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行程特色 Highlights
★ 世界十大海灣之一 – 酒杯灣

One of the world’s Top 10 Beaches – Wineglass Bay

★ 世界自然遺產 – 搖籃山

Tasmania's historic ‘inescapable prison’ – Port Arthur

★ 監獄歷史遺址 – 亞瑟港

World famous wild and beautiful heritage – Cradle Mountain

★ 塔斯馬尼亞最古老的國家公園 – 費爾德山
Tasmania's oldest national park – Mount Field

★ 塔斯馬尼亞著名景點 – 羅素瀑布
Famous attraction of Tasmania – Russell Falls

塔斯馬尼亞號稱”天然之州”,亦被譽 為

Discover the secrets of

”蘋果之島”, 更有”澳大利亞的紐西蘭”之稱。

Tasmania

Tasmania well known as the Island of Nature, shaped like an
apple on the map, also known as Australia’s New Zealand.

3-5 Days Tour

建議訂購從霍巴特機場進出的機票,航班最好是早上9點前到達, 下午4點半之後離開。
Flight Recommended: Hobart return flight, arrive before 9am, and depart after 4:30pm.

成人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塔斯馬尼亞精選三日遊
Tasmania Classic 3 Days Tour

塔斯馬尼亞精彩四日遊
Tasmania Highlight 4 Days Tour

塔斯馬尼亞深度五日遊
Tasmania Indepth 5 Days Tour

酒店
接送
交通
門票
導遊

:
:
:
:
:

小童價格

Adult

Child price

$

450起

8到12歲減A$10/人

$

550起

3到7歲減A$30/人

$

650起

0到2歲為成人半價

8-12 yrs charge at child price, AUD$10/person oﬀ

3-7 yrs charge at child price, AUD$30/person oﬀ

機場&市區酒店來回接送 Airport transfer & CBD hotel pick up
巴士交通 Coach transportation
行程上列明的門票費 Admission fee as indicated
專業中文導遊 Professional Chinese speaking tour guide

膳食 : 酒店早餐 Daily breakfast

團費不含 Exclusions
機票 : 國際、國內航班機票及其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Domestic airfare & Taxes

小費 : 當地導遊小費AUD 5/人/天

Tipping AUD5/person/day payable to the local tour guide

假期 : 假期附加費

Holiday Surcharges

升級 : 升級至4星酒店，加收AUD50/人/晚

Upgrade to 4 star hotel ,AUD$50/person/night surcharge

保險 : 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recommended)

$

55/人/晚

$55/person/night

0-2 infant charge at half of adultʼs price

團費包含 Inclusions

3星級酒店 3 star motel accommodation

單房差

Single supplement

尊尚假期帶你暢遊塔斯馬尼亞州,從標誌性的酒杯灣到雄
偉秀麗的世界級自然遺產搖籃山,再到文化名鎮的薩拉曼
卡廣場,從全新角度探索這神秘精彩的南部島嶼。

Travel along with Premier Vacations on this unforgettable
Tasmania tour to discover the majestic beauties of the iconic
Wineglass bay, the vibrant heritage Cradle Mountain; and cultural

town of Salamanca Square.

塔斯馬尼亞精選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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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馬尼亞精彩四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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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馬尼亞深度五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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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mania Classic 3 Days Tour

Tasmania Highlight 4 Days Tour

Tasmania Indepth 5 Days Tour

❶

威靈頓山(Mt Wellington)； 澳洲最古老石拱橋及天主教堂--裡奇蒙古鎮(Richmond)；
澳洲最古老啤酒廠(Cascade Brewery)等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開始一天的旅程。澳洲保留最完善的歷史小鎮-裡奇蒙古鎮
(Richmond)距離霍巴特市中心僅約27km, 澳洲最古老的石拱橋以及天主教堂就安靜地座落
在古鎮之中，在古橋下的小河畔與野生鴨鵝嬉戲其樂無窮。漫步在小鎮街道，欣賞古鎮的
手工藝品或去古玩店淘金，體會時光倒流180年的奇趣。後前往塔斯馬尼亞著名的生蠔養
殖場自費品嘗新鮮美味的生蠔，也可以自費購買塔斯馬尼亞野生鮑魚。
之後追隨習大大的腳步遊覽雄偉的南天第一峰威靈頓山(Mt Wellington) ，在海拔 1270 米
的山頂俯瞰美麗壯觀的霍巴特全景，一覽眾山小，這裡更是所有遊客來塔斯馬尼亞的必游
之地。然後到山腳下的啤酒廠(Cascade Brewery)自費品嘗風味獨特的澳洲啤酒。霍巴特
始建于1804年,是悉尼以外澳洲第二古老的城市。Salamanca Place位於市中心碼頭旁，每
逢週六露天市場內有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攤位，當地特色風味小吃和餐廳(露天市場僅週
六開放)。最後參觀霍巴特地標建築也是澳洲最古老的賭場(Wrest Point Casino)。

亞瑟港(Port Arthur)歷史遺跡 ; 棋盤道(Tessellated Pavement);
塔司曼拱門(Tasman Arch); 魔鬼廚房(Devil's Kitchen); 噴水洞(Blowhole)等

