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選景點⾏程內容
⾏程特⾊多元化 晴天旅遊⽤⼼設計每個⾏程的精彩情節，

深度遊覽，讓您有豐富精彩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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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團，全台灣旅⾏社唯⼀
新加坡航空早抵晚回，雙點進出
⾏程搭乘新航，西進（伯斯）東出（布⾥斯
本），早抵晚回的航班時間，同時搭配三段
中段⾶機，串聯景觀截然不同的西澳、北領
地中部，東澳⼤堡礁地區，16天旅程享有最
充⾜遊玩時間，感受真實澳洲野性魅⼒。

奇岩與碧海藍天交織的驚嘆之旅
深度西澳7天6夜
⾛訪世界最孤獨的⾸府−西澳伯斯及週遭
遺世獨⽴的⼈間淨⼟，荒野中拔地⽽起的
尖峰⽯陣、波浪岩奇⽯，以及印度洋與南冰
洋的壯麗海景。您在世界上的任何⼀個⾓
落，都不會體驗到的，⼈⽂與⾃然奇觀進⾏
如此別開⽣⾯地互動。

冒險的原點，深⼊澳洲內陸探險
北領地5天4夜精彩之旅
境內多數的區域仍⼈煙罕⾄，因此保留了
全澳洲最原始的⾃然⽣態。世界遺產烏魯
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失落的國王峽⾕到
多元的原住⺠傳說與⽂化。在「澳洲藍」的
天空下，北領地仍如同最初般閃耀，⼀場深
⼊曠野的探險，就此展開!

陽光昆⼠蘭享受悠閒度假⾵情
熱帶⾸都〜凱恩斯三連泊
安排洋溢度假⾵情的凱恩斯市區五星飯店
連住三晚，帶您⼀探⼤堡礁海域中的珊瑚
礁在蔚藍的海洋中呈現出五顏六⾊、形態
萬千的海底世界奇觀。同時親歷世界遺產
的古⽼熱帶⾬林，深⼊探索神秘的原始森
林，欣賞原住⺠精彩的演出。



精選景點⾏程內容
⾏程特⾊多元化 晴天旅遊⽤⼼設計每個⾏程的精彩情節，

深度遊覽，讓您有豐富精彩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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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的⾃然紀念碑
艾爾斯岩⽇出⽇落全覽
英國BBC評為「⼈⽣⼀定要去的50個地⽅」
之⼀。世界上最⼤的獨⽴岩⽯，也是澳洲最
荒涼、充滿神秘和傳奇⾊彩的地區，它氣勢
磅礡，矗⽴於茫茫荒原之上，我們在此連泊
兩晚，感受⽇出、⽇落時刻，那令⼈驚嘆與
感動的美景。

感受⼤⾃然的⿁斧神⼯
壯闊地表裂縫−國王峽⾕
澳洲最壯觀、最險峻的古⽼峽⾕，聳⽴在茂
密的棕櫚森林之上，由⾼⼤的紅⾊岩壁構
成，經過億萬年的隆起跟切割，形成堆疊的
岩⽯⼭貌，氣勢磅礴，岩壁上的層層傷痕⾒
證了澳洲⼤陸在地殼運動下的歷史變遷。

曠野中捲起的滔天巨浪
著名的地理奇觀−波浪岩
綿延100公尺，造型特殊的古⽼⾵化岩⽯，
猶如時間被停留在⼤浪席捲⽽來的那⼀
刻，岩⽯上微妙漸變的⾊調形成⼀種斑斕
⽽美妙的層次感，不愧是漫⻑時光中⼤⾃
然創造的曠世鉅作！

靜謐森林中的夢幻旅程
春溪國家公園探訪藍光蟲
⽇落時分，踏訪以⾬林、深潭和瀑布聞名的
春溪國家公園，參觀最著名的天然橋洞⽳，
欣賞紐澳獨有的特殊⽣態−藍光蟲。在⿊
暗中⼀眼望去，散發點點光芒的藍光蟲們，
猶如洞⽳內的滿天星⽃。



⼊住各地景觀飯店
感受美好旅宿氛圍 精選景區優質飯店，享受⾃然的浩瀚壯景，

舒適的床鋪，卸去⼀天的疲累，欣喜⼊夢。

實際安排飯店以⾏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33

Sails in the Desert 5*或同級
艾爾斯岩５星飯店連泊
特別安排鄰近艾爾斯岩5星度假飯店連泊
兩晚，這裡是紅⼟中⼼的⼀處綠洲，讓您在
沙漠中依然能享受豪華飯店的精緻服務，
與神秘美麗的艾爾斯岩遙相對望，感受沙
漠夜晚的美麗⾵情。

Pullman Cairns International 5*或同級
凱恩斯５星飯店三連泊
安排澳洲度假勝地凱恩斯市區三晚連泊，
徜徉椰林下的⼾外泳池沉浸度假氛圍。夜
晚的凱恩斯主要⼤街熱鬧⾮凡，商店林⽴，
⽅便您逛街購物，亦能在賭場享受⼩賭⼀
把的快感，讓您的中西北澳之旅在此畫下
完美的句點。

Hilton Perth 5*或同級
西澳⾸府伯斯五星連泊
位於伯斯市中⼼，世界知名
的希爾頓飯店，簡約明亮的
套房，⿑全的飯店設施和貼
⼼的服務獲得旅客⾼度評
價。夜晚在舒適柔軟的⼤床，
帶著⽩⽇美好回憶⼊夢。

