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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魯及達爾文2019-2020產品目錄：
1.

Day Tour or Half Day Tour

一日游或半日游

Tour Code

1.1

Kata Tjuta & Uluru Sunset Tour

卡塔丘塔和烏魯魯日落之旅

AY01

1.2

Uluru Sunrise & Base Tour

烏魯魯日出和岩石環游

AY02

1.3

Kings Canyon Day Tour

帝王谷一日游

AY03

1.4

Kata Tjuta Sunrise & Valley of the Winds Walk

卡塔丘塔日出及风之谷徒步之旅

AY04

1.5

Uluru Mala Walk

烏魯魯馬拉文化徒步

AY06

1.6

Uluru Astro Tour

烏魯魯攝影觀星之旅

AY07

1.7

Darwin Half Day Tour

達爾文半日游

DW01

1.8

Darwin Nature Adventure Tour

達爾文自然野趣一日游

DW02        

1.9

Litchfield National Park Day Tour

李治菲爾德國家公園一日游

DW03

2.0

Kakadu World Heritage Day Tour

卡卡杜世界遺產一日游

DW04

2.

Short Breaks

旅游套餐

Tour Code

2.1

Uluru Discovery Tour 2 Days

烏魯魯發現之旅2日游

UU2

2.2

Uluru Classic Tour 3 Days

烏魯魯經典之旅3日游

UW3

2.3

Uluru Sounds of Silence Tour 3 Days

烏魯魯寂靜之聲星空之旅3日游

US3

2.4

Uluru, Kings Canyon Exploration Tour 3 Days

烏魯魯帝王谷探索之旅3日游

UK3

2.5

Uluru, Kings & Alice Panorama Tour 4 Days

烏魯魯，帝王谷和愛麗絲泉4天全景游

UA4A

2.6

Alice, Kings Canyon & Uluru Indepth Tour 4 Days

愛麗絲泉，帝王谷和烏魯魯4天深度游

UA4C

2.7

Uluru, Kings and FOL Dinner Tour 4 Days

烏魯魯帝王谷原野星光晚宴4日游

UKF4

2.8

Uluru, The Ghan & Top End 8 Days

甘號縱貫北領地雙遺產之旅8日游

UGK8

2.9

Uluru, Alice Spring & Top End 7 Days

北領地南北精華7日游

UAD7

2.10

Darwin Kakadu & Litchfield Highlight Tour 4 Days

達爾文，卡卡杜和裏奇菲爾德精華4日游

DKL4

2.11

Darwin, Kakadu & Katherine Indepth Tour 4 Days

達爾文卡卡杜和凱瑟琳深度4日游

DK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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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魯大事記：Events Calendar

原野星光 Field of Light 時間：2017年4月1日 - 2020年12月31日
由國際著名的燈光藝術家Bruce Munro所設計的「原野星光藝術裝置展」從2016年4月1日開放以來獲得游客的青睞，在
業界的呼籲下，藝術家Bruce Munro决定延長到2020年3月31日。這個依靠太陽能的藝術裝置在世界中心以烏魯魯大紅石
為背景，呈現一場光的唯美藝術展。適逢這場千載難逢的藝術盛事，烏魯魯艾爾斯岩度假村的游客們有了一個完美的理
由在度假村多待一晚，而度假村也為游客們精心準備了三種不同的方式來體驗這場精美絕倫的藝術裝置。

烏魯魯原野星光展：$43/成人，$30 /兒童（2-15歲），免費/0-2歲
包括：
 酒店至展出地的往返巴士接送 （三個出發時間可選：日落後30分鐘，日落後1小時15分鐘，日落後2小時）
「烏魯魯原野星光展」入場券
 自行導覽穿行在「烏魯魯原野星光」中，欣賞如夢似幻的光的唯美藝術展

日落及烏魯魯原野星光展：$95 /成人，$62 /兒童（5-15歲），5歲以下兒童謝絕參加
包括：
 酒店至展出地的往返巴士接送 （日落前30分鐘出發）
「烏魯魯原野星光展」入場券
 在沙漠觀景平臺邊享用香檳和小吃，邊觀賞烏魯魯日落及「烏魯魯原野星光」逐漸盛放的過程
 45分鐘自行導覽穿行在「烏魯魯原野星光」中，欣賞如夢似幻的光的唯美藝術展

烏魯魯原野星光晚宴：$265/成人，$132.5/兒童（10-15歲），10歲以下的兒童謝絕參加
包括：
 酒店至展出地的往返巴士接送（日落前1小時出發）
「烏魯魯原野星光展」入場券
 在沙漠觀景平臺以烏魯魯為背景，邊享用香檳和小吃，邊觀賞「烏魯魯原野星光」逐漸盛放的過程
 受叢林美食激發的三道菜式的自助晚餐
 迪吉裏杜樂管演奏和原住民表演
 自行導覽穿行在「烏魯魯原野星光」中，欣賞如夢似幻的光的唯美藝術展
 返回酒店前，回到沙漠觀景平臺，享用甜點和熱巧克力，再次欣賞「烏魯魯原野星光」。

以上產品可以通過烏魯魯中文旅游預訂
或者直接委托導游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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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ungu 原住民文化節
時間：2019年4月26日至29日

前兩届的烏魯魯文化慶典Tjungu節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2017年這個為期四天的適合家庭出游的原住
民文化慶典將再次熱力開啓。從日出到日落到夜
晚，精彩的活動不會停歇！從音樂、電影、藝術、
時尚到美食和體育運動，所有活動都將呈現在時
間安排表上。本次活動的亮點包括充滿原住民阿南
古人特色的歡迎儀式；展示原住民藝術與叢林美
食的互動性集市；傳統及當代原住民音樂家與樂
隊帶來的特別表演，包括最受喜愛的嘉賓Marcus
Corowa；展示原住民電影製作的原住民電影節；
由著名的原住民模特 Samantha Harris 領銜的激動
人心的Tjungu原住民時裝展；迷人而又振奮人心的
AFL Tjungu杯；以及「舌尖上的Tjungu」— 以當地
叢林食材所激發的現代菜式，為游客呈現一個獨特
的星空私享美食體驗。

費用：免費開放（部分活動收費）

烏魯魯內陸慶典—駱駝杯比賽
Uluru Camel Cup
時間：2019年5月24日至25日
在這個周末，與當地人一起參加充滿樂趣的活動，體驗一
場純真的澳洲內陸風格的慶典！今年是烏魯魯內陸慶典舉
辦的第四年，駱駝杯比賽在極具氛圍的內陸先驅者酒吧拉開
序幕，在這裏為你喜歡的駱駝下注，看看它在駱駝杯比賽
中能不能跑一個好名次哦！而在內陸先驅者酒吧吃著自助
BBQ，欣賞現場音樂，和周圍來自各地的旅行者們親切地交
談，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體驗！堡豪斯餐廳（Bough House
Restaurant）也將會提供燒烤晚宴。
周六的駱駝杯比賽將包括時裝表演、內陸燒烤，適合全家游
玩與品嘗的各種有趣的活動和美食。最後，文化慶典將在閃
亮夜空下的一場內陸舞會中落下帷幕，這個在戶外的紅土地
上舉辦的舞會是感受內陸風情不可錯過的體驗，游客們可以
享用自助BBQ小食，也可以選擇在VIP區域享用雞尾酒和精
緻小食。

費用：部分活動收費，請關注澳洲烏魯魯
中文旅游微信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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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烏魯魯（內陸）馬拉松
Australian Outback Marathon
時間：2019年7月26日至28日