❷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途經建于 1872 年的跨海大堤前往著名的亞瑟
港歷史遺跡(Port Arthur)。它座落在位於霍巴特東南部的塔斯曼半島
上(Tasman Peninsula)，是澳洲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監獄古跡，有「澳
洲的古拉格」之稱，如今是舉世聞名的旅遊勝地。亞瑟港地理位置得
天獨厚，青山綠水，藍天白雲，與歷史遺跡交相輝映。遊客漫步其中
，仿佛百年來累積的戾氣，早已化為一片祥和。
主要景點包括：當年囚犯建造的古式教堂，牢房，隔離監獄和哨兵塔
等。這裡還有一個充滿奇特風格的監獄博物館，裡面展出許多當年的
圖片和實物，包括犯人的囚衣，鞭子和鎖鏈等。景點遊覽專案還包括
坐船(約20分鐘)環繞死亡島(Island of the Death)。回程路上，我們還
將遊覽塔斯曼半島著名自然景觀：棋盤道(Tessellated Pavement)，
塔司曼拱門 (Tasman Arch)，魔鬼廚房 (Devil's Kitchen) 和噴水洞
(Blowhole)等。

❸

菲爾德山國家森林公園(Mount Field National Park)； 塔州藝術博物館(Tasmanian Museum
and Art Gallery); 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al Gardens)等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開始一天的行程。塔斯馬尼亞最古老的自
然保護區 -- 菲爾德山國家森林公園(Mount Field National Park)位於
首府霍巴特以西約73km，享有天然氧吧的美譽。沿途經過數不盡
的啤酒花和罌粟田，欣賞風景秀麗的塔斯馬尼亞田園風光。在景區
內，漫步于溫帶雨林的高樹群之中(整個南半球只有塔州和智利擁有
這樣的溫帶雨林)，呼吸最新鮮純淨的空氣，並觀賞著名的羅素瀑布
(Russell Falls)和馬蹄瀑布(Horseshoe Falls)。午餐後遊覽澳洲第二古
老的皇家植物園(Royal Tasmanian Botanical Garden)，欣賞塔斯馬
尼亞特有的奇珍異草。最後前往塔州藝術博物館(如遇每週一閉館，
改為在碼頭或市區自行遊覽)。館內有各種動物模型，其中包括早已
滅絕的巨型動物以及塔司馬尼亞虎。同時，這裡也展示了原住民文
化以及囚犯時代遺留下來的器物。

❹

酒杯灣(Wineglass Bay)； 蜜月灣(Honeymoon Bay)；菲瑟涅 海鮮農莊等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前往菲瑟涅半島(Freycinet
Peninsula )，行車途中可以欣賞塔斯馬尼亞東部海島迷人
的自然風光：草原，牧場，森林，村莊和海灘。美國權威
旅遊雜誌《Outside》在1999年將酒杯灣(Wineglass Bay)
譽為「世界十大海灘」
之一，評論描述： 沙灘與塔斯曼海
形成輪廓分明的半月形狀，猶如‘祝君愉快’扣針紐上的笑
臉一般。
酒杯灣座落在群山之中， 美麗不外露，遊客們必須登高，
花費一番力氣之後才能領略到她的美麗(為了下午行車安全
，司機將不會隨客人登山)。沿途經過菲瑟涅海鮮農莊，蜜
月灣(Honeymoon Bay)和莓果農莊(季節性景點)等，從不
同角度欣賞塔斯馬尼亞東海岸的美景。

搖籃山國家森林公園(Crad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謝菲爾德壁畫小鎮(Sheﬃeld)等

❺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開始一天的行程。搖籃山(Cradle
Mountain) 是塔斯馬尼亞世界文化遺跡自然保護區之一，位於聖
嘉利湖國家公園內。秀麗的搖籃山安閒得倒影在平靜的多芬湖
湖面，清涼的小溪輕快地穿過翠綠的山林，蒼勁的古樹安靜地
屹立在清澈見底的湖邊，惟有偶爾傳來的幾聲清脆的鳥叫蟲鳴
，才使人夢醒不是身處圖畫中。
漫步在多芬湖畔， 體驗融入大自然的靜宜之中。 回程途中經過
謝菲爾德壁畫小鎮，座落在塔斯馬尼亞西北面的羅蘭山下，瘋
狂的演出者和專業的畫家讓全鎮幾乎沒有半壁空白，這些壁畫
已成為小鎮瑰寶。陳奕迅在拍攝《現代陳世美》時曾于這個小
鎮即興繪畫，著名演員李晨也在此繪成一幅表達中澳友好的畫
作，已經成為粉絲必到景點。