Kings Canyon Resort 或同級
國王峽⾕住宿⼀晚
⼊住國王峽⾕最佳飯店。夜
裡，⽉光移上台階，前⽅是
無垠的曠野，襯著寶藍⾊的
夜空和閃耀的繁星，樹叢裡
傳來蟲鳴，此般愜意正是享
受國王峽⾕最棒的⽅式。

Wave Rock Motel或同級
深⼊曠野-波浪岩住宿
鄰近波浪岩景區最佳住宿選
擇，給您最充裕的遊玩時
間。飯店內設有游泳池、健
⾝房、遊戲室等設施，⾃然
⽊材和⽪⾰製作的家具，滿
溢純樸的鄉野⾵情！



異國⾵味之響宴
品嘗在地特⾊美⾷ 讓您於⼀⽇精彩的參觀⾏程後，

放鬆⼼情享⽤各國美⾷與佳餚。

上述美⾷圖⽚僅供參考，實際依現場為主。 44

來⾃⼤海的鮮美滋味
海鮮惜別晚宴
在度假聖地凱恩斯，特別安排海鮮⼤餐，帶
您⼤啖來⾃南太平洋的鮮美滋味。我們將
在擁有迷⼈景致的海濱餐廳，愜意享⽤新
鮮的⽣蠔、⼲⾙、淡菜、鮮蝦等令⼈讚嘆的
美味料理。

在味蕾綻放的Q彈美味
岩⿓蝦⾵味料理
澳洲是世界知名的⿓蝦產地，來到浩瀚印
度洋沿岸的⿓蝦⼩鎮，不容錯過的澳式⾵
味岩⿓蝦料理。產地直送，Q嫩彈⽛的鮮甜
⼝感，滿⾜您喜愛海鮮的味蕾。

澎湃鮮甜的海鮮料理
海鮮⾃助百匯
伯斯知名的⾃助餐廳，開幕
⾄今已近半世紀，磚紅⾊的
古典建築內，每⽇提供新鮮
且深受在地⼈喜愛的海鮮百
匯，來此⼀同享⽤令⼈無可
抗拒的美⾷!

享受湛藍的無敵海景
景觀餐廳西式套餐
奧爾伯尼濱海⼩鎮，享⽤西
式套餐料理，眼前是⼤⽚落
地窗外，在陽光照耀下，波
光閃爍的蔚藍海⾯，舒適愜
意的午餐時光，為旅途增添
⼀抹美好回憶。

舒適放鬆的⽤餐體驗
安排多晚飯店⽤餐
旅途安排多晚飯店⽤餐，讓
您在結束⼀天精彩充實的旅
程後，能夠放鬆⼼情，在舒
適的環境，盡情享受飯店主
廚精⼼準備的美⾷佳餚。



台灣✈新加坡

符 號 標 ⽰ 說 明
 世界⽂化遺產
 ⼊內參觀 （需⾨票）
 下⾞拍照或⼊內參觀（不需⾨票）
 ⾏⾞參觀

早餐早餐 敬請⾃理
午餐午餐 敬請⾃理
晚餐晚餐 機上

夜宿機上

55

01

啟程，展開⾃然奇觀探勝之旅
陽光、探險、令⼈驚嘆的⾃然環境，無論你何時到澳洲旅⾏，都將深刻體會到這塊遼闊的古
⽼⼤陸上多變的⾃然美景和豐富⽣態。歡迎您與晴天同⾏，經⼀次轉機⾶往西澳⾸府伯
斯，展開【真實澳洲−中西北澳⾃然奇觀探勝之旅16⽇】的精彩旅程。



新加坡✈伯斯【澳⼤利亞】−96km−約克−245km−
波浪岩

晴 天 推 薦
波浪岩路途遙遠，多數西澳⾏程未安排
或僅倉促由伯斯出發，當⽇往返。特別安
排於鄰近景區飯店住宿⼀晚，減少旅途
疲憊，並保留充⾜的參觀和拍照時間。

早餐早餐 機上
午餐午餐 澳式⾵味料理
晚餐晚餐 飯店⽤餐

Wave Rock M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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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約克⼩鎮
York Town
西澳最古⽼的內陸城鎮，⼀個⾵味獨特的歷史
⼩城，⾛⼊其中，時光彷彿停留在19世紀殖⺠時
期，充滿濃濃英式氛圍，街道上沒有⾼樓⼤廈及
繁忙⾞流，有的只是古⾊古香，維多利亞時期⾵
格的古⽼建築。

★ 波浪岩
Wave Rock
著名的地理奇觀，1963年美國攝影師為其拍攝
的照⽚登上國家地理雜誌封⾯，使其聲名⼤噪。
⾼達15公尺的巨⼤磐⽯，經過歲⽉⾵霜⾬雪的
侵蝕，屹⽴在伯斯以東340公⾥的廣闊沙漠中。
⻑達100公尺的緩緩波形，看起來就像時間被停
駐在⼤浪襲來的那⼀刻。

河⾺岩
Hippo's Yawn
位於波浪岩景區的⾵化岩⽯，造型狀似河⾺張
⼝⼤打呵⽋，逗趣的造型，不容錯過在此拍下被
河⾺⼤⼝吞噬的趣味照⽚。鄰近的▲穆卡洞⽳
還有當地原住⺠遺留下來的史前壁畫，其中有
許多如⿃似獸的⽣物，是原住⺠傳說中的⼈物
與信仰中的守護神。



波浪岩−105km−格蕾斯鹽湖−250km−奧爾伯尼

晴 天 推 薦
今⽇住宿於西澳最古⽼的殖⺠城鎮，被
⼤海、森林和多個國家公園環繞的「奧爾
伯尼」。商店街古典的維多利亞式建築，
散發著濃厚的懷舊氣息，除此之外，這座
城市還以無紅綠燈聞名，以圓環進⾏交
通調節的功能，⾏經市區，不妨往窗外觀
察這個特殊的規劃。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景觀餐廳西式套餐
晚餐晚餐 飯店⽤餐

