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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Code : QFVATSASPC02 KHL/30Mar17/300 Ref No. : 37944QFVATSA 

[出發日期 : 即日至12月5日] 7日5夜 

美得仿如世外桃源的塔斯曼尼亞，群山蒼翠，湖泊晶瑩，以恬逸寧
靜的氣氛和絕美風光為遊人洗滌心靈，現在一起遊歷塔斯曼尼亞 

2晚朗塞斯頓(Launceston)  
入住海濱酒店 -  

Peppers Seaport Hotel 
 

2晚荷伯特(Hobart) 
入住藝術酒店- 

The Henry Jones Art Hotel 
 

1晚搖籃山(Cradle Mountain) 
入住湖畔酒店 - 

Peppers Cradle Mountain Lodge 

HK$12650+ 
成人佔半房 

HK$11890+ 
三人房平均每位 

探索塔省傳統釀酒基地 – Tamar Valley 

世界遺產區聖佳爾湖國家公園(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 

背倚著威靈頓山下的荷伯特港 

酒杯灣 Wineglass Bay 



荷伯特(Hobart)是塔斯曼尼亞的首府 
•必逛週六市集Salamanca Market 及 
 週日Farm Gate Market 
 體驗當地人舒閒生活和熱鬧氣氛 
•參加Tasmanian Seafood Seduction海上海鮮誘惑之旅， 
 品嚐野生鮑魚及海膽、生蠔、龍蝦等  
•在候恩谷蘋果和文化遺產博物館探索蘋果種植的歷史和傳奇 

•參觀Port Arthur Historic Sites  
  監獄遺跡 
•在油燈帶領下參加亞瑟港晚上舉  
  行的「鬼之旅」 

亞瑟港(Port Arthur) 

朗塞斯頓(Launceston)是塔斯曼尼亞第二大城市 
•到Tasmanian Gourmet Sauce嚐嚐獲獎無數美味醬汁 
•在12月到1月參觀飄絲薰衣草莊園或者到路微娜薰衣草屋挑選薰衣草產品 
•坐Tamar River Cruise遊船觀賞瀑布山峽谷 
•踏上「釀酒之路」暢遊塔瑪谷各大 酒莊，如玫瑰莊釀酒園  

[出發日期 : 即日至9月30日] 7日5夜 

酒杯灣(Wineglass Bay) 
•塔省最受遊客和當地人歡迎的 
  度假勝地之一，水晶般剔透的 
  海水，是游泳、潛水、划船愛 
  好者的天堂   

•暢遊魔鬼廚房(Devil′s Kitchen) 
 塔斯曼拱門和噴水海洞等壯麗的 
 海岸生態 

斯丹尼 (Stanley)位於塔斯曼尼亞西北部地區。到處也是大自然的壯麗美景，
讓你不自覺地放鬆心情 
•在火山栓下觀企鵝，還有出海觀海豹巡遊 
•到岩石角國家公園(Rocky Cape National Park)叢林漫步 

•徒步或者乘坐單軌吊車登上有塔斯曼尼亞烏魯魯美譽的The Nut  
 

搖籃山(Cradle Mountain) 
•走進世界遺產區聖佳爾湖國    
 家公園(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 
•在搖籃山鴿湖徒步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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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山 -聖佳爾湖國家公園 

Tour Code : QFVATSASPC02 KHL/30Mar17/300 Ref No. : 37944QFVA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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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住藝術酒店 : The Henry Jones Art Hotel 
前身為果醬廠，現變身成充滿藝術感五星酒店，亦是荷伯

特Art Hotel 表表者。當中酒店設計保留原有建築物的砂岩

作牆壁間隔、工廠橫樑等等，型格感十足。 

非一般湖畔酒店 : Peppers Cradle Mountain Lodge 

位於世界遺產搖籃山-聖

克萊爾湖國家公園

(Cradle Mountain-

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湖邊。酒店坐落於

灌木叢中，客房獨立屋

式設計，私隱度極高，

不時還可見活潑的袋鼠

和袋熊在窗外經過及附

近覓食。 

              時尚海濱酒店 :  
Peppers Seaport Hotel 

位於朗塞斯頓(Launceston)的老港碼
頭區域，享有城市美景及Tamar河的
全景。客房均採用現代化的室內裝潢，
配以淺色色調、自然木材和鉻合金，
形造出簡約時尚感，而酒店距離朗塞
斯頓市中心只有5分鐘步行路程 ，非
常便利 

www.thehenryjones.com 

www.peppers.com.au/cradle-mountain-lodge 

www.peppers.com.au/seaport 

Bridestowe Lavender Estate 醉人的薰衣草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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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AUD) 
車種類型 

