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1-6 Days Tour

徜徉於阿德萊德寬廣的綠色園林中，感受殖民時期的優雅氣氛，逛逛熙熙攘攘的阿德萊德中央市
場和北大街的博物館與圖書館。在格雷爾與海豚一起游泳，探訪漢多夫及其他座落在阿德萊德山
附近的美麗小鎮，蜿蜒穿過散落在芭蘿莎與嘉利谷的一眾頂級酒莊。

Ramble the Adelaide wide emerald garden, feel the elegant atmosphere of the foreign historical period, visit the
bustling Adelaide Central Markets, Museum and Library in North Terrace. Swim with dolphins in Glenelg, visiting Hahndorf,
other beautiful town near Adelaide Hill and those renowned wineries located in Barossa Valley & Clare Valley.

預訂條款

行程特色

Terms & Conditions

Highlights

芭蘿莎酒谷 ‒ 澳大利亞最古老的葡萄酒區

Barossa Valley

‒

Australia’s Most Ancient Vineyard

莫納托野生動物園 ‒ 被喻為澳大利亞“肯尼亞”
Monarto Zoo ‒ Well known as Australia’s Kenya

袋鼠島 ‒ 著名的海豹灣
Kangaroo Island

漢多夫

‒

Hahndorf

‒ The

Famous Seal Bay

世界知名歷史悠久德國村
‒

Famous Australian Historical Site

費用包括
Inclusions

酒店：酒店住宿(提供雙人房，三人房)

Accommodation (twin or triple share)

交通：全程機場酒店接送

Full coach transportation

門票：行程上列明的景點門票(另列價格門票除外)

Admission fees (Except admissions marked with price)

導遊：專業中文導遊

Professional Chinese speaking tour guide

膳食：酒店早餐，行程上所列午餐 (B=早餐，L=午餐)

費用不包

Hotel breakfast, lunch as indicated

Exclusions

機票：國際，國內航班機票及其稅

12歲以下為兒童價格。

Child price applies to child under 12 years.

旺季附加費(公眾假期，學生假期，
比賽，展會及中國新年
期間)，請電話諮詢。
Please call to check Peak Season surcharges.

行程所列的景點門票僅供參考，
以當天景點門牌價格為準。
Admission rates listed in itinerary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ubject to change.

爲保障所有乘客利益，請參團客人準時在出發地點或接
送地點等候，逾時不到，則視爲自動放棄，不予退款。

Passengers must arrive pick up point on time, due to guide
will leave on time to protect all other passengers on tour
continued for their itinerary.

特殊情況下列如人數，天氣，交通，接送機等原因但不只
限於此原因，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取消或替換旅遊項
目，延長或縮短路程的權利。

Special conditions occurred like weather, traffic, flight delay
or more, we reserved the rights to change, amend or cancel
the itinerary.

本公司不負責任何因交通或意外所導致行程延誤之客人
損失。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irfare & taxes

We do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ies for any loss or delay due
to traffic or any accident.

AUD$5/person/day

出發日期14天前免費取消，
出發日期7天前取消將收取
50%團費，
出發日期7天內取消恕不退款。

小費：澳元$5/人/天

門票：行程上另列價格門票

Admissions marked with price

保險：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消費：一切純屬個人性質消費
Personal expenditure

Cancellation 14 days before departure – no fees apply;
cancellation within 14 to 8 days before departure – 50%
cancellation fees applied; cancellation within 7 days –
non-refundable.

阿德萊德市區半日遊覽 Adelaide City Tour

A

Airport Pickup > City Tour >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South Australia Museum > Art Gallery of South Australia >
Parliament House > Rundle Mall >Victoria Square >China Town etc.

(L)

週四,週日

Cape Jervis> Kangaroo Island> Seal Bay Conversation Park > Vivonne Bay BBQ Lunch > 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 > Remarkable Rocks > Admiral’s Arch > Sea lions

$138/人

天天出發

早晨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游覽莫納托野生動物園( $36.00成人/ $20.00小童). 乘坐穿梭巴士
在約1500公頃的開闊自然生態環境下，
觀賞棲息在此的各種非洲動物：白犀牛、
長頸鹿、
斑馬、
獅子、
獵豹、
大猩猩、
黑犀牛、
蒙古野馬、
旋角羚和非洲野狗等珍稀動物，
領略天然野趣。
午餐
（自
理）
後漫步于茉莉河旁，
欣賞河岸風景的同時，
感受當地居民的悠閒垂釣生活，
最後來到洛夫特
山頂，
俯瞰整個阿德萊德市區全景。然後送回阿德萊德酒店。
備註：請將所列專案費用出發前統
一交由當地華語導遊代收代訂。
Monarto Zoo > River Murray > Mt. Lofty Summit