Quality Banksia Gardens
或Dog Rock M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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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格蕾斯鹽湖
Lake Grace
綿延50公⾥，寬7公⾥的廣闊▲鹽湖，景⾊隨著季節⽽變化。
枯⽔期時，可徒步穿過湖床，⽽滿⽔期，湖⾯因為天空的反射
⽽呈現淡粉紅，淡紫和綠⾊等不同的顏⾊，⾮常美麗。

奧爾伯尼
Albany
古⽼的殖⺠城市，座落於西澳南部崎嶇的海岸線上。第⼀批
歐洲⽩⼈搭乘雙桅帆船▲和睦號在此踏上西澳⼟地。早期是
繁忙的捕鯨港，汽船發明後，成為往來於澳洲與英國間的加
煤站，⾄今城內仍完好保存許多19世紀的建築值得欣賞，感
受殖⺠時期英式⾵格。

托蒂拉普國家公園
Torndirrup National Park
以壯麗的海蝕景觀聞名，是西澳訪問率最⾼的國家公園之
⼀。前往深達25公尺的海崖，欣賞經過數百年侵蝕所形成的
▲⾃然橋、海峽⾕和鄰近的▲噴⽔⼝等天然奇景。噴⽔⼝是
岩⽯的⼀道裂⼝，漲潮⾵浪⼤時有機會⾒到空氣和⽔花在海
浪的作⽤下噴濺⽽出。

★ 鯨⿂世界
Historic Whaling Station
澳洲最後⼀個捕鯨站舊址，捕鯨站於1978年停⽌運作後改
建為鯨⿂博物館，超過25個展覽品供觀賞和探索，包括捕鯨
船、蒸汽機，以及巨⼤的藍鯨⾻架等，透過照⽚和過往的捕鯨
器具，了解早期捕獵鯨⿂的歷史，具有歷史與教育意義。



奧爾伯尼−110km−巨⼈⾕−140公km−彭伯頓

晴 天 推 薦
廣⼤的西南澳地區遍佈著桉樹(亦稱尤
加利樹)森林和綠意原野，是西澳最適宜
⼈居的地區之⼀。特別安排位於樹林中
⼼的彭伯頓住宿⼀晚，並前往此區最著
名的巨⼈⾕公園、⽕警樹，從多個⾓度感
受這⽚廣⼤森林的美麗和⽣命⼒。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澳式⾵味料理
晚餐晚餐 飯店⽤餐

RAC Karri Valley Resort
或The Best Western Pemberto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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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巨⼈⾕
Valley of the Giants
公園內巨樹參天，樹頂步道離地40公尺⾼，全⻑
600公尺，漫步在樹頂之上，⿃瞰層層森林和參
天⼤樹，享受迎⾯吹拂⽽來的微⾵。公園另有

「古代帝國」林區，屹⽴了400多年的巨⼤紅叮咯
樹，樹圍可達15公尺，蜿蜒的步道，不時從中空
的樹幹中穿梭⽽過。

⽕警樹
Gloucester Tree
全球最⾼的▲⽕警觀察樹，位於⼀望無際的樹
林中，相當於20層樓⾼。樹幹上釘有163根鐵樁，
若您有不錯的體⼒及膽識，不妨嘗試登上樹頂
眺望台，站在眺望台上，猶如置⾝於雲霧之巔，
眼前是⼀⽚令⼈驚嘆的森林全景。

彭伯頓
Pemberton
⼈⼝僅約1,000⼈的⼩鎮，座落於廣⼤的凱莉樹

（Karri tree）蓊鬱森林中，擁有美麗寧靜的湖
泊，曾多次被票選為全澳洲最佳渡假地點，⼀離
開主要街道就會有⾛進原始森林的錯覺，造訪
此地您將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彭伯頓−135km−露紋⾓−20km−珍寶鐘乳⽯洞−
100km−巴瑟爾頓

晴 天 推 薦
帶您來到澳洲⼤陸的最西南⾓-露紋⾓，
並拜訪澳洲本⼟最⾼的燈塔。猶如南⾮
的好望⾓，南美的合恩⾓，這裡也是⼤航
海時代，繞⾏南半球的船隻重要的航線
與停泊地點之⼀，推薦您可在此打卡，將
美好的畫⾯和回憶留下紀錄。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澳式⾵味料理
晚餐晚餐 飯店⽤餐

Abbey Beach Resor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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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露紋⾓
Cape Leeuwin
位於印度洋和南冰洋交界處，是澳洲最西南⾓，廣闊的兩⼤
洋在此交會，呈現深淺不⼀的蔚藍海⾯，為⼀絕佳拍照打卡
地點，並可欣賞1896年建造完成，⾼39公尺，照明範圍達48
公⾥，澳洲本⼟最⾼的▲燈塔，附近還有百年前提供燈塔⽤
⽔的▲⽯化⽔⾞奇景。

★ 珍寶鐘乳⽯洞
Jewel Cave
西澳最美鐘乳⽯洞，⼜名⽔晶⽯洞⽳，進⼊其中，不禁驚嘆於
⼤⾃然的⿁斧神⼯。洞⽳深42公尺，⻑1.9公⾥，步道多為階
梯且昏暗，請留意步伐。洞內屹⽴⼀根接近6公尺的鐘乳⽯
柱，是⽬前世界上可參觀的鐘乳⽯洞中最⾼⽯柱。

