的 情況，因⽽導致客⼈無法及時乘搭原定航班，

概與本公司無關及不需負任何責任。惟本公司定當竭⼒協助客⼈解決緊急事態和商 討應變

措施，但⼀切帶來的額外費⽤客⼈要⾃⾏承擔。 



 (7) 通常導遊都會提前⼀晚為顧客再次確認次⽇送機的司機和約定時間，通常都是約在酒店

⼤堂等候，司機會準時抵達送機。 

 (8) 接送⽤⾞是跟據⼈數安排，每⾞能載運的⾏李始終有限制，因此事先聲明每位乘客的

⾏李如果超過⼀件，不能保證全放得下，如 涉及加派⾞輛運送⾏李，費⽤另計。如果明知

會攜帶超多⾏李，請在預訂時說明，本公司將安排適當⾞輛前來服務，費⽤會略為 增加，

但必須提前通知，否則加錢也安排不了。  

 

團前住宿注意事項  

1. 預訂了團前住宿之顧客, 請到達團隊酒店後，⾃⾏辦理入住⼿續，出示“參團憑票”和護

照給酒店前臺便可辦理入住。  

2. 請注意，國際酒店慣例，⼀般都是下午三點才能入住，如果客⼈提早抵達，⽽酒店亦未

能提供房間是正常的，請在酒店⼤堂休息或 先將⾏李寄存於酒店，然後外出逛逛，時間到

了再回來辦理入住。謝謝理解！  

3. 入住了團隊酒店的顧客，通常該團導遊會帶著團隊約於晩上⼋⾄九時入住同⼀酒店，之

後導遊會主動聯絡顧客並告知明天出發事 宜，如果顧客外出不在酒店，導遊將會留下字條

通知。此外⼀般早上七時都會是團隊⽤早餐時間，顧客只要到酒店餐廳必能遇上導 遊或其

他團友。  

4. 團前住宿無法協助單⾝或單⼈數參加的客⼈拼房，請諒解！  

5. 如客⼈在辦理入住團前酒店時發⽣任何突發問題，務請即時致電印在“參團憑票“上的

緊急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