$138/人

天天出發

$138/人

天天出發

早上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前往以美麗風景而聞名的麥克拉倫地區遊覽。觀賞仿佛漂浮在葡萄
園上空，
手指撥弄即可旋轉自如的黛倫堡魔方。
之後來到南澳十九世紀著名的狩獵鯨港-維特港
遊覽，沿著碼頭棧道或搭乘澳洲唯一留存的傳統式馬拉車（自費參考價：成人$10.00/小童
$7.00）
前往花崗岩島，
觀賞野生的海豚和野生海鳥，
以及探索美麗的海島風光，有機會看到海
獅海豹和躲在洞中的神奇小企鵝，
在冬天還能看到在海裡棲息的鯨魚。午餐
（自理）
之後開啟我
們精彩的羊駝農場觀光體驗
（成人$49.00/小童$35.00）
，
乘坐獨具澳洲農場特色的戶外遊覽
車遊覽，
與排名全球第一併且價值成謎的羊駝品種的
「試管嬰兒」
羊駝寶寶們親密接觸餵食，
享
受被羊駝寶寶們包圍尋求餵食的親密感，
追尋成群野生袋鼠並可以觸摸考拉無限自拍。然後送
回阿德萊德酒店。備註：請將所列專案費用出發前統一交由當地華語導遊代收代訂。
McLaren Vale> D’Arenberg Cube > Victor Harbour > Horse Tram> Alpaca Farm

格萊內爾海灘 Glenelg Beach

F

$296/$188

清晨乘坐豪華旅遊巴士經菲爾半島沿澳大利亞海岸線南下，
到達傑維斯海角乘坐渡輪前往袋鼠
島。
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游覽著名的海豹灣並參加
「下海灘親近小海豹之旅
「，
瞭解海豹的習性。
中午特別安排在微風灣享用BBQ午餐。下午遊覽弗林德斯狩獵國家公園，
觀賞令人稱歎的神奇
岩石
（Remarkable Rocks）
，
戰艦拱門(Admirals Arch)以及紐西蘭海獅棲息地。晚餐自理
（可
選擇批薩或炸魚排加薯條）
。乘坐渡輪和巴士返回。約晚上10：00送回酒店住宿。
（當天費用已
包括：來回渡輪船和豪華旅遊巴士，海豹灣門票和親近小海豹之旅，弗林德斯狩獵國家公園門
票，
BBQ午餐。）

麥克拉倫地區 McLaren Vale

E

天天出發

Barossa Velley > Jacobs Creek >Whispering Wall > Adelaide Hills> Hahndorf > Airport Drop-oﬀ

莫納托野生動物園 Monarto Zoo

D

$138/人

早上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前往澳洲著名的葡萄酒盛產地--芭蘿莎葡萄酒谷參觀遊覽。首先我們
會來到澳洲知名的本地傳統酒莊品酒及參觀，
隨後到達到蒙勒斯山瞭望台俯瞰整個芭蘿莎山谷
，
滿山遍野的葡萄樹和莊園盡收眼底，
然後前往另外一個世界著名的現代化酒莊傑卡斯，
在訪客
中心品酒和莊園中自由活動，
身臨在大片的葡萄園中，體驗秀麗的萄園風光.（酒區品酒:自費）。
隨後可以到擁有奇妙聲學現象的回音壁一展您的歌喉，
見證一下它的神奇。（備註：超過34度高
溫氣候，
回音壁不開放）
中午時分穿梭在風景如畫的阿德萊德山中，
到達世界知名的歷史悠久的
漢多夫德國村，
品嘗德國豬手餐並附送一杯德國啤酒或一杯軟飲料
（$30.00/人）
，
親身體驗當
地的文化藝術。
之後送往機場或酒店。
備註：請將所列專案費用出發前統一交由當地華語導遊代
收代訂。

袋鼠島 Kangaroo Island

C

天天出發

早上或中午抵達阿德萊德機場接機。
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前往北大街開始市區遊覽，
行程包括：阿德
萊德大學，
南澳博物館，
南澳藝術美術館，
議會大廈。
之後我們可以穿過南澳著名的藍道商業步行街,
沿著威廉姆國王大街到維多利亞廣場，
唐人街，
南半球最大的中央市場參觀後，
送酒店登記入住。