巴瑟爾頓⽊造⻑堤
Busselton Jetty
當地⼈的驕傲，始建於1865年，費時96年建造的印度洋畔⼈
造美景。⻑達2公⾥的▲⻑堤，上個世紀初鋪設了鐵軌，蒸氣
⽕⾞在此運送貨物⾄⻑堤盡頭上貨輪，不難想⾒當年⼈聲⿍
沸的忙碌景象，現今是欣賞海天⼀⾊的美麗景致絕佳地點。

★ 巴瑟爾頓⽊造⻑堤⼩⽕⾞
Busselton Jetty Train
傍晚時分搭乘⼩⽕⾞，⾏駛於有150多年歷史，南半球最⻑的
⽊造碼頭，⾯前的是波光粼粼，⼀望無際的印度洋美景，兩旁
可以看到悠閒的釣客駐⾜，偶有遊客跳⼊⽔中，引起⼀⽚歡
笑驚呼，洋溢愜意悠閒的氛圍。



巴瑟爾頓−155km−曼杜拉−70km−伯斯

晴 天 推 薦
來到海邊城市，當然不能錯過美味的鮮
⿂料理，今⽇午餐特別安排於家族經營，
歷史悠久的港邊餐廳，品嘗深受在地⼈
喜愛的英式烤⿂餐，體驗當地飲⾷⽂化。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英式烤⿂餐
晚餐晚餐 中式合菜

Parmelia Hilton Perth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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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杜拉
Mandurah
位於伯斯南⽅約1⼩時⾞程，有豐富的野⽣動植物和原始的
海灘，美麗的藍綠⾊⽔域。此處原只是⼀個漁港⼩鎮，現在是
擁有⼀座浮動碼頭、⼈⾏⽊棧道、堤岸咖啡和港區公園的繁
華濱海城市，在這裡您可以發現澳洲最壯觀的內陸⽔道，尋
覓當地的野⽣淡⽔海豚。

★ ⽪爾海灣遊船之旅
Peel Inlet Cruise
船隻緩緩⾏駛於⽔道中，欣賞河岸兩旁耗資5000萬澳幣開
鑿的⼈⼯運河和⾼級住宅區，⾵和⽇麗時，天空中海鷗⾶舞，
令⼈⾝⼼舒暢。因為河⼝豐富的⿂類，⽣態環境適合海豚在
此覓⾷，當他們驚喜現⾝，常引起遊客⼀陣騷動，歡呼連連。

伯斯
Perth
西澳⾸府，緊臨著終年溫暖的印度洋，氣候溫和、⽇照充⾜，
以悠閒的⽣活步調與天鵝河岸的別緻景⾊聞名。綠意盎然，
深受市⺠喜愛的▲英皇公園，隨著季節變換不同的⾵情，登
⾼俯瞰伯斯市區天際線和天鵝河交織出的美景。

★ 伯斯鑄幣廠
Perth Mint
鑄幣廠1899年⽣產了全澳洲第⼀枚硬幣，此後近百年時光，
鑄造了⼤量的澳洲通⽤錢幣，是澳⼤利亞仍在運轉中最古⽼
的鑄幣廠，也是2000年雪梨奧運⾦牌的鑄造地點。觀賞古法
⾼達攝⽒1000度的熔⾦表演，讓您重返西澳的⿈⾦歲⽉，體
驗⿈⾦的傳奇魅⼒。



伯斯−190km−尖峰⽯陣−190km−伯斯

晴 天 推 薦
西澳有⻑達12000多公⾥的海岸線，從
伯斯南邊到尖峰⽯陣的印度洋沿岸，是
澳⼤利亞最好的海鮮產地之⼀，包括罕
有的岩⿓蝦，鮮⿂、淡菜等，皆是國際上
廣受歡迎的珍貴海產，我們當然不能錯
過品嘗的機會。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岩⿓蝦⾵味料理
晚餐晚餐 海鮮⾃助餐

Parmelia Hilton Perth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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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峰⽯陣（南邦國家公園）
Pinnacles
猶如⼀⽚古⽼沙漠雕塑的⽯化原⽣林，久經⾵
霜的岩⽯尖頂在⿈⾊沙丘上平地拔起，造型迴
異，有的神似駱駝、海豚等。穿梭於⼀個⼜⼀個
的⽯灰岩柱之中，觀看獨特的奇幻地質景觀，荒
涼崎嶇的地貌，彷彿外星球般的神秘。

倫敦閣
London Court
興建於1937年，是伯斯知名的徒步街區，具有英
倫⾵味的懷舊浪漫，⽩⾊的建築外觀加上咖啡
⾊的線條，營造出都鐸王朝的歷史感，是伯斯最
具特⾊建築群之⼀。▲倫敦閣購物街內香⽔珠
寶、餐廳以及原住⺠⼿⼯藝品，應有盡有，在此
享受逛街的樂趣。

★ 海鮮⾃助晚宴
Seafood Buffet
位於伯斯超過百年的殖⺠⾵格建築內，磚紅⾊
外觀典雅且獨樹⼀格。海鮮⾃助餐廳開幕⾄今
已近半世紀，每⽇提供新鮮且深受伯斯⼈喜愛
的海鮮百匯，在西澳⾸府伯斯的最後⼀晚，帶您
來到這裡⼀同享⽤無可抗拒的美⾷！



伯斯✈愛麗絲泉

晴 天 推 薦
2段中段班機，北領地5天4夜深度之旅，
晴天帶您直闖澳洲的⼼臟−北領地。這
個地廣⼈稀的荒野，是澳洲的起源，遍布
著標誌性的⾃然寶藏，和獨特的原住⺠
⽂化，各種⿃類和野⽣動物棲息在此，是
您不可或缺的獨特澳洲體驗。

