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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河谷(Yarra Valley) 

3晚入住墨爾本酒店 -  

Sofi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www.sofitel.com/1902 

1晚入住阿拉河谷(Yarra Valley)酒店 -  

Chateau Yering Historic House 
https://chateauyering.com.au 

全酒店32 間客房有著獨特設計 

每間客房也欣賞到無與倫比的鄉村美景 

酒店裡Eleonore′s 餐廳獲獎無數，善用本地出產美酒配搭出特色美食 

國際品牌5星級酒店 

位於墨爾本市中心地帶 

HK$7,730+ 
 (每位/成人佔半房) 

來回維珍澳洲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VA 

3晚入住墨爾本市中心酒店  
   3 nights Melbourne city hotel accommodation 

1晚阿拉河谷酒店住宿連早餐 
    1 night Yarra Valley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1天穿梭大洋路壯麗美景導覽團 
     1 day Great Ocean Road Sunset Tour 

遠離墨爾本都市的煩囂，距離60分鐘的車程，來到如世外桃源般的世界，
於阿拉河谷(Yarra Valley)盡情享受美食、美酒和大自然帶來的極致快樂。 

普芬比利蒸汽火車 (Puffing Billy Steam Railway)  
澳洲最古老的蒸汽火車，隨它前往蔥密的森林和布滿蕨樹的峽谷  

在晨曦中乘坐熱氣球俯瞰阿拉河谷(Yarra Valley)令人屏息的美景，再品
嚐一杯品質細膩的葡萄美酒 

延長旅程  更多精彩  菲利普島自選項目 

Phillip Island Apartments 
www.phillipislandapartments.net.au/home (佔半房/每晚) 

超萌奇觀 黃昏觀企活動 
菲利普島企鵝島自然生態保護區 (Penguin Parade) 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企鵝保護基地。每當日落
黃昏後，一隻隻嬌小企鵝從海中登陸沿岸回巢，形成可愛景象。  

AU$52 

<了解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聯絡> 

自選住宿 :  

自選行程 :  (每人) 

AU$254 起 

Ref No. : 39044 

 都市中的世外桃源 ‧ 墨爾本 Melbourne 訂購日期 : 至2018年6月30日 

5日3夜  [出發日期 : 至2018年9月30日] ︳5 Days 3 Nights [Travel Period : Till 30Sep2018]  

Darling Harbour 

Classic King Room  
(City View) 

Garden Suite 



建議行程 

Day 

1-2 

香港 墨爾本 

慢遊墨爾本市中心  

- 免費搭乘墨爾本市內觀光電車(City Circle Tram)，遊覽皇家植物公園(Royal Botanic Garden)、菲茨羅伊花園(Fitzroy Garden)，感受花園之城 

- 參觀佛林德斯火車站(Flinders St. Station)、聯邦廣場(Federation Square)，體驗墨爾本藝術氣息 

- 漫步塗鴉小巷 Hosier Ln 與 Block Arcade and Royal Arcade 購物街 

- 到墨爾本最富歷史氣息的露天市場維多利亞皇后市場(Queen Victoria Market)採購新鮮的美食，了解當生活  

- 到瑞卡 88 觀景台(Eureka Skydeck 88)帶給您世界上唯一懸吊於空中的體驗，讓您以嶄新觀點欣賞墨爾本景色 

住宿 : 入住墨爾本市中心酒店 

Day 3 

墨爾本 阿拉河谷(Yarra Valley) [    60min] 

由墨爾本轉抵阿拉河谷遊覽  

- 乘搭懷舊古老的普芬比利蒸汽火車(Puffing Billy Railway)遊覽丹頓農山脈 : 普芬比利蒸汽火車是澳洲歷史悠久的蒸汽火車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蒸汽火車之一。在

貝爾格雷夫(Belgrave)和簡布鲁(Gembrook)之間的原始山區鐵道上，穿梭於美麗的森林和長滿蕨類溪谷的丹頓農山脈 

- 參觀希爾斯維爾野生動物保護區(Healesville Sanctuary) : 位於阿拉河谷(Yarra Valley)中心位置，是世界聞名觀賞野生動物自然棲息的最佳地方，遊客在此可與澳洲

獨有可愛的野生動物作親密接觸 

- 了解傳統香檳發酵法 : 道門香檳酒莊(Domaine Chandon)是全球著名香檳酒酿造公司 Moët & Chandon 的分公司，用傳統工藝釀造氣泡葡萄酒， 還提供免費導旅

遊服務，介紹香檳發酵法，絕不能錯過 

- 品嚐阿拉河谷(Yarra Vallry)著名酒莊美酒 : 羅富酒莊(Rochford Wines)是阿拉河谷(Yarra Vallry)旅遊勝地之一，酒窖內各式獲獎的葡萄酒兵你品嚐 

住宿 : 入住阿拉河谷(Yarra Valley)酒店 

Day 4  

阿拉河谷(Yarra Valley) 摩寧頓半島(Mornington Peninsula) [    60min] 菲利普島(Phillip Island) [     1h30min] 墨爾本 

由阿拉河谷轉抵摩寧頓半島、菲利普島的地遊覽  

- 享受摩寧頓半島(Mornington Peninsula)天然溫泉 : 澳洲唯一一個天然溫泉和日間水療設施，讓您沐浴在大自然中的戶外溫泉，每個浴池的溫度攝氏 12-43 度不