費用：收費
請關注即將發出的
「澳洲烏魯魯中文
旅游」公衆微信

獨具魅力的澳大利亞內陸馬拉松現在已經是第十個年頭
了。以世界上最具標志性的景點之一—烏魯魯作為背
景，來自全世界的選手們將再次踏著這片紅色的土地，
在烏魯魯和卡塔丘塔的壯美景色裏奮勇爭先。
賽事的主辦者 Travelling Fit 為各種水平的參賽者設計了
四種不同的比賽項目，包括全程馬拉松、半程馬拉松和
兩個趣味跑項目。大部分賽道都是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
公園附近未經鋪設的道路、小徑以及叢林小道。想聆聽
澳洲的心跳，感觸世界中心的能量脉動，那就來烏魯魯
參加馬拉松吧！烏魯魯中文旅游與澳大利亞內陸馬拉松
組委會合作，推出烏魯魯馬拉松黃金套餐，敬請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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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魯婚紗攝影 Uluru Wedding Photography
時間：全年營業，可提前預約
來自George F Photography 攝影工作室的高端婚紗攝影大師Georg聯合烏魯魯中文旅游，打造超五星級豪華婚紗
旅拍體驗。
作為首家也是唯一被澳大利亞官方認證的婚紗攝影機構，我們已獲得在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進行全方位拍
攝的資格證。

您的婚紗取景地將是全球獨家！烏魯魯多次被評為人生必游的世界50個目的地之一，也是澳大利

亞最知名的自然標志，被稱作澳大利亞的心臟。2004年，日本暢銷小說作家片山恭一的一部

「在世界中心呼喚

愛」使烏魯魯風靡全球，成為永恒愛情的象徵。旅拍過程中，經驗豐富的中文導游將帶領您體驗紅中心的獨特魅
力。烏魯魯中文旅游將全程接待，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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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丘塔和烏魯魯日落之旅

Code:

AY01

Kata Tjuta and Uluru Sunset Tour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4月-10月間 2:30PM • 11月-3月間 3:30PM

Uluru Half Day/
Day Tours

烏魯魯
半天/全天游

游覽時長：約5小時
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卡塔丘塔（Kata Tjuta）方圓40平方公里，
是由36塊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圓頂石頭而組成的巨石陣。這
裏是阿南古男人最神聖的地方，但却是阿南古女人的禁地。旅
途中，游客會先在觀景台停留，欣賞卡塔丘塔的全景和近景；
之後前往瓦帕峽谷（Walpa Gorge），體驗長達一小時的徒步
之旅，沿著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山峰間的峽谷，探尋遠古的歷
史和峽谷中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藍天白雲、綠樹紅土的襯托
下，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後前往烏魯魯日落觀景區，尋
找一個有利位置後，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邊欣賞最為壯美的
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陽光綫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照射在
烏魯魯巨岩上產生變幻莫測的顏色和光芒，令人終生難忘。日
落後返回度假村。

價格：成人：$145.00/位
兒童：$75.00/位（2-15 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門票：須額外支付國家公園門票$25.00（有效期3天），5-15歲兒童$12.50
（有效期3天）， 4歲以下兒童免票。國家公園門票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
通知。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旅行貼士：請携帶防曬霜，遮陽帽，太陽鏡，飲用水，穿舒適輕便的健步鞋。
體能要求：初級要求，需在瓦帕峽谷徒步，若客人無法完成可隨時返回車上
休息。

Uluru Half Day/
Day Tours

烏魯魯
半天/全天游

烏魯魯日出和岩石環游
Uluru Sunrise and Base Tour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日出前1小時

Code:

AY02

游覽時長：約3.5-4小時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區

到原住民賴以生存、有千年歷史的Mutitjulu水

（Talinguru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出。

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到原住民的傳

在享用我們為您精心準備的熱茶、咖啡和精美

統故事等等。徒步結束後，乘車環游烏魯魯巨

小食後，走上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的第一

岩，感受巨岩在不同角度下的魅力。最後來到

縷光芒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顏色變換的奇景（

烏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南古人的文

天氣條件限制）。待太陽完全升起後，導游

化和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工藝作坊，還有

將帶領大家開啓烏魯魯文化徒步之旅。沿著

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創作獨特的藝術作

Kuniya小路，您可以欣賞到原住民的岩畫，看

品。旅途結束後返回度假村。

價格：成人：$125.00/位
兒童：$65.00/位 （2-15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門票：須額外支付國家公園門票$25.00（有效期3天），5-15歲兒童$12.50（有效期3天）， 4歲以下兒童免票。
國家公園門票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旅行貼士：請携帶防曬霜，遮陽帽，太陽鏡，飲用水，穿舒適輕便的健步鞋。冬天請穿保暖衣服。
體能要求：初級要求，沿烏魯魯Kuniya小路徒步，若客人無法完成可隨時返回車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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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uru Half Day/
Day Tours

烏魯魯
半天/全天游

帝王谷一日游（烏魯魯-帝王谷-烏魯魯/愛麗斯泉）

Code:

Kings Canyon Day Tour

AY03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4月-10月間 6:00AM • 11月-3月間 5:00AM • 游覽時長：約13小時
清晨從艾爾斯岩度假村出發，前往帝王谷，途

穿舒適輕便的登山鞋或旅游鞋，建議「三高」

中在帝王溪休息站（Curtin Srping Station）停

和身體不適的人士慎重考慮）。 或者您也可以

留，您可以自費購買熱飲或者早餐，為攀登帝

選擇輕鬆愜意的河床徒步行程，漫步探索鬱鬱

王谷做好準備。隨後抵達帝王谷所在的瓦塔卡

葱葱的峽谷河床（往返約1小時），之後前往帝

國家公園（Watarrka National Park），在聽從

王谷度假村享用午餐（自理），在返回烏魯魯

導游的安排和安全須知的講解後，開始帝王谷

的途中可以遠眺康納爾山（Mt.Conner）並經過

徒步大穿越之旅。沿著山脊，您可以欣賞到陡

鹽湖的觀景台，最後返回艾爾斯岩度假村。需

峭的岩石、幽深的峽谷、盤旋的雲梯，下行到

要前往愛麗斯泉的客人，我們將在Luritja Road

有沙漠綠洲之稱的伊甸花園，然後從峽谷的對

和Lasseter

岸返回停車場。全程耗時3.5到4小時。（需要

巴士，前往愛麗斯泉，抵達酒店後自由活動。

Highway的交界處，換乘英文旅游

價格：成人：$245.00/人（返回烏魯魯）
或者 $299 (前往愛麗斯泉)
兒童：$125.00/人（2-15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或者 $145 (前往愛麗斯泉)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特別說明：在11月到次年3月期間，如果帝王谷的氣溫達到36度，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
瓦塔卡國家公園將關閉帝王谷的北岸，只有南岸對外開放，游客可以參加南岸的徒步，往
返時間大約2小時。
旅行貼士：請携帶防曬霜，遮陽帽，太陽鏡，飲用水，穿舒適輕便的健步鞋。冬天請穿保
暖衣服。
體能要求： 中級-高級要求，可完成大約3小時的山脊徒步
初級-中級要求，可完成河床徒步

Code:

AY04

卡塔丘塔日出及风之谷徒步之旅
Kata Tjuta Sunrise & Valley of the Winds Walk
出發時間 (每天酒店接送）： 日出前1.5小時
• 游覽時長：5.5–6小時

從酒店出發，乘車跟隨導遊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抵達觀景台欣賞卡塔丘塔
日出，

在享用我們為您精心準備的熱茶、咖啡和精美小食後，走上觀景台遠眺卡塔

丘塔全景，日出的光芒照射在36個圓頂組成的岩石群，絢麗奪目。之後走進卡塔丘
塔，徒步風之谷。卡塔丘塔(Kata Tjuta)是當地原住民阿南古人(Anangu)文化中最為神
聖的巨石陣，在形成初期發生斷裂，經過數億年風化，裂縫形成多個峽谷，其中風之
谷屬最著名的徒步線路，全程7.4KM，徒步約3-3.5小時。在卡塔丘塔巨石陣內，沿著
神秘的小道進入峽谷深處，沿途欣賞紅色的懸崖絕壁，湛藍的天空，奇異的植物，行
走在風之谷，您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途經第一道觀景台Karu（往返2.2公里，1小
時），您可根據自身體力折返到車上休息或繼續跟隨導遊徒步到第二道觀景台Karingana（往返5.4公里，2.5小時）,