早餐早餐 飯店餐盒
午餐午餐 澳式⾵味料理
晚餐晚餐 飯店⽤餐

Crowne Plaza Alice Springs 4*
或Double Tree by Hilton 4*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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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領地
Northern Territory
這是個被稱為「北⽅終點」的區域，位於⼤陸中
北部，極其廣闊，從內陸的艾爾斯岩、愛麗斯泉，
延伸到海濱的⾸府達爾⽂（Darwin）及其周圍
的島嶼。這⽚紅⼟⼤地有濃厚的原住⺠⽂化，孕
育了興旺的藝術，傳承了古⽼故事，不同的國家
公園呈現截然不同的地貌。

愛麗絲泉
Alice Springs
地處澳洲中⼼，⼈⼝僅約2萬5千多，是⼀個由電
信站所發展出來的⼩鎮，原本這裡歸屬於阿倫
特原住⺠，直到1871年電信站開設，歐洲移⺠才
開始進駐，四⾯⼋⽅盡是延伸數百公⾥的紅⼟
沙漠，城鎮內依然可⾒那遙遠⼜懷舊的拓荒氣
息，是內陸探險的絕佳起點。

電報中繼站
Alice Springs Telegraph Station
若想了解愛麗斯泉城市的歷史，⼀定要到▲電
報中繼站⾛⾛。該站建於1872年，是19世紀澳
洲電報線12個電報站中，保存最好的⼀個。在古
⽼的⽯造建築裡，展⽰了許多⽼式的電報機和
20初期的傢俱和⼯藝品，同時也道盡了這座城
市早年拓荒時期的精彩歲⽉。



愛麗絲泉−10km−西⿆克唐奈爾國家公園−480km
−國王峽⾕

晴 天 推 薦
離開愛麗絲泉週遭，邁向更精采的曠野
旅程。特別安排在鄰近國王峽⾕的度假
飯店住宿⼀晚，這個位在北領地的古⽼
峽⾕，由⾼⼤的紅⾊砂岩壁構成，宛若⽕
星的地貌，奇特⼜壯闊。若只是匆匆來
去，無法飽覽其壯闊蒼涼之美。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路途簡餐
晚餐晚餐 飯店⽤餐

Kings Canyon Resor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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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克唐奈爾國家公園
West MacDonnel National Park
位於愛麗絲泉西⽅，幅員廣⼤，總⻑約161公⾥
的國家公園。園區內⾼低起伏的紅褐⾊岩壁、冷
⽔潭、峽⾕是⼤⾃然經過漫⻑時光刻畫⽽成的
古⽼地形。它同時也是沙漠植物和野⽣動物的
棲息地。沿園內步道前往知名的▲⾟普森⼭⼝、
▲史丹利裂縫，瀏覽其美麗景⾊。

⾟普森⼭⼝
Simpsons Gap
峽⾕兩旁是⾼聳⼭崖、⼤⽚相思樹叢、超過40種
的稀有本⼟植物及⻑年積⽔的⽔潭，來到這裡
有機會看到野⽣動物。對阿倫特原住⺠來說，⾟
普森⼭⼝⼜稱為倫固吉帕，是⼀群巨蜥祖先的
神話家園，在這個重要的⼼靈聖地上，散布著夢
幻⼩徑與神話故事。

史丹利裂縫
Standley Chasm
西⿆克唐奈爾國家公園內，⼀個被⼤⾃然劈成
兩半，由遠古⽯壁包圍的峽⾕。⾏⾛於絕壁底
下，兩側⾼達80公尺的赭紅⾊古⽼岩壁，隨著時
間及⽇光光線的改變，產⽣不同的顏⾊，奇幻美
景真是美不勝收，充滿⾃然的神奇魅⼒。



國王峽⾕−325km−艾爾斯岩

晴 天 推 薦
特別安排艾爾斯岩五星飯店連泊，飽覽
澳洲紅⾊中⼼的多變奇景之後，仍有餘
裕欣賞艾爾斯岩的⽇出與⽇落，絢麗的
雲彩畫在天空中，晨昏光影照映出不同
紅⾊的漸層變化，彷彿⼀切的時間靜⽌，
剎那即永恆。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路途簡餐
晚餐晚餐 飯店⽤餐

Sails in the Desert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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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峽⾕
Kings Canyon
紅⼟中⼼的另⼀個標誌，⻑1000多公尺、深達
270公尺，是澳洲最險峻、壯觀的峽⾕。▲峽⾕⾼
聳的岩壁分布著⻑滿棕櫚的岩⽯裂縫，在嚴酷
的沙漠中⾃成⼀⽚綠洲。⾼聳的眺望平台可欣
賞由⾼⼤的紅⾊岩壁構成的峽⾕壁，及⾕底茂
密的棕櫚樹林。

★ 國王峽⾕健⾏
Kings Canyon Walking Tour
邀請您⽤健⾏深⼊認識這個壯觀的美麗峽⾕。
您可依⾃我體⼒選擇和導遊⼀同⾏⾛⻑6公⾥
的邊緣步道，花費3.5-4⼩時環繞峽⾕⼀圈，由⾼
處俯瞰美景，步道途經知名的伊甸園，常年有⽔
的⽔潭四周環繞著茂盛的叢林，亦可選擇⾃⾏
前往2.6公⾥的平緩溪⾕步道。

★ 艾爾斯岩−沙漠揚帆飯店
Sails in the Desert Hotel
⼊住鄰近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的五星沙漠
揚帆飯店，享受精緻貼⼼的世界級服務。飯店距
離艾爾斯岩（烏魯魯）瞭望台僅有5分鐘步⾏路
程，是在內陸地區下榻的最佳場所，也是欣賞沙
漠⽇出或⽇落的理想之地，提供室外游泳池和
讓⼈放鬆的⽇間Spa。