1-3日 4-6日 7-13日 

Economy Manual 

Toyota Yaris 或類似 

建議人數 : 4 位乘客 

建議行李 : 1 大型行李箱或 1 小型行李箱 

113 105 101 

Full Size Auto 

Toyota Camry 或類似 

建議人數 : 5 位乘客 

建議行李 : 2 大型行李箱或 1 小型行李箱 

133 123 118 

Luxury Van  

Kia Carnival 或類似 

建議人數 : 8 位乘客 

建議行李 : 2 大型行李箱或 1 小型行李箱 

156 144 139 

4WD Full Size 

Toyota Landcruiser Prado Auto 或類似 

建議人數 : 5 位乘客 

建議行李 : 3 大型行李箱或 2 小型行李箱 

215 201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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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交通時間約束，隨意輕鬆暢遊，是遊塔省的最佳方法。一到埗即可取車，簡單方便。 

由朗塞斯頓(Launceston)出發前往各區行車時間 : 
菲欣納 (Freycinet)                  2小時20分鐘  

搖籃山(Cradle Mountain)                  2小時30分鐘  

亞瑟港(Port Arthur)                   3小時30分鐘  

荷伯特(Hobart)                                                   2小時20分鐘 

 

由荷伯特(Hobart)出發前往各區行車時間 : 
菲欣納(Freycinet)                                                  1小時20分鐘  

搖籃山(Cradle Mountain)                   4小時40分鐘  

亞瑟港(Port Arthur)                    1小時20分鐘  

朗塞斯頓(Launceston)                    2小時20分鐘 

塔省自駕遊TIPS : 
•塔省市區一般為40或50公里，公路則分為80、100及110公里，同一條路有可能有不同車速限制 
•如遇緊急時故，可致電「000」求助 
•塔省內的很多路線都標有A~C 的字母。A：主要柏油路。B：二級柏油路。C：非柏油路面 
•塔省內的很多路線都標有進入國家公園必須購買公園通行證，設有1日通行證及長達8週的通行證 
•澳洲靠左行駛，司機及前後座乘客在任何時候必須配戴安全帶  

*尚有更多車款可供選擇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行程帶你暢遊荷伯特近郊著名景點 

魔鬼廚房(Devil′s Kitchen)，塔斯曼拱門和噴水海洞壯麗的海岸生態。

到亞瑟港(Port Arthur)參觀世界文化遺產Port Arthur Historic Sites ，
了解其歷史背景。 

AUD$130+  

<了解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聯絡> 

荷伯特近郊及亞瑟港 

自選行程 
於菲欣納(Freycinet Peninsula)上船帶你 

暢遊塔斯曼尼亞著名景點酒杯灣(Wineglass Bay)，於船上一邊

品嚐當地新鮮海產一邊欣賞酒杯灣美景和十大自然生態環境，

如運氣好還可觀賞到海豚和鯨魚於海灣上跳躍 

AUD$140+ 

遊覽半月型藍色酒杯灣 

自選租車  自駕遊．輕鬆暢遊好方便 

租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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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to Hobart on QF / VA (via Melbourne)  

•5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breakfast (in selected hotel)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 0.15% TIC Levy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till 07Dec 17 ;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07Dec17 

•Ticket validity  :  Max. 1 months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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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rvice fee of HK$30 will be collected for each ticket issued 

費用包括： 

•來回澳洲航空/維珍澳洲航空經濟客位機票至荷伯特 (經墨爾本) 

•5晚酒店住宿連早餐(只限個別酒店) 

•HK$100,000旅遊保險及0.15% 旅遊業賠償基金 

 

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至2017年12月5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12月5日或之前完成 

•機票有效期 : 最長1個月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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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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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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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發出機票乙張，收取港幣$30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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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