途中導遊會為您講解卡塔丘塔的地質成因，歷史以

及妙趣橫生的原住民阿南古男人的故事，之後繼續穿行在卡塔丘塔的山谷中，沿著環
形步道返回停車場（往返7.4公里，3-3.5小時）結束後返回度假村。

價格：成人：$180.00/位
兒童：$100.00/位 （15歲以下須與大人同行）
門票：須額外支付國家公園門票$25.00（有效期3天），5-15歲兒童$12.50（有效期3天），
4歲以下兒童免票。國家公園門票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旅行貼士：請攜帶防曬霜，遮陽帽，太陽鏡，飲用水，穿舒適輕便的健步鞋。冬天請穿保暖衣服。
體能要求：中級-高級要求, 風之谷道路崎嶇，部分路段陡峭，爬升大，對於年齡和體能均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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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要求，不建議老年人或有三高的客人參加。

Uluru Half Day/
Day Tours

烏魯魯
半天/全天游

Code:

AY06

烏魯魯馬拉文化徒步之旅
Uluru-Mala Walk Tour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4月-10月間 2:30PM • 11月-3月間 3:30PM
• 游覽時長：2-2.5小時左右

Uluru Half Day/
Day Tours

烏魯魯
半天/全天游

從度假村出發，乘車前往烏魯魯國家公園，
抵達馬拉步道停車場後，開始1個半小時的
馬拉徒步之旅。您將會沿著烏魯魯岩石脚下
阿南古人神聖的遺迹，探尋夢幻時期阿南古
人的祖先馬拉人舉行宗教儀式、學習和生活
的地方——陡峭的懸崖、深邃的峽谷和寧靜
的水潭，在藍天白雲和陽光的照耀下，峽谷
猶如燃燒的石壁，甚為壯觀。如果有幸遇到
下雨天，堪久峽谷 Kantju Gorge 還會形成壯
觀的岩石瀑布。整個徒步單程1公里，往返2
公里。之後返回度假村。

價格：成人：$95.00/位
兒童：$50.00/位
（2-15 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門票：須額外支付國家公園門票$25.00（有效期3天），
5-15歲兒童$12.50（有效期3天）， 4歲以下兒童免票。
國家公園門票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
消費。
旅行貼士：請携帶防曬霜，遮陽帽，太陽鏡，至少2升飲
用水，穿舒適輕便的健步鞋。
體能要求：初級要求，沿烏魯魯脚下的馬拉步道行走，
全程1個半小時

Uluru Half Day/
Day Tours

烏魯魯
半天/全天游

烏魯魯攝影觀星之旅
Uluru Astro Tour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4月-10月間，8:20PM • 11月-3月間，9:00PM

Code:

AY07

游覽時長：2.5-3小時
從度假村出發驅車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
公園內最佳的觀星位置，星空講解員會用激
光指星筆指出各個星座，行星及恒星，分享

價格：成人：$99.00/位
兒童：$60.00/位 （15歲以下）
行程包含一張電子版照片，如果想增加照片可以購買照片套餐，一張$30，兩

當地原住民關于星空的創世紀故事和他們如

張$50，三張$60。

何利用星空尋找方向，提示季節，傳遞正確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的價值觀以及中國傳統的天文故事。星空攝

4歲以下兒童免票。國家公園門票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影師也會幫您拍下和璀璨銀河的合影（1張
電子版照片原圖），您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和

旅行貼士：為防止沙漠地區蚊虫叮咬，建議穿著長袖長褲，及厚鞋底、密封
嚴、透氣性好的中高幫徒步鞋或運動鞋（嚴禁露趾拖鞋或涼鞋）
體能要求：全程車輛接送，無徒步要求

朋友們分享這張難得的合影，之後我們會用
高倍數的天文望遠鏡繼續探索宇宙深處的天
體，如星團，星雲，以及月球表面環形山。
此團適合所有年齡段游客，對孩子也是一次
很有價值的天文啓蒙課，無需專業攝像設
備，無需任何天文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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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win Half /
Full Day Tours

達爾文
半天/全天游

達爾文及海港夕阳半日游
Code:

Darwin Half Day with Sunset

DW01

出發時間： 每天2:30PM（酒店接送）• 游覽時長：4.5小時

從酒店出發，前往北領地藝術博物館。博物館會展示北領地達爾

博物館的行程結束後，跟隨導遊一同穿梭在達爾文市區的每個角

文及周邊地區最具特點的動植物及礦物標本，如蝴蝶、魚類、鳥

落。車輛將停靠在達爾文港（城市東端），最後在著名的明迪海

類、兩棲動物及多種礦石等等，還可見到巨型蟻丘和鰐魚「甜

灘欣賞世界十大最美落日——舉杯與達爾文的夕陽同醉。

心」。此外，颱風崔西有單獨的展區，讓人們緬懷歷史並敬畏自
然。除此之外，您還可以觀賞到不定期舉辦的各類藝術展覽。

價格：成人：$95.00/位
小孩：$60.00/位（2-15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包含：酒店接送，精緻小團，中文導游服務， 日落香檳或軟飲料一杯。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備注：此行程除12月25日， 26日及新年1月1日外，其他時間全年發團。

達爾文自然野趣一日游
Code:

DW02

（鱷魚跳跳船，濕地之窗及弗戈水壩保護區 含特色酒吧午餐）
Darwin Nature Adventure Tour
出發時間：每天9:30AM從達爾文各大酒店出發

從酒店出發，前往阿德萊德河， 這裡

濕地平原，之後前往Humpty Doo特色

生活著多達1600多條的野生鰐魚，乘

酒吧，享用澳洲酒吧餐，餐後前往弗

坐驚險刺激的游船，近距離觀看船家

戈水壩保護區，欣賞美麗的濕地保護

餵食這些史前活化石如何躍出水面，

區， 成群的水鳥及其他野生動植物，

爭食船家的釣餌， 同時欣賞阿德萊德

這裡是愛好大自然的遊客的天堂，也

河兩岸自然原始的生態， 欣賞船家餵

是拍攝鳥類等動物的絕佳地點。傍晚

食水鳥的壯觀場景。後參觀濕地之窗

返回達爾文，約4點半抵達酒店，遊覽

遊客中心，瞭解馬拉凱平原野生動植

結束。

物， 季風的影響以及一望無際的綠色

價格：成人：$180.00/位
小孩：$100.00/位
（2-15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包含：酒店接送，精緻小團，中文導游服務，
鱷魚跳跳船，濕地中心，弗戈水壩保護區，內
陸酒吧特色午餐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
人性質消費。
備注：聖誕節12月25日，26日及新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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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時間全年發團。

Darwin Half /
Full Day Tours

達爾文
半天/全天游

達爾文里奇菲爾德國家公園奇趣游
Code:

DW03

Litchfield National Park Fun Tour
發團時間：每周二，四 09:00AM (酒店接送)

從酒店出發，前往里奇菲爾德國家公

倫薩瀑布，然後參觀托莫瀑布（Tol-

園，公園位於達爾文以南100公里，

mer Falls）， 午餐於公園內里享用日

這裡有季風性熱帶雨林和全年流動的

式或西式午餐盒， 之後前往旺吉瀑布

瀑佈景觀。抵達公園，在導遊的帶領

（Wangi Falls）參觀遊覽，後返回達爾

下觀察構造精巧的白蟻山， 遊覽兩條

文酒店，大約傍晚5點行程結束。

Darwin Half /
Full Day Tours

達爾文
半天/全天游

瀑布匯在一起形成的飛流直下的弗洛

價格：成人：$195.00/位
小孩：$120.00/位（2-15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包含：酒店接送，精緻小團，中文導游服務，西式或日式午餐盒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次$6，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備注：此行程除12月25日，26日及新年1月1日外，其他時間全年發團。