❻

卡德奈特峽谷(Cataract Gorge)；熏衣草莊園(夏季)；葡萄酒莊；
瑞士文化村(Grindelwald Swiss Village)等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開始一天的行程。
每年夏季(11 月 1 日到 2 月 28 日)將前往南半球最大的熏衣草莊園(75KM )(
熏衣草門票自費)，此地與法國南部的氣候條件十分相似，是塔斯馬尼亞唯
一的原生熏衣草精油生產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熏衣草培植農莊。可
自己傾心選購各種熏衣草產品以及風靡全世界華人的熏衣草小熊，或者只
是品嘗一下正宗的熏衣草口味冰激淩。
(冬季3月1日到10月31日)，由於季節原因，我們會前往塔馬河濕地公園，
公園風景優美寧靜,非常適合散步以及觀鳥。欣賞美麗的tamar河谷，感受
置身於世外桃源的閒散和愜意。後前往塔馬河布萊迪觀景台(Brady
Lookout)，近距離觀賞並拍照留念。
午餐後前往遊覽座落朗塞斯頓城市之中的卡德奈特峽谷(Cataract Gorge)，
可以選擇自費乘坐全球最長的單軌索道，居高臨下地欣賞自然峽谷的地貌和
綠樹林蔭的湖光山色。稍後前往風景秀麗的瑞士文化村遊覽觀光。喜歡品酒
的遊客可以參觀塔瑪河畔附近的酒莊，並買些紅酒作為禮物帶給朋友。

霍巴特海鮮船
在船長的帶領下，親自捕捉海鮮并即時烹飪，
感受大自然最純正的鮮美味道

成人/兒童:

$ 685 /人

（報名前須查詢）

早餐後，由司機接客人前往霍巴特碼頭乘坐海鮮船，開始一天的行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十二道
鋒味》呢？還記得謝霆鋒和張家輝一起乘搭的海鮮船嗎？他們參加的便是屢屢獲獎的海鮮遊船之旅（
Tasmania Seafood Seduction）。乘客們將跟著船長出海，然後打撈海鮮。
乘客們也能享受捕魚的樂趣。隨後，船長會在船上為大家烹飪，讓你吃到最新鮮、最原本的味道。海鮮
船還會帶你遊覽魅力的霍巴特外海風光。整整八個小時的遊船，將帶給你味覺與視覺的雙重盛宴。
費用包含 : 參團當天霍巴特市區酒店接送或機場接送 (需提前確認航班時間要求) ，全程交通和專業
華人導遊，國家森林公園門票。
費用不含 : 餐費，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5) ，旺季或假期附加費，酒店或機票費用，行程中所列自費專
案，旅行保險等。

布魯尼島陸地遊/出海遊
陸地游(不包含3小時遊艇): 成人: $140/人·兒童: $125/人 出海游(包含3小時遊艇): 成人: $225/人·兒童: $195/人

布魯尼島生蠔農場(Get Shucked Oyster farm);燈塔;南北- 線(The Neck)等

（四人成團）

接機早餐後帶您前往常住居民只有600人的布魯尼島（Bruny Island）。我們首先于凱特琳搭乘渡輪
（30分鐘）上島。第一站我們將去往布魯尼島上獨特的雙海岸The neck，一條狹長的小徑如同細線一
般將布魯尼島的南部和北部連結起來，兩側都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您在觀景臺上可以感受這一奇特
的地形景觀。
參加出海巡遊的客人我們會送往出海碼頭，11AM-2PM參加最為最著名的Pennicott布如尼快艇
高速出海（自費$135成人），驚險刺激的海上航游所帶給你的極速穿越洞穴、峭壁從和海崖的超級體
驗讓人終身難忘，同時還海上許多野生動物海豹,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海豚和鯨魚的自然演出。難怪
入選了世界前100名的旅遊路線呢！其餘客人繼續前往最南端的布魯尼角
（Cape Bruny），遊覽澳洲
最古老的燈塔並欣賞壯麗俊秀的海灣美景。午餐後導遊帶客人前往「冒險灣」
（Adventure Bay）觀光
並可能看到珍稀的白袋鼠，在澳洲只有在南布魯尼島才能看到這種可愛的動物。回程前往碼頭的途中
，我們將去到生蠔工廠，您可以自費購買各種做法新鮮的生蠔來食用，之後如果有時間我們將去往煙
熏三文魚工廠。行程結束後將會搭乘渡輪離開布魯尼島，我們將您送至酒店或霍巴特機場(6點以後
離開航班)。
費用包含 : 參團當天霍巴特市區酒店接送或機場接送 (需提前確認航班時間要求) ，全程交通和專業
華人導遊，國家森林公園門票。
費用不含 : 餐費，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5) ，旺季或假期附加費，酒店或機票費用，行程中所列自費專
案，旅行保險等。

温馨提示(Notice)

1.請注意協調您的航班和旅行團行程的時間，我們建議您在收到您的行程確認單後再預訂您的機票。
2.我們強烈建議您購買個人境外旅遊保險。
3.若您的行程提供接機服務，飛機若出現延誤，請及時撥打本確認單上的緊急聯繫電話，以便儘量幫您協 調接機服務；若您的行程有多個上車地點可
選擇，在行程正式開始前，您可能會乘坐接駁車從上車點去往集合中心，與其它旅客匯合。為了所有旅客的權益，請準時到達上車地點，過期不侯。
4.出發前請詳細檢查您的行李及確定旅行證件齊全。
5.為了公平原則，旅途中巴士座位每日輪換，請與導遊合作避免無謂的紛爭。
6.請于班機起飛前2小時抵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以免擁擠或延遲而導致誤機。
7.住宿酒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鈴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8.您所入住的酒店提倡環保，無免費一次性洗漱用品提供，請您自備。
9.請妥善保管個人的旅行證件、護照、機票、信用卡及現金，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切勿留置在酒店、車內或委託他人看管。
10.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1.夜間或自由啟用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導遊或團友，並特別注意安全。
12.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3.遵守導遊所宣講的在各觀光區、酒店、遊樂設施等場所的注意事項。
14.請自備相關藥物，以免出現水土不服，常用藥物如：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
私人習慣性藥物等。
15.新年、國慶日、勞動節或其他長週末假期, 團費會有適當的調整, 若遇此類情況，
客服人員會與您聯繫並確認行程最終價格。
16.如遇特別情形，由於設備或交通工具損壞、罷工、疾病、偷竊、走失、意外事故、天氣或參團人數不够等原因造成的行程改變、延遲或取消，地接公
司保留解釋權。
v.2018.9