芭蘿莎酒谷 Barossa Valley

B

$68/人

早晨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前往南澳知名的格萊內爾海灘，
漫步在木棧橋上，
享受清爽的海風以
及觀賞英國早期登陸者在海灘的建築。之後前往位於阿德萊德山的峽谷野生動物園($20.00
成人/$15.00小童)，
親自擁抱呆萌的澳大利亞國寶‒考拉。
之後，
導遊將帶領大家前往澳大利亞
最大木馬並在木制玩具工廠欣賞、
挑選各種木制玩具。
午餐(自理)。
下午前往澳大利亞最著名葡
萄酒品牌‒奔富酒莊，踏上定制旅程（$25.00成人）-遊覽歷史悠久的地下通道、澳洲酒王葛蘭
許誕生地，
以及列入歷史遺產名單的青石酒窖與蒸餾房並品嘗國際馳名的奔富葡萄酒系列。之
後送往機場或酒店。備註：請將所列專案費用出發前統一交由當地華語導遊代收代訂。
Glenelg Beach > Gorge

備註:航班最好是早上9點左右到達, 晚上7點之後離開

Note: Flight recommended – Arrive before 9am, depart after 7pm

大人

小童
Child

Single Supplement

3-3.5*住宿 (送冷早餐)

$588

$558

$130

4-4.5*住宿 (含早餐)

$668

$638

$170

5*住宿 (含早餐)

$788

$738

$300

大人

小童

3-3.5*住宿 (送冷早餐)

$438

$438

$130

4-4.5*住宿 (含早餐)

$498

$498

$170

5*住宿 (含早餐)

$698

$698

$300

大人

小童
Child

Single Supplement

3-3.5*住宿 (送冷早餐)

$788

$758

$195

4-4.5*住宿 (含早餐)

$888

$858

$255

$1098

$1068

$450

地接價格(每位)
Price (pp)

Adult

3-3.5* Hotel with Box Breakfast

+

A

C

+

两人成團, 每週三︑六出發

B

Min. 2 Pax, Depart on Wed & Sat

4* Hotel with Breakfast
5* Hotel with Breakfast

地接價格(每位)
Price (pp)

Adult

3-3.5* Hotel with Box Breakfast

A

+

+

B

兩人成團,天天出發

Min. 2 Pax, Daily Departure

4* Hotel with Breakfast
5* Hotel with Breakfast

地接價格(每位)
Price (pp)

Adult

3-3.5* Hotel with Box Breakfast

A

+

C

+

+

两人成團
每週二︑三︑五︑六出發

B

4* Hotel with Breakfast

5*住宿 (含早餐)

5* Hotel with Breakfast

Min. 2 Pax, Depart on Tue, Wed, Fri & Sat

Child

Single Supplement

3-3.5*住宿 (送冷早餐)

$638

$638

$195

4-4.5*住宿 (含早餐)

$698

$698

$255

5*住宿 (含早餐)

$898

$898

$450

大人

小童
Child

Single Supplement

$998

$968

$260

4-4.5*住宿 (含早餐)

$1088

$1058

$340

5*住宿 (含早餐)

$1388

$1338

$600

大人

小童

Adult

3-3.5* Hotel with Box Breakfast

+

E

+

D

+

B

Min. 2 Pax, Daily Departure

4* Hotel with Breakfast
5* Hotel with Breakfast

地接價格(每位)
Price (pp)

Adult

3-3.5*住宿 (送冷早餐)

3-3.5* Hotel with Box Breakfast

A

+

C

+

E

+

D

+

4* Hotel with Breakfast

B

單房差

小童

Price (pp)

A

單房差

Single Supplement

Child

大人

地接價格(每位)

兩人成團,天天出發

單房差

5* Hotel with Breakfast

單房差

單房差

两人成團 每週一︑二︑三︑四︑五︑六出發
Min. 2 Pax, Depart on Mon, Tue, Wed, Thu, Fri & Sat

阿德萊德深度六日遊

地接價格(每位)
Price (pp)

Adelaide Indepth 6 Days Tour

+

C

+

兩人成團,天天出發

Min. 2 Pax, Daily Departure

E

+

D

+

B

+

F

Child

單房差

Single Supplement

3-3.5*住宿 (送冷早餐)

$1298

$1268

$325

4-4.5*住宿 (含早餐)

$1388

$1358

$425

5*住宿 (含早餐)