Darwin Half /
Full Day Tours

達爾文
半天/全天游

卡卡杜世界雙遺產精華游
Kakadu Dual Heritage
發團時間：每周一，周五06:30AM (酒店接送)

酒店接送，後沿著馬拉凱平原，欣賞車

粼粼的水潭，構成了卡卡杜國家公園

窗兩旁無邊無際的熱帶季風雨林和沼澤

迷人的畫卷。抵達國家公園後，首先游

濕地，前往卡卡杜國家公園。卡卡杜國

覽諾朗吉岩畫藝術區，參觀瞭解神秘古

家公園面積2萬平方公里，是澳洲最大

老的原住民岩畫，這些X光綫風格的藝

的國家公園，這裏以其完美的自然生

術作品為您瞭解原住民歷史文化提供了

態，古老悠久的原住民文化而獲得聯合

深度的視角。午餐享用庫因達酒店自助

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雙

餐，後乘坐黃水湖生態游船，近距離觀

遺產，是澳大利亞的生物寶庫。嶙峋的

賞各種植物，鳥類，鱷魚等，之後參觀

峭壁，茂盛的雨林，神秘的岩畫，

數

瓦拉堅原住民文化中心，瞭解比寧杰

十種魚類及兩栖動物，數以百計的鳥

（Bining）人傳統的文化及生活方式，

類，數以千計的昆蟲，以及成群的野

後乘車返回達爾文，約19:30回到達爾

牛，成片的紅樹林，嬌嫩的睡蓮，波光

文酒店。

Code:

DW04

價格：成人：$295.00/位
小孩：$180.00/位（2-15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包含：酒店接送，精緻小團，中文導游服務，自助午餐， 黃水湖生態游船。
不含：導游小費，建議$6每人次， 國家公園門票，行程外及私人性質消費。
備注：除12月25， 26日及新年1月1日外，其他時間全年發團。
國家公園門票， 旱季4月1日到10月31日，成人$40，小孩$20（5-15歲）雨季：11月1日到來年3月31日， 成人$25，小孩免費（15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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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SHORT
BREAKS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烏魯魯發現之旅2日游

Code:

UU2

Uluru Discovery Tour 2 days
天天出發

第一天：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卡塔丘塔（奧加石）
烏魯魯日落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記入
住，午餐自理。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魯卡塔丘
塔國家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卡塔丘塔（Kata Tjuta）方圓40平方公里，是
由36塊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圓頂石頭組成的巨
石陣。這裏是阿南古男人最神聖的地方，阿南古
女人被禁止來到這裏。前往途中在觀景台停留，
欣賞卡塔丘塔的全景和近景。之後前往瓦帕峽谷
（Walpa Gorge），參加一個小時的徒步之旅。
沿著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山峰的峽谷，探尋遠古
的歷史，探索峽谷中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藍天
白雲，綠樹紅土的襯托下，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之後前往烏魯魯日落觀景區，尋找一個有利
位置，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邊欣賞最為壯美的

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陽光綫在不同的時間
和角度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產生變幻莫測的顏色
和光芒，令人終生難忘。天黑後返回度假村可自
費參加烏魯魯中文攝影觀星之旅（成人$99/位，
兒童$60/位）在極少光污染的烏魯魯卡塔丘塔
國家公園內欣賞純淨的星空，瞭解有趣的天文
知 識 ， 遊 覽 約 2.5-3小 時 ； 或 自 費 乘 坐 度 假 村
巴士前往原野星光展（門票成人$43/位，兒童
$30/位），遊覽約1個小時15分鐘。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
區（Talinguru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

出。在用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精
美小食後，走上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
出的第一縷光芒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顏色變
換的奇景（天氣條件限制）。等太陽完全
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始烏魯魯文化徒
步之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欣賞到原住
民的岩畫，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年的
Mutitjulu水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到

第二天：

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等。徒步結束後，乘車

烏魯魯日出

環游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最
後來到烏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南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古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工藝

岩石環游

作坊，還有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創作

原住民文化中心

獨特的藝術作品。之後返回度假村退房，乘
車前往機場，結束難忘的烏魯魯發現之旅！

返回送機
標準

成人

露營型

$535.00

（提供固定舒适帳篷，两人共享）

經濟型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舒適型
（3.5星內陸先驅青年酒店標房)

尊貴型
（4.5星沙漠花園酒店)

豪華型
（5星沙漠風帆酒店）

兒童（15歲以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399.00
至少與一位大人同住

單房差

$100.00

$445.00

N/A

N/A

$629.00

$419.00

$240.00

$659.00

$479.00

$300.00

$699.00

$499.00

$350.00

包含：1晚酒店，2人一間酒店標間，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烏魯魯國家公園門票，烏魯魯機場到酒店往返接送，酒
店入住協助，用餐協助，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全程專業中文導游，空調旅游巴士，日出茶點，日落香檳小吃。
不含：早餐及所有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若因天氣原因取消中文
攝影觀星之旅，恕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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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SHORT
BREAKS

烏魯魯,卡塔丘塔經典之旅3日游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Uluru Classic Tour 3 days

Code:

UW3

天天出發
標準

成人

露營型

$805.00

（提供固定舒适帳篷，两人共享）

經濟型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舒適型
（3.5星內陸先驅青年酒店標房)

尊貴型
（4.5星沙漠花園酒店)

第一天：

豪華型
（5星沙漠風帆酒店）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兒童（15歲以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600.00
至少與一位大人同住

單房差

$200.00

$715.00

N/A

N/A

$878.00

$590.00

$420.00

$938.00

$640.00

$540.00

$988.00

$690.00

$610.00

卡塔丘塔(奧加石）

包含：2晚酒店，2人一間酒店標間，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烏魯魯國家公園門票，烏魯魯機場到酒店往返接送，酒
店入住協助，用餐協助，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全程專業中文導游，空調旅游巴士，日出茶點，日落香檳小吃。

烏魯魯日落

不含：早餐及所有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5歲以下兒童不可以參加騎駱駝。

中文攝影觀星

遊客，對孩子也是一次很有價值的天文啓蒙

下午從度假村出發，乘車前往烏魯魯國家公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記

課， 無需專業攝像設備，無需任何天文學基

園， 抵達馬拉徒步停車場後，開始1個半小

入住，午餐自理。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

礎。

時的馬拉徒步之旅。您將會沿著烏魯魯岩石

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Uluru

Kata

脚下阿南古人神聖的遺迹探尋夢幻時期阿南

Tjuta

National Park）。卡塔丘塔（Kata Tjuta）
方圓40平方公里，是由36塊大小不一，高
低不等的圓頂石頭組成的巨石陣。這裏是

第二天：

古人的祖先馬拉人舉行宗教儀式、學習和生

烏魯魯日出

靜的水潭，在藍天白雲和陽光的照耀下， 峽

阿南古男人最神聖的地方，阿南古女人被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禁止來到這裏。前往途中在觀景台停留，

岩石環游

欣賞卡塔丘塔的全景和近景。之後前往瓦

活的地方——陡峭的懸崖、深邃的峽谷和寧
谷如同燃燒的石壁，甚為壯觀。如果有幸遇
到下雨天，堪久峽谷（Kantju

Gorge）還

會形成壯觀的岩石瀑布。整個徒步單程1公

原住民文化中心

里，往返2公里。

馬拉文化徒步

返回度假村之後，您可自費參加寂靜之聲晚

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藍天白雲，綠樹紅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