塔斯馬尼亞
精選路線
Tasmania Highlighted Tours

領略全球最美海岸線 塔斯東海岸
2天1夜
“雙灣”
◆

酒杯灣 Wineglass Bay：全球十大美麗海灘的酒杯灣

◆ 火焰灣 Fire of Bay：塔斯最美海灘

酒店

成人/兒童

單房差

329/299 ＄60
4★ ＄399/379 ＄110
3★

＄

4人成團

獨家
行程

霍巴特出發，可選回霍巴特或者朗塞斯頓
◆ 托維爾燈塔 Tourville lighthouse
◆ 菲瑟涅海鮮農莊 Freycinet Marine Farm
◆ 東海岸酒莊 Devils Corner Vineyard
◆ 羅斯小鎮 Ross Town

第一天
出發前往壯美的東海岸，沿途經過斯旺西(Swansea)，在Kate
Bradley主理的凱絲莓果園(Kate's Berry Farm)稍作停留，享用美味
莓果製成的薄煎餅、華夫餅作為上/下午茶。春秋兩季是這裡品嚐
新鮮莓果的最佳時節；全年供應的莓果冰淇淋、果醬和果酒也頗
為值得一試。
隨後抵達塔斯馬尼亞菲瑟涅國家公園(Freycinet National Park)，
酒杯灣(Wineglass Bay)是塔斯馬尼亞島上最受遊客和當地人歡迎
的度假勝地之一。她俯瞰水晶般剔透的大蠔灣(Great Oyster Bay)
，是游泳、潛水、橡皮艇、划船和釣魚愛好者的天堂。1999年美
國旅遊雜誌《Outside》投選酒杯灣為世界十大海灘之一，登高遠
眺之後，來到托維爾角燈塔(Cape Tourville Lighthouse)和蜜月灣
(Honeymoon Bay)，給您全景酒杯灣體驗。
下午來到東海岸最著名的生蠔場，全球最佳小型精品酒店Saffire獨
家品蠔行程御用工廠。客人們可以在遊覽美景的間隙，來到工廠
餐廳，挑選自己喜歡的海鮮，在此大快朵頤。順便提議一下，塔
斯馬尼亞是全球最棒的鮑魚，龍蝦，海膽，三文魚，生蠔等精美
海鮮的原產地。傍晚入住比舍諾酒店。
*其他推薦特色景點 (自費行程)：
比舍諾神仙企鵝歸巢 Bicheno Penguin tour
塔斯馬尼亞島上，悠久的歷史氣息和純粹的自然生態得到了完美的
平衡。同菲利普島一樣，在這裡同樣可以尋找到企鵝的踪跡，距離
酒杯灣以北僅36公里的小鎮比舍諾有著全島著名的企鵝歸巢之旅。
每當夜幕降臨，會有幾十到一百多隻小企鵝離開大海，搖晃著身軀
穿過沙灘回到自己的巢穴。這裡的企鵝與菲利普島的品種相同，但
是這裡沒有圍欄，沒有人山人海，真正的0距離接觸，經驗豐富，
知識淵博的導遊會帶領遊客直接前往沙灘去尋找歸巢的企鵝！