艾爾斯岩

晴 天 推 薦
特別安排全⽇艾爾斯岩參觀，以悠閒的
腳步，參觀⽂化中⼼，了解古⽼的原住⺠
歷史，並欣賞在地藝術家⾊彩繽紛的點
畫和⽊雕；⽇出和⽇落時分，看看壯闊的
沙漠、岩⽯，和天⾊會有幾種顏⾊。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澳式⾵味料理
晚餐晚餐 澳式⾵味料理

Sails in the Desert 5*
或同級

1515

11
★ 艾爾斯岩
Ayers Rock
位於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世界最⼤單體岩⽯，原住⺠
⼼中聖地，亦稱為「烏魯魯」。被多國雜誌媒體評為⼈⽣必去
的旅⾏地。無論是此地罕⾒的動植物、超乎尋常的⾃然美景，
和阿南古原住⺠遺留的⽂化遺跡，都是珍貴的資產，1987年
獲選為世界複合遺產。

★ 迎接晨曦之旅
Sunrise
⽇出時，巨⽯因陽光不同的照射，⽽產⽣不⼀樣的顏⾊及不
斷變化的容貌。特別安排⽇出之旅，在曠野中靜靜的等待太
陽的升起，當第⼀道陽光照在艾爾斯岩上時，⼤家都會被美
麗動⼈的⾊彩變化給深深吸引。

★ 艾爾斯岩徒步遊覽
Ayers Rock Walking Tour
漫步巨岩⼭下，觀賞原住⺠在岩⽯上留下的痕跡，以及特有
的野⽣植物。專業的導遊為您講解古⽼的歷史，深具教育意
義的旅遊體驗。參觀▲烏魯魯-卡塔丘塔⽂化中⼼，深⼊探索
當地⽂化背景。亦可進⼊瑪魯庫藝術館欣賞原住⺠藝術家⾊
彩繽紛的點畫和⽊雕作品。

★ ⽇落之旅
Sunset Tour
岩⽯顏⾊的變化無常是艾爾斯岩最讓⼈津津樂道的，每⽇不
同時間，不同天氣，便會呈現出不同的景象。⿈昏時分，佇⽴
於艾爾斯岩前，伴隨美酒和點⼼，欣賞⼣陽西沉之際的千變
萬化，令⼈讚嘆不已。



艾爾斯岩−60km−卡塔丘塔−60km−艾爾斯岩
✈凱恩斯

貼 ⼼ 提 醒
安排凱恩斯市區5星飯店三連泊，深度探
索這個「熱帶⾸都」的多變⾯貌。結束⼤
堡礁精彩⽔上活動，以及庫倫達熱帶⾬
林之旅後，晚間可⾃⾏前往夜間市集尋
寶，這裡有眾多的貨品、服飾、原住⺠⼯
藝品等，滿⾜您逛街購物的慾望，或是前
往賭場試試您的⼿氣。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澳式⾵味料理
晚餐晚餐 澳式⾵味料理

Pullman Cairns International 5*
或Hilton Cairns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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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位於澳洲中部沙漠，最初的守護者是阿南古原
住⺠，是部落的聖地。最著名的是兩處獨特的地
質景觀−艾爾斯岩和卡塔丘塔（亦稱奧爾加
斯）。艾爾斯岩西邊的卡塔丘塔，是由36塊巨岩
所組成的奇特景觀，於1987年列為世界遺產，據
說是宮崎駿⾵之⾕動畫靈感來源。

★ 卡塔丘塔輕健⾏
Kata Tjuta Walking Tour
卡塔丘塔之名來⾃原住⺠，意思為「很多頭」，其
36顆圓頂巨岩經過5億年⾵化⽽成，壯麗、震撼
且神聖。⾸先⾄觀景台觀賞地貌全景，隨後安排
⼀段★峽⾕徒步，⻑2.6公⾥的赭⽯⼩徑蜿蜒穿
過兩座⼤圓⽯，眾多⾵化的紅⾊巨岩形成神秘
的⽯洞迷宮，景⾊神奇好看。

凱恩斯
Cairns
東進⼤堡礁、北上約克⾓半島的重要⾨⼾，有澳
⼤利亞「熱帶⾸都」之稱。城市周圍有蓊鬱的古
⽼濕熱帶⾬林，南北兩翼則是綿延數英⾥的銀
⽩沙灘及汪洋碧海，熱鬧的主要⼤街上，服飾
店、酒吧、商店、餐館林⽴，夜晚充斥著來⾃世界
各國，悠閒逛街的遊客。



凱恩斯（⼤堡礁）

貼 ⼼ 提 醒
全⽇的⼤堡礁+綠島⾏程，提供多種⾃費
⾏程供您選擇，包括氣瓶潛⽔(需有國際
潛⽔執照)、海底漫步和直升機等，之所
以未預先安排，是希望您可以依照⾃⼰
的體能和喜好欣賞⼤堡礁的⾃然奧妙，
因部分⾏程名額有限，如欲參加，請於旅
途中提早告知，以便預約。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船上⽤餐
晚餐晚餐 中式合菜

Pullman Cairns International 5*
或Hilton Cairns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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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綿延達2300公⾥的⼤堡礁是世界上最⼤的熱帶珊瑚礁系
統，於1981⼊選為世界⾃然遺產。最寬處為161公⾥，約有
2900個獨⽴礁⽯以及900個⼤⼩島嶼，匯聚了豐富多元、⾊
彩異常絢麗的海洋⽣物，遊客可以參加各式精彩活動探索這
⽚奇妙的海底世界。