約4小時；原野星光展（成人$43/位，兒童

土的襯托下，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

區（Talinguru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

$30/位），全程約1小時15分鐘；原野星光

後前往烏魯魯日落觀景區，尋找一個有利

日出。在用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

晚宴（成人$265/位，兒童$132.5/位），全

位置，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邊欣賞最為

精美小食後，走上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

程約4.5小時。（備注：以上自費項目均需提

壯美的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陽光綫

出的第一縷光芒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顏色變

前預定）

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

換的奇景（天氣條件限制）。等太陽完全

產生變幻莫測的顏色和光芒，令人終生難

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始烏魯魯文化徒步

忘。晚間從度假村出發驅車前往烏魯魯卡

之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欣賞到原住

塔丘塔國家公園內最佳的觀星位置，星空講

民的岩畫，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年的

解員會用激光指星筆指出各個星座，行星

Mutitjulu水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

及恒星，分享當地原住民關于星空的創世

到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等。徒步結束後，乘

紀故事和他們如何利用星空尋找方向，提

車環游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

示季節，傳遞正確的價值觀以及中國傳統

最後來到烏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

的天文故事。星空攝影師也會幫您拍下和

南古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

璀璨銀河的合影（1張電子版照片原圖），

工藝作坊，還有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

您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和朋友們分享這張難得

創作獨特的藝術作品。之後返回度假村用早

的合影，之後我們會用高倍數的天文望遠鏡

餐，早餐後自由活動。您可以自己走到度假

繼續探索宇宙深處的天體，如星團，星雲，

村的小鎮中心Town Square，參加一些免費

以及月球表面環形山。此團適合所有年齡段

的原住民文化活動。

帕峽谷（Walpa

Gorge），參加一個小時

的徒步之旅。沿著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山
峰的峽谷，探尋遠古的歷史，探索峽谷中

宴（成人$225/位，兒童$112.5/位），全程

第三天：
烏魯魯（自由活動）送機
想近距離接觸沙漠駱駝的游客可自費在日出
前1小時參加駱駝日出之旅（$132/位），
游覽約2.5小時。喜歡攝影和冒險的朋友可
自費乘坐直升機俯瞰烏魯魯和卡塔丘塔巨岩
以及澳洲紅色內陸獨一無二的奇景(15分鐘
$150/位 或 25 分鐘 $245/位)。10:00AM辦
理退房手續，結清自己的雜費。導游根據客
人的航班擇時送往機場，結束難忘的烏魯魯
經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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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SHORT
BREAKS

烏魯魯寂靜之聲星空之旅3日游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Uluru Sounds of Silence Tour 3 Days

US3

天天出發

第一天：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卡塔丘塔(奧加石）

標準
露營型
（提供固定舒适帳篷，两人共享）

烏魯魯日落

經濟型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記入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住，午餐自理。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魯卡塔丘

舒適型

塔國家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3.5星內陸先驅青年酒店標房)

卡塔丘塔（Kata

Code:

Tjuta）方圓40平方公里，是由

36塊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圓頂石頭組成的巨

尊貴型
（4.5星沙漠花園酒店)

石陣。這裏是阿南古男人最神聖的地方，阿南古

豪華型

女人被禁止來到這裏。前往途中在觀景台停留，

（5星沙漠風帆酒店）

欣賞卡塔丘塔的全景和近景。之後前往瓦帕峽谷

兒童（15歲以

成人

單房差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790.00

$949.00

至少與一位大人同住

$200.00

$839.00

N/A

N/A

$1089.00

$850.00

$420.00

$1149.00

$900.00

$540.00

$1199.00

$950.00

$610.00

沿著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山峰的峽谷，探尋遠古

包含：2晚酒店，2人一間酒店標間，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烏魯魯國家公園門票，烏魯魯機場到酒店往返接送，酒
店入住協助，用餐協助，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全程專業中文導游，寂靜之聲（10歲以下兒童不可以參加），空調旅游巴
士，日出茶點，日落香檳小吃。

的歷史，探索峽谷中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藍天

不含：早餐及所有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Walpa Gorge），參加一個小時的徒步之旅。

白雲，綠樹紅土的襯托下，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之後前往烏魯魯日落觀景區，尋找一個有利

年的Mutitjulu水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到

忘的日落景觀。之後前往露天餐廳，享用豐盛的

位置，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邊欣賞最為壯美的

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等。徒步結束後，乘車環游

內陸風味西餐，並暢飲美酒。晚餐後，由天文學

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陽光綫在不同的時間

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最後來到烏

家講解天空中各類星座，最後享用甜點（全程約4

和角度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產生變幻莫測的顏色

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南古人的文化和

小時）。 後返回酒店（10歲以下兒童不可以參加

和光芒，令人終生難忘。天黑後返回度假村可自

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工藝作坊，還有機會目

該項目，中文導游不陪同）

費參加烏魯魯中文攝影觀星之旅（成人$99/位，

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創作獨特的藝術作品。之後

兒童$60/位）在極少光污染的烏魯魯卡塔丘塔國

返回度假村用早餐，早餐後自由活動。您可以自

家公園內欣賞純淨的星空，瞭解有趣的天文知識，

己走到度假村的小鎮中心Town Square, 參加一些

游覽約2.5–3小時；或自費乘坐度假村巴士前往

免費的原住民文化活動。

原野星光展（門票成人$43/位，兒童$30/位），

下午2點半（夏季3點半）從度假村出發，乘車前

游覽約1小時15分鐘。

往烏魯魯國家公園，抵達馬拉徒步停車場後，開
始1個半小時的馬拉徒步之旅。您將會沿著烏魯
魯岩石下阿南古人神聖的遺迹探尋夢幻時期阿南

第二天：

古人的祖先馬拉人舉行宗教儀式、學習和生活的

烏魯魯日出

地方——陡峭的懸崖、深邃的峽谷和寧靜的水潭,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在藍天白雲和陽光的照耀下，峽谷如同燃燒的石
壁，甚為壯觀。如果有幸遇到下雨天，堪久峽谷

岩石環游

（Kantju Gorge）還會形成壯觀的岩石瀑布。整

原住民文化中心

個徒步單程1公里，往返2公里。

馬拉文化徒步

傍晚在酒店集合，前往沙漠中獨特的餐廳，它是

寂靜之聲星空晚宴

漠中一個獨特地點，在原住民樂器迪吉裏杜管演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區
（Talinguru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出。

在用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精美小食
後，走上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出的第一縷光
芒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顏色變換的奇景（天氣條
件限制）。等太陽完全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
始烏魯魯文化徒步之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
欣賞到原住民的岩畫，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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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歡迎的旅游項目，又稱為無聲勝有聲。在沙
奏聲中，手持香檳美酒，觀賞絢麗多彩、令人難

第三天:
烏魯魯（自由活動）送機
想近距離接觸沙漠駱駝的游客可自費在日出前
1小時參加駱駝日出之旅（$132/位），游覽約
2.5小時。喜歡攝影和冒險的朋友可自費乘坐直
升機俯瞰烏魯魯和卡塔丘塔巨岩以及澳洲紅色
內陸獨一無二的奇景(15分鐘$150/位或25分鐘
$245/位)。10:00AM辦理退房手續，結清自己的
雜費。導游根據客人的航班擇時送往機場，結束
難忘的烏魯魯寂靜之聲星空之旅。

NT SHORT
BREAKS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烏魯魯帝王谷探索之旅3日游
Uluru Kings Canyon Exploration Tour

Code:

UK3

天天出發
第一天：

Spring

Station）停留，您可以自費購買熱

飲或者早餐，做好攀登帝王谷的準備。後抵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達帝王谷所在的瓦塔卡國家公園（Watarrka