◆ 蜜月灣 Honeymoon Bay
◆ 果醬農莊 Kate Berry Farm
◆ 友誼海灘 Friendly Beach

第二天
早上出發，大約路程1小時，來到火焰灣(Bay of Fire)。從聖海倫
斯(St Helens)到埃迪斯岬(Eddystone Point)，中間這段海岸線被
稱為火焰灣(Bay Of Fires)，位於塔斯馬尼亞州東海岸的火焰灣曾
被Lonely planet選為2009年“10個必看地區之一”。火焰灣這
裡有最吸引遊客的美麗海灘，全長29公里的白色沙灘，加上一望
無際的湛藍色海水，沙灘上佈滿了很多橙紅色的大石頭，遠看像
火焰一樣，因而有火焰灣之名。
回程途中，經過塔斯東海岸葡萄酒產區。塔斯馬尼亞優質的氣候條
件和地理環境，使得這裡的葡萄品質冠絕於澳洲。最令人令人矚目
的當屬黑皮諾(Pinot Noir)和霞多麗(Chardonnay)，喜歡品酒的客
人，千萬不要錯過。
隨後來到羅斯(Ross town)。建於1812年的一座歷史小鎮，位於塔
斯馬尼亞的中部。羅斯橋(Ross Bridge)由約翰李雅哲(John Lee
Archer)設計，是澳大利亞第三古老的橋樑，也可能是世界上同類僅
存的橋樑中最美麗的。小鎮上的房屋都是清一色的米色系牆壁，綠
色的尖屋頂，基本每戶人家都種著花，一派整潔的田園風光。走到
鎮中心的十字路口就是有名的四角街，四角街就是這個十字路口的
四個角落分別座落著四個不同的建築物：酒吧，教堂，法院和監獄
，分別代表的是誘惑，救贖，重生和詛咒。站在四角街，感覺就像
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羅斯小鎮更宮崎駿是“魔女宅急便”的最初構想地。百年石橋，英
式庭院與格魯吉亞風格小屋。尤其是動漫中琪琪打工的麵包房，與
當地的ROSS village bakery堪稱形神皆似。如今，仍有不少動漫迷
特地過來探尋動漫中的場景，而麵包房也提供有住宿，方便遊人。
下午回到霍巴特/朗塞斯頓，送機結束行程。
如不足4人無法成團： 則自動改為 酒杯灣+布魯尼島陸地游。

塔斯南部精華自選4日3晚

酒店

成人/兒童

單房差

599/549 ＄165
4★ ＄719/669 ＄255
3★

＄

團友可根據自身喜好，自由規劃塔斯南部精華行程， 搭配12座奔馳商務出行， 頂級享受
第一天 首府霍巴特及周邊 Hobart City
◆ 威靈頓山 Mt Wellington
◆ 澳洲最古老石拱橋及天主教堂-裏奇蒙古鎮 Richmond
◆ 澳洲最古老啤酒廠 Cascade Brewery 等
早上導遊接機並接到所有客人後開始一天的旅程。首先前往澳洲
保留最完善的歷史小鎮-裏奇蒙古鎮(Richmond)，距離霍巴特市中
心僅約27km，澳洲最長老的石拱橋以及天主教堂就座落在古鎮之
中，古橋下的小河畔與野生鴨鵝嬉戲其樂無窮。漫步在小鎮街道
，欣賞古鎮的手工藝品或去古玩店淘金，體會時光倒流180年的奇
趣。後前往塔斯馬尼亞著名的生蠔養殖場自費品嚐新鮮美味的生
蠔，也可以自費購買塔斯馬尼亞野生鮑魚。之後遊覽雄偉的南天
第一峰威靈頓山(Mt Wellington)，在海拔1270米的山頂俯瞰美麗
壯觀的霍巴特全景，一覽眾山小。這裡更是所有遊客來塔斯馬尼
亞的必遊之地。然後到山腳下的啤酒廠(Cascade Brewery)自費品
嚐風味獨特的澳洲啤酒。霍巴特始建於1804年，是悉尼以外澳洲
第二古老的城市。Salamanca Place位於市中心碼頭旁，每逢週六
露天市場內有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攤位，當地特色風味小吃和餐
廳(露天市場僅週六開放)。最後參觀霍巴特地標建築也是澳洲最古
老的賭場(Wrest Point Casino)。行程大約在5點結束後入住酒店。

第二﹣四天 酒杯灣/ 亞瑟港 / 布魯尼島 /菲爾德山 4選3
A 阿瑟港 Port Arthur
◆ 阿瑟港 Port Arthur
◆ 棋盤道 Tessellated Pavement
◆ 塔司曼拱門 Tasman Arch ◆ 魔鬼廚房 Devil's Kitchen
◆ 噴水洞 Blowhole 等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出發參觀建於1872年的跨海大堤前往著
名的阿瑟港歷史遺跡(Port Arthur)。它座落在位於霍巴特東南部
的塔斯曼半島上(Tasman Peninsula)，是澳洲 目前保存最完好的
監獄古蹟，有“澳洲的古拉格”之稱，如現在是舉世聞名的旅遊
勝地。回程路上，我們還將游覽塔斯曼半島著名的自然景觀：棋
盤道(Tessellated Pavement)，塔司曼拱門(Tasman Arch)，魔
鬼廚房(Devil's Kitchen)和噴水洞(Blowhole)等。行程結束約5點
半左右送回酒店。

B 酒杯灣 Wineglass

◆ 酒杯灣 Wineglass
◆ 菲瑟涅 海鮮農莊等

◆ 蜜月灣 Honeymoon Bay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前往菲瑟涅半島(Freycinet Peninsula)，
行車途中可以欣賞塔斯馬尼亞東部海島迷人的自然風光：草原，
牧場，森林，村莊和海灘。美國權威旅遊雜誌“Outside“在1999
年將酒杯灣(Wineglass Bay)譽為”世界十大海灘“之一，評論描
述：沙灘與塔斯曼海形成輪廓分明的半月形狀，猶如'祝君愉快'扣
針紐上的笑臉一般。 酒杯灣座落在群山之中，美麗不外露，遊客
們必須登高，花費一番力氣之後才能領略到她的美麗(為了下午行
車安全，司機將不會隨客人登山)。沿途經過菲瑟涅 海鮮農莊，蜜
月灣和和莓果農莊等等，從不同角度欣賞塔斯馬尼亞東海岸的美
景。行程大約在6點結束後送往朗塞斯頓酒店。