★ ⼤堡礁遊船
Great Barrier Reef Cruise
搭乘遊船拜訪電影《海底總動員》⼩丑⿂尼莫的家鄕，體驗⼤
堡礁美麗的海中奇觀和在珊瑚礁島−綠島浮潛，欣賞珊瑚群
和五彩繽紛的熱帶⿂。中午在海上平台享⽤中西式⾃助午餐
後可排隊搭乘半潛艇、前往海底觀景窗或浮潛，亦可選擇參
加⾃費項⽬。

★ 綠島
Green Island
⼤堡礁中的綠島⾯積約15公頃，是唯⼀擁有珊瑚礁和熱帶⾬
林共存的美麗⼩島，形成⾄今已有6000多年歷史，坐落於⼤
堡礁海洋公園之中，擁有潔⽩的沙灘和平緩的⾬林步道、商
店、餐廳、⽔族館等景點，提供多樣化的⽔上活動，是⼤堡礁
海域中⼈氣度假島嶼。

凱恩斯夜間市集
Cairns Night Market
澳洲擁有夜市的城市不多，凱恩斯是其中之⼀，推薦您可⾃
⾏前往夜間市集尋寶。這座夜市是從1991年露天市場發展
⽽來的，現有130多個攤位，販售來⾃世界各國的⼩玩意、原
住⺠⼿⼯藝品，還有按摩店家、美⾷廣場等，讓您的凱恩斯夜
晚充滿樂趣。



凱恩斯−30km−庫倫達−30km−凱恩斯

晴 天 推 薦
特別規劃全⽇庫倫達⾬林之旅，探訪此
區的⾃然美景，這兒有被濃密⾬林環繞
的夢幻步道，還有無尾熊、蝴蝶、⿃類、袋
⿏及爬蟲類等豐富動植物⽣態。安排您
搭乘觀光⽕⾞、纜⾞及⽔陸兩⽤⾞，以多
樣化的交通⼯具深⼊探索，並觀賞傳統
原住⺠舞蹈表演。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澳式⾵味料理
晚餐晚餐 海鮮惜別晚宴

Pullman Cairns International 5*
或Hilton Cairns 5*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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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倫達
Kuranda
位於凱恩斯西北⽅，被列為世界遺產的昆⼠蘭熱帶⾬林所環
繞，有「⾬林之村」之稱。古樹、瀑布、涓涓溪流，以及珍奇的野
⽣動物，無不為這個⼩鎮勾勒出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主要街
道上原住⺠⼯藝品店、餐廳與咖啡廳林⽴，發展出⽣氣勃勃
的藝術以及⼯藝⽂化。

★ 庫倫達觀光⽕⾞
Kuranda Scenic Railway
前進庫倫達本⾝就是旅⾏的亮點，搭乘觀光⽕⾞，⾏駛於
1891年完⼯，即使到今天，仍公認是⼀⼤⼯程奇蹟的鐵道。
⽕⾞⼀路從海平⾯爬升⾄328公尺，體驗沿途無與倫⽐的濃
密⾬林、陡峭溪⾕與⾵景如畫的瀑布，深⼊瑰麗的巴倫峽⾕。

★ 空中⾬林纜⾞
Skyrail Rainforest Cableway
搭乘全世界最⻑的⾬林纜⾞，深⼊巴倫峽⾕國家公園，探訪
世界最古⽼的熱帶⾬林。纜⾞全線⻑7.5公⾥，建於樹冠上
⽅，沿途景觀壯麗，中途停靠時，將帶您⾏⾛於⽊棧道，親近
濃密的古⽼⾬林，從另⼀⾓度欣賞美麗的巴倫峽⾕和瀑布。

★ 海鮮惜別晚宴
Seafood Dinner
凱恩斯擁有美麗的海岸線，在旅途的尾聲，特別安排海鮮⼤
餐，帶您⼤啖南太平洋的鮮美滋味。我們將在擁有迷⼈景致
的海濱餐廳，悠閒享⽤新鮮的⽣蠔、⼲⾙、淡菜、鮮蝦等令⼈
讚嘆的美味料理。



凱恩斯✈布⾥斯本−110km−春溪國家公園−110km
−布⾥斯本✈新加坡

晴 天 推 薦
今⽇將搭乘晚班機，玩到最後⼀刻。同時
在旅途的尾聲，特別安排購物中⼼，讓您
盡情採購當地品牌商品、特⾊⼩物，延伸
旅途的記憶。在結束全⽇的遊玩後，我們
將搭機經香港轉機返回溫暖的家，⻑途
⾶⾏建議您穿著舒適⾐物登機。

早餐早餐 飯店⽤餐
午餐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晚餐 ⽅便逛街，敬請⾃理

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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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
Gold Coast
澳⼤利亞東部，⼤平洋沿岸的海濱城市，以海邊
延綿57公⾥的潔⽩沙灘和驚險刺激的主題樂園
⽽馳名。除此之外，繁華的商業區集中了眾多澳
洲品牌商店、美⾷餐廳、咖啡館等，遊⼈如織，周
遭的亞熱帶⾬林和瀑布，亦值得⼀遊，是著名的
旅遊城市。

海港城購物中⼼
Harbour Town Premium Outlets
⿈⾦海岸最⼤的購物天堂，澳洲第⼀家同時也
是佔地最廣的▲購物中⼼，200多個品牌在此設
店，猶如⼀個購物村，不論是精品、運動⽤品、服
飾、鞋款，甚⾄是超市、藥妝店等應有盡有，囊括
世界及澳洲在地知名品牌，終年提供折扣，滿⾜
您的購物樂趣。

