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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馬尼亞

全新豪華4日遊-海島時代系列
NEW! TASMANIA LUXURY 4 DAYS

當地參團費用

$

LAND ONLY TOUR PACKAGE

680

塔州首推︕全新升級︕
★ 霍巴特進朗塞出，不走回頭路

起/≥5歲︐$480起/<5歲

 加購早餐︓$ 25 /人/天
 週五/六附加費︓$ 15 /人/晚
 20年12月24號-21年1月3號附加費︓$ 90 /人/晚

★ 霍巴特市區全新4.5星皇冠酒店
★ 三晚連住不換房，舒適又省心
★ 全新環島組合，4天全玩遍
★ 保存最完好的監獄古蹟-世界遺產亞瑟港
★ 美食美景精華小島-布魯尼
★ 世界級精品車厘子採摘
★ 漫遊紫色薰衣草花花海

特别赠送





歡迎飲品
每人2只生蠔
薰衣草莊園門票
布魯尼島輪渡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3晚4.5星酒店Crowne Plaza Hotel，不含早餐（5歲以下兒童不
佔床不含早餐）；3 nights 4.5 star Crowne Plaza Hotel, no
breakfast (<5 year old no bed, no breakfast)

門票：飄絲薰衣草莊園門票、布魯尼島輪渡 Admission: Bridestowe
Lavender Farm, Bruny Island Ferry

全新4.5星Crowne Plaza Hotel

全新4.5星Crowne Plaza Hotel

交通：舒適空調商務車、機場接送 Coach transportation + transfers
導遊：中文司機兼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機票、保險 Flights + Insurance
自費*：亞瑟港$40/人、車厘子採摘、卡德奈特峽谷吊車；Optional

白色袋鼠 White Kangaroo

布魯尼島輪渡 Bruny Island Ferry

Admission: Port Arthur $40, Cataract Gorge Reserve Cable car,
cherry picking
餐食：早餐$25/人、午餐、晚餐 Breakfast $25 + Lunch + dinner
單房差：AUD$120/晚；Single supplement AUD$120/night
小費：司兼導小費 AUD$5/天 Tippings AUD$5/day
消費*：自費品嚐項目和個人消費 Food tasting + Optional programs
此傳單所列的團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
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all tours on this brochure.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塔斯曼半島亞瑟港監獄遺址 Port Arthur
惠靈頓山 Mt. Wellington

索雷爾果園 Sorell Fruit Farm

第一日: 斯博物館 > 薩拉曼卡集市 > 惠靈頓山 > 啤酒廠 > 里奇蒙
請選擇上午9:30am之前到達霍巴特的航班。
接機後，前往薩拉曼卡廣場，每逢週六，這里便匯集了眾多優質藝術品和
手工藝品，新鮮蔬果﹑圖書﹑街頭藝人和音樂等。之後前往索雷爾果園，
參觀果園，採摘（自費*）最出名的塔斯馬尼亞車厘子和果園內其他當季水
果。午餐後，登上海拔1270米的南天第一峰威靈頓山，遠眺南極，是俯瞰
霍巴特城市全貌和一望無際的大海的絕佳位置，也是習近平主席曾到過的
地方。

里奇蒙 Richmond

扇貝派 Scallop Pie

行程的最後來到獨具風韻的里奇蒙，小鎮有澳大利亞最古老的石橋和最古
老的天主教堂，體驗時光倒流180年，邂逅昨夜夜中的懷舊世界。可以去
小鎮上的糖果屋和麵包店，品嚐頗有名氣的扇貝派哦。
Day 1: Please book the flight arrives Hobart before 9:30am. Pick up from
Hobart Airport > Salamanca Market (Sat) > Sorell Fruit Farm (Cherry
Picking*) > Mt. Wellington > Richmond heritage town

第二日：塔斯曼半島 > 亞瑟港 > 四大奇觀

薩拉曼卡集市 Salamanca Market

亞瑟港監獄遺址 Port Arthur

早餐後，前往塔斯曼半島亞瑟港監獄遺址（自費*），這裡是殖民地時代流
放罪犯的遺址，已被聯合國取代列入世界遺產，在這裡可以看到19世紀成
千上萬萬名英國犯人南半球最大的監獄，依山傍海，沒有圍牆，以及海景
牢房，猶如一幅美好的風景油畫。回程途中，我們看到噴水洞、塔斯曼拱
門、棋盤道和魔鬼廚房等著名景點。
Day 2: Tasman Peninsula: Port Arthur*$40 > Blow Hole > Tasman Arch >
Tessellated Pavement > Devil's Kitchen

第三日：布魯尼島美食海島一日遊
穿過霍巴特市區南行，到達輪渡碼頭乘坐輪渡20分鐘後到達布魯尼島，穿
越海岸線穿越，穿梭於森林間，前往著名的南北一線，這條狹長的小徑，
其中細線一般將布尼島的南部和北部鏈接起來，兩者都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在觀景台上可以一覽無餘。這裡也是企鵝歸巢的棲息地。
塔斯曼拱門 Tasman Arch

棋盤道 Tessellated Pavement

午餐後，前往島上的生蠔農場，品嚐塔州最美味的生蠔（自費*）。有一些
小店，可以吃奶酪，嘗海鮮，甚至可以來一杯威士忌哦。
Day 3: Bruny Island by ferry (20mins), visit: The Neck > Oyster Farm
(Tasting*) > Adventure Bay

第四日：朗塞斯頓 > 凱德奈特大峽谷 > 飄絲薰衣草莊園
早餐後，前往朗塞斯頓，穿越羅斯小鎮，綠色的尖屋頂，映襯在高大的橡
樹，榆樹和針葉樹影中，這就是宮崎駿《魔女宅急便》的最初構想地。不
妨到魔女小琪打工的地方-ROSS麵包店裡來一份剛出爐的麵包哦。
布魯尼島南北一線 The Neck

朗塞斯頓 Launceston

來到凱德奈特大峽谷，可在連綿起伏的草坪上放鬆休憩，在圓形建築下乘
涼，甚至漫步人行天橋。偶爾會有色彩斑斕的孔雀，沙袋鼠出現。跨纜車
（自費*）可讓您從上方欣賞卡德奈特峽谷蔚為壯觀的獨特景緻。午餐後，
參觀飄絲薰衣草莊園，每年12月中-次年1月中旬，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田，
其這裡的薰衣草既可以看，還可以吃，你可以嚐嚐薰衣草冰淇淋和薰衣草
布朗尼，還有備受孩子喜愛的薰衣草小熊和各種薰衣草製品哦。
行程結束送機，請選擇朗塞斯頓離開的下午5pm後的航班。

凱德奈特大峽谷

網紅麵包店 Ross Bakey

Day 4: Ross > Launceston > Cataract Gorge Reserve, Cable ride* >
Bridestowe Lavender Farm. Please book the flight departs Launceston after
5pm.

Cataract Gorg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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