C 布魯尼島陸地遊/出海遊（出海快艇升級費用$135）
Bruny Island

◆ 澳洲第一生態小島，布魯尼島生蠔農場

Get Shucked Oyster farm

◆ 燈塔 Lighthouse

◆ 南北一線 The Neck 等

早餐後帶您前往常住居民只有600人的布魯尼島(Bruny Island)。我
們首先於凱特琳搭乘渡輪(30分鐘)上島。第一站我們將去往布魯尼
島上獨特的雙海岸The neck，一條狹長的小徑如同細線一般將布魯
尼島的南部和北部鏈接起來，兩側都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您在觀景
台上可以感受這一奇特的地形景觀。
【參加出海巡遊的客人】我們會送往出海碼頭，上午11點至下午2
點參加最受歡迎的Penni cott佈如尼快艇高速出海(自費$135成人)
，驚險刺激的海上航遊所帶給你的極速穿越洞穴，峭壁從和海崖的
超級體驗讓人終身難忘，同時還海上許多野生動物海豹，幸運的話
還可以看到海豚和鯨魚的自然演出。難怪入選了世界前100名的旅
遊路線呢！
【參加陸地遊的客人】繼續前往最南端的布魯尼角(Cape Bruny)，
遊覽澳洲最古老的燈塔並欣賞壯麗俊秀的海灣美景。午餐後導遊帶
客人前往“冒險灣”(Adventure Bay)觀光並可能看到珍稀的白袋
鼠，在澳洲只有在南布魯尼島才能看到這種可愛的動物。
回程前往碼頭的途中，我們將去到生蠔工廠，您可以自費購買各種
做法新鮮的生蠔來食用，之後如果有時間將去往煙熏三文魚工廠。
行程結束後將會搭乘渡輪離開布魯尼島

D 菲爾德山一日遊 Mount Field

◆ 塔菲爾德山國家森林公園 Mount Field National Park
◆ 塔州藝術博物館 Tasmanian Museum and Art Gallery
◆ 塔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al Gardens 等
◆ 【自選升級】：新舊藝術博物館 MONA ($50大小同價)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開始遊覽塔斯馬尼亞最古老的自然保護區菲爾德山國家森林公園(Mount Field National Park)位於首府霍巴特以
西約73km，享有天然氧吧的美譽。沿途經過數不盡的啤酒花和罌粟
田，欣賞風景秀麗的塔斯馬尼亞田園風光。在景區內，漫步於溫帶
雨林的高樹群之中(整個南半球只有塔州和智利擁有這樣的溫帶雨林)
，呼吸最新鮮純淨的空氣，並觀賞著名的羅素瀑布(Russell Falls)和馬
蹄瀑布(Horseshoe Falls)。欣賞塔斯馬尼亞特有的奇珍異草。最後前
往塔州藝術博物館(如遇每週一閉館，改為在碼頭或市區自行遊覽)。
館內有各種動物模型，其中包括早已滅絕的巨型動物以及塔司馬尼
亞虎。同時，這裡也展示了原住民文化以及囚犯時代遺留下來的器
物。行程大在5點結束後送往酒店或直接送往霍巴特機場。
【塔斯獨家】如果團友選擇不參加植物園和博物館行程，可以導遊
送至霍巴特碼頭，自費搭乘MONA遊艇，海上觀光，以及參觀全球
最著名的私人美術博物館MONA

MONA藝術博物館和茉麗拉釀酒莊 Mona & Moorilla Estate
澳大利亞最大的私人藝術品博物館MONA。 它的主人David Walsh
是位頗具傳奇色彩的數學天才。這座建於山體中的三層博物館，以
黑色為主色調，性和死亡為靈魂，把她比作顛覆傳統的成人迪士尼
樂園一點也不過 分。儘管世人對它愛恨參半，但藝術從來是見仁見
智，不求人見人愛，只為過目不忘.MONA為塔斯馬尼亞這個保守古
樸的島州，抹上了濃重的一筆。她是全澳乃至全球藝術愛好者或者
獵奇人士來霍巴特必須朝聖之地。

塔斯海岸線生態游5日4晚

酒店

成人/兒童

單房差

759/709 ＄230
4★ ＄939/889 ＄370
3★

＄

4人成團

霍巴特出發，可選回霍巴特或者朗塞斯頓
第一天 首府霍巴特及周邊 Hobart City
◆ 威靈頓山 Mt Wellington
◆ 澳洲最古老石拱橋及天主教堂-裏奇蒙古鎮 Richmond
◆ 澳洲最古老啤酒廠 Cascade Brewery 等
早上導遊接機並接到所有客人後開始一天的旅程。首先前往澳洲
保留最完善的歷史小鎮-裏奇蒙古鎮(Richmond)，距離霍巴特市中
心僅約27km，澳洲最長老的石拱橋以及天主教堂就座落在古鎮之
中，古橋下的小河畔與野生鴨鵝嬉戲其樂無窮。漫步在小鎮街道
，欣賞古鎮的手工藝品或去古玩店淘金，體會時光倒流180年的奇
趣。後前往塔斯馬尼亞著名的生蠔養殖場自費品嚐新鮮美味的生
蠔，也可以自費購買塔斯馬尼亞野生鮑魚。之後遊覽雄偉的南天
第一峰威靈頓山(Mt Wellington)，在海拔1270米的山頂俯瞰美麗
壯觀的霍巴特全景，一覽眾山小。這裡更是所有遊客來塔斯馬尼
亞的必遊之地。然後到山腳下的啤酒廠(Cascade Brewery)自費品
嚐風味獨特的澳洲啤酒。霍巴特始建於1804年，是悉尼以外澳洲
第二古老的城市。Salamanca Place位於市中心碼頭旁，每逢週六
露天市場內有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攤位，當地特色風味小吃和餐
廳(露天市場僅週六開放)。最後參觀霍巴特地標建築也是澳洲最古
老的賭場(Wrest Point Casino)。行程大約在5點結束後入住酒店。

