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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山 1 日遊 
Blue Mountains Day Tour

藍山農莊 1 日遊 
Blue Mountains + Tobruk Farm

堪培拉 1 日遊 
Canberra Day Tour

悉尼周邊 1日遊 | Sydney One Day Tour  

$43起 $159起 $39起

藍山 (Blue Mountains) 位於澳大利亞新南威
爾斯州悉尼以西 65 公里處，是新州一處著名旅
遊勝地。由於山上生長著不少桉樹，樹葉釋放
的氣體聚集在山間，形成一層藍色的薄霧，藍
山因此得名。

當您從悉尼出發前往藍山，首先到達費瑟戴
尓 野 生 動 物 園 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32.5/$18.5) 參觀，游客可以親自喂袋鼠、
鴯鶓，可以與樹熊及袋鼠影相留念。 然後前往
土著文化中心 Koomurri Aboriginal Centre 
($20/$10), 觀看表演。

午 餐 於 卡 通 巴 的 中 國 餐 廳 享 用 Katoomba 
Chinese Lunch ($20/$15)， 餐 後 沿 32 號
公里直上海拔 1,100 米高的卡通巴纜車站，
乘坐三種不同類型的藍山纜車 Scenic Cable 
Railway ($43/$23)，在不同角度觀賞三姊妹
峰 Three Sisters。
回程約 20:30pm 抵達唐人街。

如果想要在悉尼或周邊觀看澳洲最正宗最古老
的剪羊毛表演，那麼您一定不能錯過托布魯克
農場 (Tobruk Sheep Station)。

托布魯克超過 150 英畝以上位於 Hawkesbury 
河的高原上，周圍環繞著國家公園森林和灌木
林，遠眺藍山的迷人景色。這裡是悉尼最迷人
的鄉村 。

從悉尼出發前往托布魯克農莊，體驗當地純
正的農莊生活。抵達後享用早茶，觀摩農莊
專業人士剪羊毛的技巧及體會剪羊毛的樂趣。
在這裡，您可以看到新州本土的獨特的鄉村
工藝品，還可以體驗特色農場勞動，讓您享
受一個難忘的田園風光之旅。

隨後坐在農莊邊品嘗傳統的澳式燒烤牛排午餐
後，下午前往藍山，乘坐三種不同類型的藍山
纜車 Scenic Cable Railway，在不同角度觀賞
雄偉的三姊妹峰 Three Sisters。之後前往小鎮
購買紀念品。回程約 19:00pm 抵達悉尼唐人街。

漫步於規劃有致、空間寬敞的並擁有「 天然
首都」美譽的首都堪培拉，去了解澳洲聯邦政
府的歷史與故事；體驗風格別具一致的大使館
區 (Diplomatic Embassies)；漫步優美如畫
的格裡芬湖 ( Lake Burley Griffin)；還有吸
引眾多遊客前往每年盛大的鬱金香花展 (Tulip 
Festival) 等；景致美不胜收 !

早上從悉尼出發，沿 31 號公路南下到達首都
堪培拉，參觀卡金頓格林小人國 Cockington 
Green Garden ($19.5/$11.5)。 午 餐 中 國 餐
廳享用 Chinese Lunch($19/$14)，餐後遊覽
格裡 芬湖 Lake Burley Griffin，首 都展覽 館
The National Capital Exhibition 皇家鑄幣廠
Royal Australian Mint，大使館區 Diplomatic 
Embassies， 新 國 會 大 廈 New Parliament 
House，戰爭紀念館 War Memorial 等。回程
約 20:30pm 抵達悉尼唐人街。

*9 月至 10 月還可以參加堪培拉鬱金香花展 
Tulip Festival( 季節限定 )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中文司機兼導遊、 旅遊巴士 司機兼導遊、 旅遊巴士、行程中的農場午餐及門票 司機兼導遊、 旅遊巴士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及行程中列出的餐食及門
票 ，自費專案，旅行保險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 ，自費專案，旅行保險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及行程中列出的餐食
及門票 ，自費專案，旅行保險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預訂須知 Remark：
團費必須在出發之前付清，方可保留位置，否則將視為自動棄權。 兒童價適用于 2-11 歲兒童。 使用信用卡付費，需加手續費。 以上參團價格包括 GST 消費稅，不含個人消費，餐費及
每人每天 AU$5 導遊小費。 在出發前 7 天之內取消行程，不予退款，不得轉替。 此團為中文司機兼導遊團，以普通話、粵語講解為主。 為保障其他乘客利益，請準時抵達出發地，愈時
不侯，並將視作棄權，不予退款，不予改期。 本公司建議客人購買旅遊保險。 如在行程中由於旅遊車誤時，機械故障，天氣因素等不可抗力影響下造成的任何傷亡性意外事件，而令行
程更改或者損失，本公司一概不負責不予賠償。 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取消或替換旅遊專案，縮短或者延長旅程的權利。 行程中所有價格以澳幣計算。

上車點 / Gathering Places ( 請提前 10 分鐘到達）

City唐人街舊娛樂中心 (假日酒店門口 )	 		 	 		08:00	( 藍山 )											 				09:00	( 藍山 + 托布魯克農莊 )					08:00		( 堪培拉一日遊 )
Hurstville華英小廚 				 	 	 	 		07:00	( 藍山 )	 				08:00	( 藍山 + 托布魯克農莊 )					07:00		( 堪培拉一日遊 )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出發日期：	四人成團	週一至六出發
Departs Mon to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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