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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Tours

澳紐之旅
New Zealand

澳紐之旅

史蒂芬港 1 日遊 
Port Stephens Day Tour

中央海岸 1 日遊 
Central Coast Day Tour

獵人谷 1 日遊 
Hunter Valley Day Tour

悉尼周邊 1日遊 | Sydney One Day Tour  

$39起 $99起 $119起

當您縱情於悉尼以北 230 公裏的史蒂芬港，您
會置身於一個集水上及沙灘活動，觀賞海豚的 「 
藍色天堂 」。這里天清水蓝、浪柔沙軟，獨一
無二的自然環境將帶給您一段精彩的假期旅程。

從悉尼出發北上中央海岸，首先參觀澳洲爬蟲
公園 Australian Reptile Park ($37/$19)，然
後前往 Nelson Bay 港口乘坐遊船觀看港灣內
的野生海豚及享用自助午餐 Dolphin Cruise & 
Lunch (遊船+午餐 $50.5/$39.5)。夏季時，
可穿上泳衣在船尾繩網內與海豚親密接觸。遊
船午餐後，前往安娜灣 Anna Bay，乘坐四驅
車進入長 27 公里的大自然沙漠，進行沙漠滑沙
Sand Boarding ($28/$22)。

然後參觀著名酒莊，瞭解釀製過程及品嘗各式
紅白葡萄酒 Wine Tasting ($5)，並可特價購
買葡萄酒。

後啟程返回悉尼，約晚上 7 時抵達唐人街。

位於悉尼以北及紐卡素以南之間的海岸，是新
州第三大城市 ( 人口 )，這裏擁有旖旎的海灣，
眾多環境優雅的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生態保護
區及平靜如鏡的湖面等。遊人盡可享受垂釣、
游泳、獨木行舟和揚帆出海的快樂。

早上從悉尼出發北上中央海岸，途徑天涯海
角公園，駐足停留在風景如畫的 Look Out 
Point， 在 這 裡 可 遠 眺 岩 石 群 的 天 然 美 景，
還可以飽覽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海岸。午餐享
用自助午餐，有多種可口的食物任君選擇，
盡 情 享 用。 餐 後 前 往 中 央 海 岸 的 漁 人 碼 頭
Central Coast’s Fishman Wharf，這裡三面
環水，優美的環境成了塘鵝的棲息地。下午
前往被譽為“澳大利亞塘鵝之鄉”的塘鵝生
態保護區，欣賞精彩的餵食塘鵝表演 Pelican 
Feeding，這時會有大批的鵝聚集在岸邊，
是您攝影的最好時機。回程約 19:00pm 抵達
悉尼唐人街。

北上中央海岸爬蟲公園參觀，繼而前往紐省釀
酒廠【獵人谷】參觀酒廠，通過實地參觀及視
像觀摩，詳細了解釀酒的歷史，葡萄種植和釀
製過程。

中午在酒莊內享用特別準備的澳洲特色西式套
餐【共享午餐 : 蒜蓉番茄義式烤麵包，糖鹽醃
製的海鮭魚，碗豆葉生薑醬獵人凱撒沙拉，義
大利熏火腿帕瑪桑芝士藤美味番茄，烘培橄欖
小刺山柑意粉，五成熟烤牛肉沙拉，焗蔬菜蜂
蜜芥末醬，咖啡或茶】。餐館專人介紹搭配此
餐的紅白酒 ($4.5/ 人 )。在此您可品嘗後購買
當地的葡萄酒。

隨後參觀芝士廠，巧克力工廠，獵人谷花園
($29/$18)，園內種植的種類繁多爭奇鬥豔的
植物和花卉，是澳洲獨一無二的美麗花園。之
後拜訪獵人谷小鎮市區，小飾品店內收藏具有
特色值得購買的手信。

行程結束返回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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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中的自助午餐及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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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司機兼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 旅遊巴士、爬
蟲公園門票，酒莊視像觀摩，共享午餐

自費專案，旅行保險、行程所列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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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stville華英小廚 				 	 	 	 		06:00	( 史蒂芬港 )				   						 07:00	( 獵人谷 )
City唐人街舊娛樂中心 (假日酒店門口 )	 		 	 		07:00	( 史蒂芬港 )												 										08:30	( 中央海岸 )						 08:00	( 獵人谷 )
Chatswood RSL Club ( 火車站旁 Thomas St	)  		07:20	( 史蒂芬港 )				 										09:00	( 中央海岸 )			 	
Eastwood	Library	 			 	 	 	 		07:00	( 史蒂芬港 )	只接不送	 	 	 											
Flemington 火車站旁（The	Crescent）	 	 	 		06:00	( 史蒂芬港 )	只接不送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出發日期：	六人成團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出發日期：	六人成團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