第二天 亞瑟港一日遊 Port Arthur
◆ 阿瑟港 Port Arthur
◆ 棋盤道 Tessellated Pavement
◆ 塔司曼拱門 Tasman Arch ◆ 魔鬼廚房 Devil's Kitchen
◆ 噴水洞 Blowhole 等
早上導遊接到所有客人後出發參觀建於1872年的跨海大堤前往著
名的阿瑟港歷史遺跡(Port Arthur)。它座落在位於霍巴特東南部
的塔斯曼半島上(Tasman Peninsula)，是澳洲 目前保存最完好的
監獄古蹟，有“澳洲的古拉格”之稱，如現在是舉世聞名的旅遊
勝地。回程路上，我們還將游覽塔斯曼半島著名的自然景觀：棋
盤道(Tessellated Pavement)，塔司曼拱門(Tasman Arch)，魔
鬼廚房(Devil's Kitchen)和噴水洞(Blowhole)等。行程結束約5點
半左右送回酒店。

第三天 布魯尼島陸地遊/出海遊（出海快艇升級費用$135）
Bruny Island
◆ 澳洲第一生態小島，布魯尼島生蠔農場
Get Shucked Oyster farm

◆ 燈塔 Lighthouse

◆ 南北一線 The Neck 等

早餐後帶您前往常住居民只有600人的布魯尼島(Bruny Island)。我
們首先於凱特琳搭乘渡輪(30分鐘)上島。第一站我們將去往布魯尼
島上獨特的雙海岸The neck，一條狹長的小徑如同細線一般將布
魯尼島的南部和北部鏈接起來，兩側都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您在
觀景台上可以感受這一奇特的地形景觀。
【參加出海巡遊的客人】我們會送往出海碼頭，上午11點至下午2點
參加Penni cott佈如尼快艇高速出海(自費$135成人)，驚險刺激的海
上航遊所帶給你的極速穿越洞穴，峭壁從和海崖的超級體驗讓人終
身難忘，同時還海上許多野生動物海豹，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海豚
和鯨魚的自然演出。難怪入選了世界前100名的旅遊路線呢！
【參加陸地遊的客人】繼續前往最南端的布魯尼角(Cape Bruny)，
遊覽澳洲最古老的燈塔並欣賞壯麗俊秀的海灣美景。午餐後導遊
帶客人前往“冒險灣”(Adventure Bay)觀光並可能看到珍稀的白
袋鼠，在澳洲只有在南布魯尼島才能看到這種可愛的動物。

回程前往碼頭的途中，我們將去到生蠔工廠，您可以自費購買各種
做法新鮮的生蠔來食用，之後如果有時間將去往煙熏三文魚工廠。
行程結束後將會搭乘渡輪離開布魯尼島

第四天 酒杯灣 Wineglass
◆ 酒杯灣 Wineglass Bay：全球十大美麗海灘的酒杯灣
◆ 托維爾燈塔 Tourville lighthouse
◆ 蜜月灣 Honeymoon Bay
◆ 菲瑟涅海鮮農莊 Freycinet Marine Farm
◆ 果醬農莊 Kate Berry Farm
出發前往壯美的東海岸，沿途經過斯旺西(Swansea)，在Kate
Bradley主理的凱絲莓果園(Kate's Berry Farm)稍作停留，享用美味
莓果製成的薄煎餅、華夫餅作為上/下午茶。春秋兩季是這裡品嚐
新鮮莓果的最佳時節；全年供應的莓果冰淇淋、果醬和果酒也頗為
值得一試。
隨後抵達塔斯馬尼亞菲瑟涅國家公園(Freycinet National Park)， 酒
杯灣(Wineglass Bay)是塔斯馬尼亞島上最受遊客和當地人歡迎的
度假勝地之一。她俯瞰水晶般剔透的大蠔灣(Great Oyster Bay) ，
是游泳、潛水、橡皮艇、划船和釣魚愛好者的天堂。1999年美國
旅遊雜誌《Outside》投選酒杯灣為世界十大海灘之一，登高遠
眺之後，來到托維爾角燈塔(Cape Tourville Lighthouse)和蜜月
灣(Honeymoon Bay)，給您全景酒杯灣體驗。
下午來到東海岸最著名的生蠔場，全球最佳小型精品酒店Saffire獨
家品蠔行程御用工廠。客人們可以在遊覽美景的間隙，來到工廠餐
廳，挑選自己喜歡的海鮮，在此大快朵頤。順便提議一下，塔斯馬
尼亞是全球最棒的鮑魚，龍蝦，海膽，三文魚，生蠔等精美海鮮的
原產地。傍晚入住比舍諾酒店。
*其他推薦特色景點 (自費行程) (＄35/＄15)：
比舍諾神仙企鵝歸巢 Bicheno Penguin tour
塔斯馬尼亞島上，悠久的歷史氣息和純粹的自然生態得到了完美的平
衡。同菲利普島一樣，在這裡同樣可以尋找到企鵝的踪跡，距離酒杯
灣以北僅36公里的小鎮比舍諾有著全島著名的企鵝歸巢之旅。
每當夜幕降臨，會有幾十到一百多隻小企鵝離開大海，搖晃著身軀
穿過沙灘回到自己的巢穴。這裡的企鵝與菲利普島的品種相同，但
是這裡沒有圍欄，沒有人山人海，真正的0距離接觸，經驗豐富，
知識淵博的導遊會帶領遊客直接前往沙灘去尋找歸巢的企鵝！