卡塔丘塔(奧加石）

National Park），聽從導游的安排和安全須

烏魯魯日落

知的講解，然後開始帝王谷山頂徒步探索之

中文攝影觀星

幽深的峽谷，盤旋的雲梯，下到有沙漠綠洲

旅。沿著山脊，您可以欣賞到陡峭的岩石，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
記入住，午餐自理。從酒店出發，前往烏
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卡塔丘塔（Kata Tjuta）
方圓40平方公里，是由36塊大小不一，高
低不等的圓頂石頭組成的巨石陣。這裏是
阿南古男人最神聖的地方，阿南古女人被禁
止來到這裏。前往途中在觀景台停留，欣賞
卡塔丘塔的全景和近景。之後前往瓦帕峽谷
（Walpa

Gorge），參加一個小時的徒步之

旅。沿著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山峰的峽谷，
探尋遠古的歷史，探索峽谷中生命力旺盛的

之稱的伊甸花園，然後從峽谷的對岸返回停
車場，全程3.5/4小時。（需要穿舒適輕便的
登山鞋或旅游鞋，建議有「三高」和身體不
適的人士不要參加）。 或者您也可以選擇輕
鬆愜意的河床徒步行程，漫步探索鬱鬱葱葱
的峽谷河床（往返1小時）。後前往帝王谷
度假村用午餐（自理），之後返回烏魯魯，
途中經過可以遠眺康納爾山（Mt.Conner）
及鹽湖的觀景台，最後返回艾爾斯岩度假
村。晚上自費乘坐度假村巴士前往原野星光
展（門票成人$42/位，兒童$30/位），游覽
約1小時15分鐘。需提前預定。

第三天：

落觀景區，尋找一個有利位置，一邊品嘗香

烏魯魯日出

芒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顏色變換的奇景（天氣條
件限制）。等太陽完全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
始烏魯魯文化徒步之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
欣賞到原住民的岩畫，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

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最後來到烏
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南古人的文化和
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工藝作坊，還有機會

夕陽西下，太陽光線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照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射在烏魯魯巨岩上產生變幻莫測的顏色和光

岩石環游 + 原住民文化中心

行晚餐後參加烏魯魯中文攝影觀星之旅在極

後，走上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出的第一縷光

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等。徒步結束後，乘車環游

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後前往烏魯魯日

芒，令人終生難忘。天黑後返回度假村，自

（Talinguru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出。
在用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精美小食

年的Mutitjulu水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到

植物，在藍天白雲，綠樹紅土的襯托下，

檳小吃，一邊欣賞最為壯美的烏魯魯日落。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區

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創作獨特的藝術作品。然
後返回度假村退房，乘車前往機場，結束難忘的
烏魯魯帝王谷探索之旅！

返回送機

少光污染的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內欣賞
純淨的星空，瞭解有趣的天文知識，遊覽約

標準

成人

2.5-3小時。

露營型

第二天：
帝王谷一日游
注明：每年11月到來年3月，如果帝王谷的
氣溫達到36度，瓦塔卡國家公園為了游客安
全著想，規定帝王谷的北岸關閉不開放，只
能參加南岸的徒步，時間往返大致2小時。
清晨從艾爾斯岩度假村出發，前往
帝王谷，途中在帝王溪休息站（Curtin

（提供固定舒适帳篷，两人共享）

經濟型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舒適型
（3.5星內陸先驅青年酒店標房)

尊貴型
（4.5星沙漠花園酒店)

豪華型
（5星沙漠風帆酒店）

$949.00

兒童（15歲以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790.00
至少與一位大人同住

單房差

$200.00

$839.00

N/A

N/A

$1089.00

$850.00

$420.00

$1149.00

$900.00

$540.00

$1199.00

$950.00

$610.00

包含：2晚酒店，2人一間酒店標間，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烏魯魯國家公園門票，烏魯魯機場到酒店往返接送，酒店入住協
助，用餐協助，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全程專業中文導游，帝王谷之旅，中文觀星之旅，空調旅游巴士，日出茶點，日落香檳小吃。
不含：早餐及所有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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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烏魯魯帝王谷愛麗斯泉4天全景游
Uluru, Kings & Alice Panorama Tour 4 Days

Code:

UA4A

天天出發
第一天：

第二天：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帝王谷一日游

卡塔丘塔(奧加石）+ 烏魯魯日落

（注明：每年11月到來年3月，如果帝王谷的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記
入住，午餐自理。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魯
卡塔丘塔國家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卡塔丘塔（Kata

Tjuta）方圓40平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岩石環游 + 原住民文化中心

氣溫達到36度，瓦塔卡國家公園為了游客安

前往愛麗斯泉

全著想，規定帝王谷的北岸關閉不開放，只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

能參加南岸的徒步，時間往返大致2小時。）

區（Talinguru

清晨從艾爾斯岩度假村出發，前往帝王

出。在用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

方公里，是由36塊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

谷，途中在帝王溪休息站（Curtin

Spring

精美小食後，走上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

圓頂石頭組成的巨石陣。這裏是阿南古男人

Station）停留，您可以自費購買熱飲或者早

出的第一縷光芒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顏色

最神聖的地方，阿南古女人被禁止來到這

餐，做好攀登帝王谷的準備。後抵達帝王谷

變換的奇景（天氣條件限制）。等太陽完

裏。前往途中在觀景台停留，欣賞卡塔丘塔

所在的瓦塔卡國家公園（Watarrka National

全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始烏魯魯文化

的全景和近景。之後前往瓦帕峽谷（Walpa

Park），聽從導游的安排和安全須知的講

徒步之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欣賞到原

Gorge），參加一個小時的徒步之旅。沿著

解，然後開始帝王谷山頂徒步探索之旅。沿

住民的岩畫，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年

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山峰的峽谷，探尋遠古

著山脊，您可以欣賞到陡峭的岩石，幽深的

的Mutitjulu水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

的歷史，探索峽谷中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

峽谷，盤旋的雲梯，下到有沙漠綠洲之稱的

到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等。徒步結束後，乘

藍天白雲，綠樹紅土的襯托下，體會大自然

伊甸花園，然後從峽谷的對岸返回停車場，

車環游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

的鬼斧神工。之後前往烏魯魯日落觀景區，

全程3.5/4小時。（需要穿舒適輕便的登山

最後來到烏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

尋找一個有利位置，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

鞋或旅游鞋，建議有「三高」和身體不適的

南古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

邊欣賞最為壯美的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

人士不要參加）。或者您也可以選擇輕鬆愜

工藝作坊，還有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

太陽光綫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照射在烏魯魯

意的河床徒步行程，漫步探索鬱鬱葱葱的峽

創作獨特的藝術作品。然後返回度假村退房

巨岩上產生變幻莫測的顏色和光芒，令人終

谷河床（往返1小時）。後前往帝王谷度假

（10:00AM前），午餐後乘旅遊巴士(英文）

生難忘。天黑後返回度假村可自費參加烏魯

村用午餐（自理），之後返回烏魯魯，途中

前往愛麗斯泉，沿著麥克唐納山脈一路觀看

魯中文攝影觀星之旅（成人$99/位，兒童

經過可以遠眺康納爾山（Mt.Conner）及鹽

奇異的內陸風光，傍晚抵達北領地第二大城

$60/位）在極少光污染的烏魯魯卡塔丘塔國

湖的觀景台，最後返回艾爾斯岩度假村。

市，沙漠綠洲-愛麗斯泉，入住酒店。

第三天：

第四天：

烏魯魯日出

離開愛麗絲泉（送機）

家公園內欣賞純淨的星空，瞭解有趣的天文
知識，游覽約2.5-3小時；或自費乘坐度假村
巴士前往原野星光展（門票成人$43/位，兒
童$30/位），游覽約1小時15分鐘。

標準
露營型
（烏魯魯段提供營地帳篷兩人共享一個，
愛麗絲泉為背包客酒店）

經濟型
（烏魯魯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愛
麗絲泉背包客酒店）

舒適型
（3.5星內陸先驅青年酒店標房 ，愛麗絲泉
Ibis Hotel或同級)