★ 春溪國家公園
Springbrook National Park
國家公園的天然橋（Natural Bridge）是⼀處獨
特的地理景觀，經過數百萬年滴⽔穿過⽞武岩
洞⽳⽽形成。位於⾬林中的涼爽洞⽳是藍光蟲
的聚居地，在⽇落時分我們將⼀起穿梭綠意森
林，在洞⽳中觀賞牠們散發的點點光芒，猶如洞
窟內的點點繁星。



新加坡✈台灣

晴 天 推 薦
今⽇抵台後結束【真實澳洲−中西北澳
⾃然奇觀探勝之旅16⽇】的旅程，揮別
浩瀚紅⼟⼤地和多變的⾃然景觀，留下
旅途美好回憶，期盼下次晴天能再度和
您攜⼿同遊，⼀同探索世界。

早餐早餐 機上
午餐午餐 敬請⾃理
晚餐晚餐 敬請⾃理

溫暖的家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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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憶 滿載⽽歸
班機於今⽇經新加坡轉機抵達台灣，結束精彩充實的旅程，帶著滿滿的回憶和感動，返回
溫暖甜蜜的家。



DAY 1DAY 1 台北─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879 1745/2215 04:30

DAY 2DAY 2 新加坡─伯斯 新加坡航空 SQ-225 0005/0510 05:05

DAY 8DAY 8 伯斯─愛麗絲泉 澳洲航空 QF-1934 0605/1025 02:50

DAY 12DAY 12 愛爾斯岩─凱恩斯 澳洲航空 QF-1854 1520/1820 02:30

DAY 15DAY 15 凱恩斯− 布⾥斯本 澳洲航空 QF-1709 0935/1145 02:10

DAY 15DAY 15 布⾥斯本─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246 2350/0545 07:55

DAY 16DAY 16 新加坡─台北 新加坡航空 SQ-876 0820/1310 04:50

上 述 內 容 僅 供 參 考， 實 際 ⾏ 程 及 航 班 以 ⾏ 前 說 明 會 為 準

天 數 起⾶地─抵達地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班機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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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標⽰為⼊內參觀，▲標⽰為下⾞或⾏⾞參觀，⾏程僅供參考，正確⾏程∕航班
以⾏前說明會為準。
團費：由於出發⽇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
專員。或參照晴天官網www.sundaytour.com.tw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理除外）、⾏程中安排之⼊內參觀景點⾨
票、飯店⾏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刷卡、簽證費和領隊、導遊、司機⼩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李等禮貌性質⼩費。基於國際禮儀，請您⾃付。
本系列產品貼⼼為您準備每房⼀台WIFI機或每⼈⼀張SIM卡、⾏李綁條、每⽇礦泉⽔並
提供語⾳導覽⽿機。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內繳交訂⾦，訂⾦每席：30,000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
期開票，請於隔⽇繳交訂⾦，始完成報名⼿續。
團費報價以雙⼈房（2⼈⼀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報名，須付擔全程單⼈房差
額。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
則免收單⼈房差額。
單⼈房加價：45,000 元。單⼈房加價係指「單⼈指定⼊住⼀間單⼈房之房價差」，⽽不是
付房價差即⼊住雙⼈房型，單⼈房為⼀⼈使⽤空間，通常較雙⼈房⼩。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孩（⼀般是指12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飯店只接受⼩孩才能加
床，不接受三位⼤⼈（12歲以上）同房；若三位⼤⼈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
⼈房，會以標準雙⼈房加⼀單⼈床（多為⾏軍床或沙發床）⽅式安排，且飯店房間室內空
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
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會提供，敬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不⼀，此⾮本公司所能掌
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進⾏調整，並不能
保證親友⼀定會坐在⼀起或皆有⾛道位，敬請⾒諒。
當地餐⾷⼝味偏重、葷⾷多⾁、素⾷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需求。
本⾏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
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程∕航班∕飯店∕餐⾷以「⾏前說明會」書冊
所列資料為準。在客觀或不可抗⼒的因素下，若無法提供同星級之飯店，降低⼀個星級，
將予以每⼈每晚退費1000台幣。
最低組團⼈數: 16（含）⼈。如低於15（含）⼈，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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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
旅客基本資料表1.
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旅程返回⼊境台灣⽇起須有六個⽉以上之效期，3⾴
以上空⽩⾴）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帶切結書」

2.
訂⾦傳真刷卡確認單3.
旅客住宿餐⾷需求表4.

需申請澳洲電⼦簽證，晴天業務專員會另⾏通知相關資料。
完成報名與相關護照證件繳交後，務必⾄團體出發前維持護照資料⼀致，以利處理團體
保險與申請簽證事宜，避免資料變更異動造成旅程無法順利進⾏，懇請知悉。

當您繳付訂⾦即表⽰旅遊契約產⽣效⼒，本公司將依各協⼒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
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
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
向您收取超⽀費⽤或退回剩餘訂⾦。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經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因懷
孕、⽣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不同國家有程度⾼低的旅遊⾵險，為考量旅客⾃⾝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
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年滿70歲以上、⾏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或友
⼈同⾏，⽅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或衍⽣其他問題，旅客需
⾃⾏負責。
無護照、護照⾴數不⾜、效期不⾜（需六個⽉以上，以⼊境台灣之⽇期為基準）、過期者或
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與內⾴分離、局部破裂、蓋有⾮出⼊境之印章等）、蓋有爭議國
家之⼊出境章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不符變更等...旅客有義務⾃⾏檢查審核，
上述說明如有疑問請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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