等，具有滋潤皮膚，鬆弛肌肉及加快血液循環的療效，同時還可讓您身心舒暢 

- 迷失古典歐洲風格迷宮花園 : 在墨爾本以南的摩寧頓半島(Mornington Peninsula)上，有著南半球最大的迷宮- 雅思迷宮及薰衣草花園(Ashcombe Maze & 

Lavender Gardens)。園內有 20 個不同主題的迷宮花園，每個迷宮內栽種的樹都比人還高，小心別迷失在複雜迷離的迷宮內 

- 於菲利普島(Phillip Island)登船觀賞海豹 : 登上海豹巡遊 Wildlife Coast Cruises 近距離觀賞海豹，看海豹在水中暢泳、岸上嬉戲和懶洋洋地趴在岸上享受日光浴 

- 觀看菲利普島(Phillip Island)著名企鵝歸巢 : 澳洲最著名野生景觀之一，每到黃昏於菲利普島自然公園內的企鵝保護區內有成百上隻企鵝從海中登陸，沿岸回巢穴過

夜，形成可愛自然景象 

住宿 : 入住墨爾本市中心酒店 

Day 5 

墨爾本 大洋路 

展開穿梭大洋路旅程一日導覽團 : 早上由墨爾本酒店出發，乘車前往大洋路，欣賞澳洲舉世聞名的壯觀海岸線，沿途可觀看到知名的十二門徒石及日落醉人景色 

住宿 : 入住墨爾本市中心酒店 

Day 6  墨爾本 香港 

 

大洋路 – 12門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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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欣賞墨爾本魅力，先帶你乘船暢遊亞拉河，於船上欣賞岸

上兩旁風光，途經墨爾本多個景點如板球場、皇家植物公園

等，再轉到聖科達沙灘並於咖啡店享受片刻時光，之後到墨

爾本象徵的布萊頓海灘(Brighton Beach)彩紅小屋，最後在

電車餐廳內享一邊用美食一邊遊覽 

著墨爾本的大小城市與街道 

<更多自選行程  任你選擇> 

隨日出而升，乘坐熱氣球從高空中迎接墨爾本第一縷晨曦曙

光，在市區上空翺翔，絕對是觀賞這個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最

佳方式，巨型的熱氣球在空中緩慢飄行，清新的微風拂面，

閃耀的摩天大樓觸手可及，為你 

帶來不同凡響的旅程體驗 
AU$480 (每人) 

墨爾本市熱氣球飛行體驗 

墨爾本市魅力遊 

AU$212 (每人) 

乘坐歷史最悠久普芬比利蒸汽火車穿越丹寧儂山脈，火車駛

進茂密的熱帶雨林，在雪博魯克享受傳統英式早茶，餵食當

地鳥類，在熱帶雨林中隨意遊覽，看岩壁之間流淌下的瀑布

以及水汽瀰漫的幽暗峽谷，在著名的 

亞拉河谷的酒庄中品嘗午餐 

及葡萄美酒 AU$204 (每人) 

普芬比利蒸汽小火車一日遊  

布萊頓海灘(Brighton Beach) - 彩紅小屋 

<了解各自選行程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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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VA 
•3 nights Melbourne city hotel accommodation 
•1 night Yarra Valley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1 day Great Ocean Road Sunset Tour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852-2886-3977] 

•0.15% TIC Levy 
 

Child travel with min. 2 adults price :  
•Twin / Triple Sharing adult price less :     $750 
•Sharing room without bed & meals :     $3500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06Apr-30Sep18;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0Sep 
•Booking class : T (except specified period)  Ticket validity : Max. 3 months 
•Minimum 2 adults travelling together on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and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for all passengers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費用包括： 
•來回維珍澳洲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三晚墨爾本酒店住宿 
•一晚阿拉河谷酒店住宿連早餐 
•1天穿梭大洋路壯麗美景導覽團 
•HK$100,000旅遊保險[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0.15% 旅遊業賠償基金 
 

小童最少要與兩位成人同行價錢 :  
• 佔床或三人房收費按成人減收 ： $750 
•不佔床(不包早餐)收費為： $3500 
 
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18年4月6日至9月30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9月30日或之前完成 
•訂位代號：T (指定日子除外)                  機票有效期 : 最長3個月  
•來回程均要最少兩位成人同行，訂位時亦必須最少兩位客人在同一個PNR內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費用包括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 
 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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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珍澳洲航空墨爾本機票附加費表 

VA Melbourne Airfare Surcharge 

出發日期：2018年4月6日 – 9月30日 

Travel Period : 06Apr – 30Sep2018 

訂購日期 : 至2018年6月30日  都市中的世外桃源 ‧ 墨爾本 Melbourne 
5日3夜  [出發日期 : 至2018年9月30日] ︳5 Days 3 Nights [Travel Period : Till 30Sep2018]  

22人人成成行行 GGVV22  ((mmiinn..  22  aadduullttss)) 

Departure Adult  Child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EEaarrllyy  BBiirrdd  PPrroommoottiioonn 

06Apr-29Jun & 06Aug-30Sep --- --- T Max. 3 
Months 30Jun-05Aug $400 $300 Q 

Ticket must be issued on or before 30Jun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