尊貴型
（烏魯魯：4.5星沙漠花園酒店，愛麗絲
泉Lasseter Casino Hotel標準間）

豪華型
（烏魯魯：5星沙漠風帆酒店，愛麗絲
泉：Lasseters Casino Hotel 豪華房）

成人

$1230.00

兒童（15歲以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870.00
至少與一位大人同住

早上自由活動，您可以參加內陸熱氣球之旅

單房差

$240.00

（$295/30分鐘，$390/60分鐘外加保險），
途中您將真正感受到澳洲中部遼闊的沙漠美
景，成群的袋鼠和駱駝在您的腳下奔跑，麥克
唐納山的日出照紅整個大地，讓您感受大自然
的神奇。後返回酒店，10:00AM前退房，乘車

$1120.00

N/A

N/A

前往機場（英文），搭乘航班飛往您的下一

$1399.00

$1000.00

$530.00

如果是4人或以上，您也可以自費參加麥克

$1449.00

$1050.00

$630.00

站。
唐納山半日游，費用成人100澳幣每人。小
孩（2-15歲）70澳幣每人。早餐後在導游帶
領下游覽西麥克唐納山脈（West

McDonald

Ranges），探索風景如畫的辛普森山口

$1529.00

$1100.00

$710.00

（Simpsons Gap），後返回愛麗斯泉，前往
ANZAC

Hill，鳥瞰愛麗斯泉和麥克唐納山全

景，之後前往Todd Mall步行街，參觀各種特
包含：烏魯魯2晚酒店Room only，愛麗絲泉酒店2人一間含早餐，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烏魯魯國家公園門票，
烏魯魯機場到酒店往返接送，酒店入住協助，用餐協助，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全程專業中文導游，露營及經濟型只
包含床位，帝王谷之旅，烏魯魯到愛麗斯泉交通，空調旅游巴士，日出茶點，日落香檳小吃。

色的原住民藝術品，紀念品商店，選購喜歡

不含：烏魯魯早餐及所有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結束難忘的烏魯魯帝王谷愛麗絲泉全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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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品，後根據航班時間擇時前往機場，

NT SHORT
BREAKS

愛麗絲泉 帝王谷 烏魯魯4天深度游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Alice, Kings & Uluru Indepth Tour 4 Days

Code:

UA4C

天天出發

第一天（英文團）：

卡塔丘塔（Kata

Tjuta）方圓40平方公里，

清晨從艾爾斯岩度假村出發，前往帝王
Spring

是由36塊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圓頂石頭

谷，途中在帝王溪休息站（Curtin

組成的巨石陣。這裏是阿南古男人最神聖的

Station）停留，您可以自費購買熱飲或者早

到達愛麗絲泉，接機後入住酒店。

地方，阿南古女人被禁止來到這裏。前往途

餐，做好攀登帝王谷的準備。後抵達帝王谷

02:00PM出發（3-11月天天出發，12-2月週

中在觀景台停留，欣賞卡塔丘塔的全景和近

所在的瓦塔卡國家公園（Watarrka National

一，四，六出發）參加愛麗絲泉市區游，包

景。之後前往瓦帕峽谷（Walpa Gorge），

Park），聽從導游的安排和安全須知的講

括電報站， 皇家飛行醫院，空中學校，爬行

參加一個小時的徒步之旅。沿著卡塔丘塔最

解，然後開始帝王谷山頂徒步探索之旅。沿

動物中心，後前往ANZAC Hill，鳥瞰愛麗斯泉

高的兩座山峰的峽谷，探尋遠古的歷史，探

著山脊，您可以欣賞到陡峭的岩石，幽深的

和麥克唐納山全景。（遊覽時長大約4小時）

索峽谷中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藍天白雲，

峽谷，盤旋的雲梯，下到有沙漠綠洲之稱的

綠樹紅土的襯托下，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

伊甸花園，然後從峽谷的對岸返回停車場，

工。之後前往烏魯魯日落觀景區，尋找一個

全程3.5/4小時。（需要穿舒適輕便的登山

有利位置，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邊欣賞最

鞋或旅游鞋，建議有「三高」和身體不適的

為壯美的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陽光綫

人士不要參加）。或者您也可以選擇輕鬆愜

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產

意的河床徒步行程，漫步探索鬱鬱葱葱的峽

生變幻莫測的顏色和光芒，令人終生難忘。

谷河床（往返1小時）。後前往帝王谷度假

天黑後返回度假村可自費參加烏魯魯中文攝

村用午餐（自理），之後返回烏魯魯，途中

影觀星之旅（成人$99/位，兒童$60/位）

經過可以遠眺康納爾山（Mt.Conner）及鹽

在極少光污染的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內

湖的觀景台，最後返回艾爾斯岩度假村。

到達愛麗絲泉 -> 接機

欣賞純淨的星空，瞭解有趣的天文知識，
游覽約2.5-3小時；或自費乘坐度假村巴士

第二天：

前往原野星光展（門票成人$43/位，兒童
$30/位），游覽約1小時15分鐘。

愛麗絲泉-艾爾斯岩
卡塔丘塔(奧加石）巨石群

到達烏魯魯，辦理酒店入住，午餐自理。
下午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
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標準
露營型
（提供固定舒适帳篷，两人共享）

經濟型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舒適型
（3.5星內陸先驅青年酒店標房，愛麗絲泉
Ibis Hotel或同級)

尊貴型
（烏魯魯：4.5星沙漠花園酒店，愛麗絲泉
Lasseter Casino Hotel豪華房）

豪華型
（烏魯魯：5星沙漠風帆酒店，愛麗絲
泉：Lasseters Casino Hotel 高級豪華房）

岩石環游

帝王谷一日游

一早，搭車前往烏魯魯（英文巴士）。午後

烏魯魯日出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第三天（中文團）：

烏魯魯觀日落

第四天：

原住民文化中心

（注明：每年11月到來年3月，如果帝王谷的
氣溫達到36度，瓦塔卡國家公園為了游客安

返回送機

全著想，規定帝王谷的北岸關閉不開放，只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

能參加南岸的徒步，時間往返大致2小時。）

區（Talinguru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

成人

$1340.00

出。在用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

兒童（15歲以

單房差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930.00
至少與一位大人同住

精美小食後，走上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
出的第一縷光芒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顏色

$240.00

變換的奇景（天氣條件限制）。等太陽完
全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始烏魯魯文化

$1230.00

N/A

N/A

徒步之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欣賞到原

$1509.00

$1060.00

$530.00

的Mutitjulu水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

$1559.00

$1110.00

$630.00

住民的岩畫，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年
到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等。徒步結束後，乘
車環游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
最後來到烏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
南古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

$1639.00

$1160.00

$710.00

包含：烏魯魯2晚酒店Room only，愛麗絲泉酒店2人一間含早餐，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烏魯魯國家公園門票，烏
魯魯機場到酒店往返接送，酒店入住協助，用餐協助，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全程專業中文導游，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
位，帝王谷之旅，烏魯魯到愛麗斯泉交通，空調旅游巴士，日出茶點，日落香檳小吃。

工藝作坊，還有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
創作獨特的藝術作品。之後返回度假村退房
（10:00AM前）後，乘車前往機場，結束難
忘的烏魯魯帝王谷愛麗絲泉深度游。

不含：烏魯魯早餐及所有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17

NT SHORT
BREAKS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烏魯魯帝王谷星光晚宴精華游
Uluru, Kings & FOL Dinner 4 Days

Code:

UKF4

天天出發

第一天：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達到36度，瓦塔卡國家公園為了游客安全著想，

巨岩上顏色變換的奇景（天氣條件限制）。等太陽

規定帝王谷的北岸關閉不開放，只能參加南岸的徒

完全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始烏魯魯文化徒步之

卡塔丘塔(奧加石）

步，時間往返大致2小時。）

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欣賞到原住民的岩畫，

烏魯魯日落 + 中文攝影觀星

清晨從艾爾斯岩度假村出發，前往帝王谷，途中

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年的Mutitjulu水潭，瞭解當

在帝王溪休息站（Curtin Spring Station）停留，

地的特色植物，聽到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等。徒步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記入住，

