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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Tours

澳紐之旅
New Zealand

澳紐之旅

大洋路 /十二門徒
1 日遊 
The Great Ocean Road / 
Twelve-apostles

金礦 1 日遊
Sovereign Hill Day Tour

墨爾本周邊 1 日遊 | Melbourne One Day Tour  

$65起$45起
成人 / Adult

$20起
小童 / Child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位 於 維 多 利 亞 淘 金 鎮 巴 拉 瑞 特 的 疏 芬 山
(Sovereign Hill)，是澳洲「必看」的文化旅
遊景點。

當人們於 1851 年在巴拉瑞特發現黃金時，巴拉
瑞特迅速地發展城一個富裕、美麗、「建立於
黃金」之上的城市。世界上所發現的一些最大
的金塊有的來自於巴拉瑞特，今天在環城的山
丘上仍能找到黃金。

當您親臨疏芬山，您將仿佛置身於好萊塢西部
片中，來到一個充滿希望，夢想和驚喜的尋寶
之地。現今的淘金古城疏芬山于 1970 年代修復
後，有 160 名工作人員穿著當年的服裝在這裡
工作，給您一種恍如隔世之感。

另外，您亦可乘搭纜車進入地下礦洞，了解當
年華人淘金歷史，更可親手嘗試淘金樂趣。

疏芬山有一個絕佳的黃金博物館，收藏著令人
印象深刻的金塊、藝術品和硬幣。當你看到南
半球最大展出的金塊時，一定會驚訝於金子的
美麗與力量。黃金博物館是維多利亞地區最大
最重要的博物館。是您在疏芬山一定不能錯過
的景點之一。

疏芬山距墨爾本僅 90 分鐘車程。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企鵝島門票和動物園門票，金礦城門票，旅遊巴士，中
文專業導遊

金礦城門票、淘金博物館、地下古礦井游、旅遊巴士、
中文專業導遊旅遊巴士交通費用和中文專業導遊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 ），餐費，大洋路直升飛機
AUD 145 / 人，巧克力工廠門票，自費專案， 及旅遊保險。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 , 餐費，自費專案，保
險等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餐費，自費專案，保險，
直升機價格 AU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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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車型以參團人數決定，常規旅遊車為 7 至 53 座旅遊巴士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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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路是全球最壯觀的海邊公路，堪稱是維多
利亞的「鎮州之寶」，也是遊覽澳州必去的風
景地。 清早，從墨爾本出發一路飛馳到安吉昔。 
從這裡開始一日的奇幻之旅。途經色彩巡絢麗
的奧特威山脈，遠遠望去，茂林深淺不一的綠意，
夾雜著馬鈴薯田的棕紅，還有遠方海洋的湛藍，
彷佛造物主打翻了調色盤。穿過歐式海邊渡假
小鎮羅恩，小鎮裡如畫般的風景，充滿異域風
情的咖啡文化、商店、精品店和畫廊吸引力世
界各地的遊客長達一個世紀之久。路過水產業
發達的海邊小鎮阿波羅灣，這裡的海味新鮮美
味，受到廣泛的歡迎，在這裡進行海景午餐，
將是別樣的享受。

午餐後，抵達最著名的十二門徒，坐落于大洋
岸邊的 7 塊巨大的斷壁岩石，經過幾百萬年的
風化和海水侵蝕形成的矗立在太平洋裡的獨立
礁石，其形態各異，猶如人的面孔。在此地，
迤邐的海岸線是由 50 米左右的懸崖峭壁組成，
淋漓盡現地殼的沉積層，從頂到底的黑黃環線，
和東部叢生的發黃灌木雜草，把「門徒」裝裹
的就想穿著黑黃相間服飾的信徒。繼續向前，
還可欣賞吉普森階梯海灘、洛克阿德峽谷，坎
貝爾港等絕美風景，在這裡有陡峭的懸崖，美
麗的沙灘，溫柔的海風，晶瑩的海水，神秘的
石灰岩，大自然的神秘與壯美一覽無遺，更有
無數淒美的愛情故事等待您的探索。

上車點 / Gathering Places ( 請提前 10 分鐘到達）

70 Kingsway, Glen Waverley ( 宏城旅行社門店門口 )    07:15  ( 十二門徒 )      07:15  ( 金礦 1 日遊 )
916-918 Whitehorse Road, Boxhill ( 中國銀行門口 )    07:45 ( 十二門徒 )     07:45  ( 金礦 1 日遊 )
224-226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ity QV 門店門口 )     08:30 ( 十二門徒 )     08:30 ( 金礦 1 日遊 )

1 日遊套票：
企鵝島 + 大洋路 + 金礦
1 Day Tour X 3 Package Deal:
Phillip Island+Great Ocean 
Rd+Sovereign Hill

Day 1：企鵝島一日遊
約 3PM 到達 Maru 野生動物園，與澳洲特有動
物零距離接觸。園內有考拉、袋鼠、綿羊、澳
洲小土狗、袋熊、孔雀、鸚鵡、羊駝等。入園
時可購買袋鼠喜歡的食物，親手餵小袋鼠。隨
後到達 Pannys 巧克力工廠（成人 $15/ 兒童
$10）。著名繪畫的巧克力“美術館”，重達一
噸的巧克力巨塊，巧克力瀑布，自行製作巧克
力藝術品，所有顧客在進入工廠時將獲贈一塊
巧克力。小鎮考斯 ( 夏令行程 ) 停留休閒小鎮考
斯 (Cowes)，欣賞沙灘美景，遠眺海獅岩。

Day 2：大洋路一日遊
早上出發前往大洋路，途經歐式海邊渡假小鎮
羅恩，色彩巡絢麗的奧特威山脈國家公園，路
過水產業發達的海邊小鎮阿波羅灣，抵達最著
名的十二門徒、洛克阿德峽谷以及倫敦橋。

Day 3：金礦城一日遊
約 10AM 到達維多利亞區最大博物館——黃金
博物館，裡面收藏著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塊、藝
術品和硬幣。進入金礦山觀看金礦宣傳片，觀
看熔金表演，隨後開始地下金礦之旅。隨後士
兵巡遊表演，2PM 出口集合。下午到達羊毛製
品廠 Creswick，是澳洲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最後
一個彩色羊毛紡織廠。它有著世界上最長的野
餐毯，也為澳洲消防局提供專用防火毯。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熱賣

$135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