$1688

$1638

$750

3-3.5* Hotel with Box Breakfast

A

Adult

4* Hotel with Breakfast
5* Hotel with Breakfast

兩人成團，每週三、週六出發

阿德萊德
粉紅湖三日遊

Adelaide Pink Lake 3 Days

Day2 袋鼠島、海豹灣、燒烤午餐、神奇岩
石林、旗艦拱門、觀海獅/海豹 (B, L)
清晨乘坐豪華旅遊巴士經菲爾半島沿澳大利亞
海岸線南下，到達傑維斯海角乘坐渡輪前往袋
鼠島。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游覽著名的海豹灣
並參加“下海灘親近小海豹之旅“，了解海豹
的習性。中午特別安排在微風灣享用BBQ午餐
。下午遊覽弗林德斯狩獵國家公園，觀賞令人
稱嘆的神奇岩石（Remarkable Rocks），戰艦
拱門(Admirals Arch)以及新西蘭海獅棲息地。
晚餐自理（可選擇批薩或炸魚排加薯條）。乘
坐渡輪和巴士返回。約晚上10：00送回酒店住
宿。
Cape Jervis> Kangaroo Island> Seal Bay Conversation Park > Vivonne Bay BBQ Lunch > 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 > Remarkable Rocks > Admiral’
s Arch
> Sea lions

Day3
備註：航班最好是早上9點左右到達，晚上7點之後離開。

芭蘿莎酒谷、回音壁、蒙勒斯山
瞭望台、德國小鎮 + 送機 (B)

早上在華語導遊的帶領下前往澳洲著名的葡萄

Day1 南澳粉紅湖、市區遊覽、維多利 酒盛產地--芭蘿莎葡萄酒谷參觀遊覽。首先我們
亞廣場，唐人街
會來到澳洲知名的本地傳統酒莊品酒及參觀，

隨後到達到蒙勒斯山瞭望台俯瞰整個芭蘿莎山
谷，滿山遍野的葡萄樹和莊園盡收眼底，然後
前往另外一個世界著名的現代化酒莊杰卡斯，
在訪客中心品酒和莊園中自由活動，身臨在大
片的葡萄園中，體驗秀麗的萄園風光.（酒區品
酒:自費）。隨後可以到擁有奇妙聲學現象的回
音壁一展您的歌喉，見證一下它的神奇。（備
註：超過34度高溫氣候，回音壁不開放）中午
時分穿梭在風景如畫的阿德萊德山中，到達世
界知名的歷史悠久的漢多夫德國村，品嚐德國
豬手餐並附送一杯德國啤酒或一杯軟飲料（
Airport Pickup > Pink Lake >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30.00/人），親身體驗當地的文化藝術。之後
South Australia Museum > Art Gallery of South 送往機場或酒店。
早上抵達阿德萊德機場接機。在華語導遊的帶領
下經過公路旁非常有諷刺意味的一組鐵皮雕塑後
到達於南澳首府阿德萊德以北的Bumbunga
Lake粉紅湖。我們可以遠觀--欣賞如同粉鑽般迷
人的在太陽折射下閃閃發光的天然粉紅湖或來個
零距離接觸--漫步在粉紅湖上並親手觸摸這個尚
在羞澀中的新娘，感嘆眼前的神奇和夢幻。午餐
（自理）後，我們進行市區遊覽包括：萊特瞭望
台，阿德萊德大學，南澳博物館，南澳藝術美術
館，議會大廈，維多利亞廣場，唐人街，南半球
最大的中央市場之後送回酒店。

單房差

大人

小童
Child

Single
Supplement

3-3.5*住宿 (送冷早餐)

$878

$838

$130

4-4.5*住宿 (含早餐)

$898

$858

$170

5*住宿 (含早餐)

$1090 $1060 $300

地接價格(每位)
Price (pp)

3-3.5* Hotel with Box Breakfast

4* Hotel with Breakfast
5* Hotel with Breakfast

Adult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2晚酒店雙人房住宿含早餐、旅遊用車和中文導
遊、來回袋鼠島的渡船、袋鼠島上BBQ午餐、海
豹灣門票和親近小海豹之旅、弗林德斯國家公園
門票。免費贈送參團當天機場接送和酒店接送。

團費不包含 Package Exclusions
自費景點門票、餐飲、導遊小費每人每天$5、
私人消費、酒店旺季（假期或特別活動日）附
加費、單 人房附加費、旅行保險。

定團條款和責任及取消的注意事項
此行程屬文字及圖片描述性質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
不構成爭議性。本公司及導遊有權視實際情況（天氣，航班
原因，原定酒店已滿及其他特殊或不可抗力因素）做出適當
的安排及調整。如因個人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未能及時
配合行程時間而產生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
This itinerary and pictures detailed are purely for reference only. Premier
Vacations and tour guide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Travellers must
follow the set itinerary at all times.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from incidents which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control. Premier Vacations reser ve the right of final explanation.

Australia > Parliament House > Rundle Mall >Victoria Barossa Velley > Jacobs Creek >Whispering Wall >
Square >China Town etc
Adelaide Hills> Hahndorf > Airport Drop-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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