第五天 火焰灣 Fire of Bay
◆ 火焰灣 Fire of Bay：浪漫紅色海灣
◆ 東海岸酒莊 Devils Corner Vineyard
◆ 友誼海灘 Friendly Beach
◆ 羅斯小鎮 Ross Town

早上出發，大約路程1小時，來到火焰灣(Bay of Fire)。從聖海倫
斯(St Helens)到埃迪斯岬(Eddystone Point)，中間這段海岸線被
稱為火焰灣(Bay Of Fires)，位於塔斯馬尼亞州東海岸的火焰灣曾
被Lonely planet選為2009年“10個必看地區之一”。火焰灣這
裡有最吸引遊客的美麗海灘，全長29公里的白色沙灘，加上一望
無際的湛藍色海水，沙灘上佈滿了很多橙紅色的大石頭，遠看像
火焰一樣，因而有火焰灣之名。
回程途中，經過塔斯東海岸葡萄酒產區。塔斯馬尼亞優質的氣候
條件和地理環境，使得這裡的葡萄品質冠絕於澳洲。最令人令人
矚目的當屬黑皮諾(Pinot Noir)和霞多麗(Chardonnay)，喜歡品酒
的客人，千萬不要錯過。
隨後來到羅斯(Ross town)。建於1812年的一座歷史小鎮，位於塔
斯馬尼亞的中部。羅斯橋(Ross Bridge)由約翰李雅哲(John Lee
Archer)設計，是澳大利亞第三古老的橋樑，也可能是世界上同類
僅存的橋樑中最美麗的。小鎮上的房屋都是清一色的米色系牆壁
，綠色的尖屋頂，基本每戶人家都種著花，一派整潔的田園風光
。走到鎮中心的十字路口就是有名的四角街，四角街就是這個十
字路口的四個角落分別座落著四個不同的建築物：酒吧，教堂，
法院和監獄，分別代表的是誘惑，救贖，重生和詛咒。站在四角
街，感覺就像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羅斯小鎮更宮崎駿是“魔女宅急便”的最初構想地。百年石橋，英
式庭院與格魯吉亞風格小屋。尤其是動漫中琪琪打工的麵包房，與
當地的ROSS village bakery堪稱形神皆似。如今，仍有不少動漫迷
特地過來探尋動漫中的場景，而麵包房也提供有住宿，方便遊人。
下午回到霍巴特/朗塞斯頓，送機結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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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1. 行程當日機場接送;
2. 行程當日的市區酒店接送，市區外酒店接送需諮詢;
3. 專業中文司機導遊;
4. 行程包含的景點門票：菲欣涅國家公園，搖籃山國家公園

費用不包含/ Package Exclusions
1.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5澳幣）
2. 行程中沒有提及或指明為自理的景點門票及活動;
3. 單獨的接送機費用 為$85/次

行程說明/ Notes
1. 根據各大機場的航班安排，請訂票時盡量安排10點前到達的航
班。如果航班時間在7點或8點左右到達，一般我們會安排
導遊接客人去用餐，等待和其他客人匯合後開始當天的行程。
2. 如果客人由於自身原因耽誤航班，我方將不安排接機，如果需
要接機，請客人和當天導遊聯繫後將接機費用直接交給當地
導遊。所錯過的景點旅行社不負責補回。
3. 所有參加旅行團的客人在當天行程結束後導遊直接送客人去
機場。如果客人是晚上的航班，導遊將不再單獨送機。如需
單獨送機，請直接把單獨送機費用交與導遊。
4. 參加一日遊的客人請選擇最晚10點到達霍巴特的航班。如果
客人無法選擇這一時段的航班，我社將根據實際情況對第1
天的行程作更改，請各旅行社和遊客理解。
5. 我方會根據每天的具體行程安排時間，對3/4/5/6日遊的行
程順序進行調整，但不會減少景點或者取消行程，具體情
況以導遊解釋安排為準。
6. 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如天氣，森林火災等引起的行程延誤，
改變或取消;地接旅行社將不付責任，須由遊客自行承擔。

您的特約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