您可以自費購買熱飲或者早餐，做好攀登帝王谷

結束後，乘車環游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

午餐自理。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

的準備。後抵達帝王谷所在的瓦塔卡國家公園

色。最後來到烏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瞭解阿南

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卡塔丘塔

（Watarrka National Park），聽從導游的安排和安

古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工藝作坊，

（Kata Tjuta）方圓40平方公里，是由36塊大小不

全須知的講解，然後開始帝王谷山頂徒步探索之

還有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創作獨特的藝術作

一，高低不等的圓頂石頭組成的巨石陣。這裏是阿

旅。沿著山脊，您可以欣賞到陡峭的岩石，幽深

品。之後返回度假村後自由活動。您可以自己走到

南古男人最神聖的地方，阿南古女人被禁止來到這

的峽谷，盤旋的雲梯，下到有沙漠綠洲之稱的伊甸

度假村的小鎮中心（Town Square）, 參加一些免費

裏。前往途中在觀景台停留，欣賞卡塔丘塔的全景

花園，然後從峽谷的對岸返回停車場，全程3.5/4

的原住民文化活動。

和近景。之后前往瓦帕峽谷（Walpa Gorge），參

小時。（需要穿舒適輕便的登山鞋或旅游鞋，建議

下午2點半（夏季3點半）從度假村出發，乘車前

加一個小時的徒步之旅。沿著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

有「三高」和身體不適的人士不要參加）。或者您

往烏魯魯國家公園，抵達馬拉徒步停車場後，開

山峰的峽谷，探尋遠古的歷史，探索峽谷中生命力

也可以選擇輕鬆愜意的河床徒步行程，漫步探索鬱

始1個半小時的馬拉徒步之旅。您將會沿著烏魯魯

旺盛的植物，在藍天白雲，綠樹紅土的襯托下，體

鬱葱葱的峽谷河床（往返1小時）。後前往帝王谷

岩石脚下阿南古人神聖的遺迹探尋夢幻時期阿南古

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后前往烏魯魯日落觀景

度假村用午餐（自理），之後返回烏魯魯，途中經

人的祖先馬拉人舉行宗教儀式、學習和生活的地

區，尋找一個有利位置，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邊

過可以遠眺康納爾山（Mt.Conner）及鹽湖的觀景

方——陡峭的懸崖、深邃的峽谷和寧靜的水潭，在

欣賞最為壯美的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陽光線

台，最後返回艾爾斯岩度假村。

藍天白雲和陽光的照耀下，峽谷如同燃燒的石壁，

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產生變
幻莫測的顏色和光芒，令人終生難忘。天黑后返回

甚為壯觀。如果有幸遇到下雨天，堪久峽谷（Kantju

第三天：
烏魯魯日出 +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Gorge）還會形成壯觀的岩石瀑布。整個徒步單程1

賞純淨的星空，了解有趣的天文知識，游覽約2.5-3

岩石環游 + 原住民文化中心

傍晚在酒店集合（日落前1小時），乘坐度假村專用

小時。

馬拉文化徒步 + 原野星光晚宴

度假村可，自行晚餐後參加烏魯魯中文攝影觀星之
旅，在極少光污染的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內欣

第二天（中文團）：
帝王谷一日游

和小吃，邊觀賞「烏魯魯原野星光」逐漸盛放的過
程，後前往獨特的戶外餐廳，享受叢林美食激發的

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精美小食後，走上日

三道菜式的自助晚餐，欣賞迪吉裡杜樂管演奏和原

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出的第一縷光芒照射在烏魯魯

住民表演，晚餐後自行導覽穿行在「烏魯魯原野星

成人

露營型

$1299.00

經濟型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舒適型
（3.5星內陸先驅青年酒店標房)

尊貴型
（4.5星沙漠花園酒店)

豪華型
（5星沙漠風帆酒店）

兒童（15歲以

光」中，欣賞如夢似幻的光的唯美藝術展。返回酒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單房差

$1110.00

$300.00

$1229.00

N/A

N/A

$1509.00

$1090.00

$600.00

至少與一位大人同住

店前，回到沙漠觀景平台，享用甜點和熱巧克力，
再次欣賞「烏魯魯原野星光」。(全程約5小時) 後返
回酒店(9歲以下兒童不可以參加該項目，中文導游
不陪同)。

第四天：
烏魯魯（自由活動）-> 送機
想近距離接觸沙漠駱駝的游客可自費在日出前1

$1599.00

$1180.00

$780.00

$1699.00

$1280.00

$880.00

包含：3晚酒店，2人一間酒店標間，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烏魯魯國家公園門票，烏魯
魯機場到酒店往返接送，酒店入住協助，用餐協助，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全程專業中文導游，中文攝影觀星團，原野星
光晚宴 (10歲以下兒童不能參加， 中文導游不陪同），空調旅游巴士，日出茶點，日落香檳小吃。 不含：早餐及所有正
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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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在沙漠觀景平台以烏魯魯為背景，邊享用香檳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出。在用

標準
（提供固定舒适帳篷，两人共享）

巴士，前往參加原野星光晚宴。首先前往特定的沙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區
（Talinguru

（注明：每年11月到來年3月，如果帝王谷的氣溫

公里，往返2公里。

小時參加駱駝日出之旅（$132/位），游覽約2.5
小時。喜歡攝影和冒險的朋友可自
俯瞰烏魯魯和卡塔丘塔巨岩以及澳洲

費乘坐直升機
紅色內陸獨

一無二的奇景(15分鐘$150/位或25分鐘$245/位)
。10:00AM辦理退房手續，結清自己的雜費。導游
送往機場乘機，結束難忘的烏魯魯帝王谷原野星光
晚宴精華之旅。

NT SHORT
BREAKS

甘號縱貫北領地雙遺產之旅8日游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Uluru, The Ghan & Top End 8 Days

第一天：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卡塔丘塔(奧加石）+ 烏魯魯日落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記入住，
午餐自理。行程請参考第7頁一日游 - AY01卡塔丘塔

往Todd Street 步行街，參觀選購原住民手工藝品等。下
午5點前由導游送到愛麗絲泉火車站（Alice Springs Train
Station @ George Crescent, Alice Springs NT您可以托運
兩件行李，每件不超過20公斤，洗漱用品，換洗衣物，
備用藥，貴重物品等請放在隨身携帶的手提行李帶上車
厢，其他大件行李按照火車公司要求需要托運）登上甘
號列車， 開始精彩的火車旅程。

Code:

UGK8

每周五出發
崖峭壁，雄偉壯觀同時欣賞原住民的精彩壁畫。結
束後送回火車，下午5:30終於到達北領地首府-達爾
文。導游接站送往達爾文酒店 。

和烏魯魯日落之旅。

第二天：
帝王谷一日游
注明：每年11月到來年3月，如果帝王谷的氣溫達到36度，
瓦塔卡國家公園為了游客安全著想，規定帝王谷的北岸關
閉不開放，只能參加南岸的徒步，時間往返大致2小時。
行程請参考第8頁 - AY03帝王谷一日游。

第六天：
達爾文 -> 卡卡杜國家公園 -> 達爾文

第三天：
烏烏魯魯日出 +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岩石環游 + 原住民文化中心 + 前往愛麗斯泉
行程請参考第7頁 - AY02烏魯魯日出和岩石環游。
返回度假村後退房（10:00AM前），午餐後乘旅游
巴士前往愛麗斯泉（英文司機），沿著麥克唐納山
脈一路觀看奇異的內陸風光，傍晚抵達北領地第二
大城市，沙漠綠洲-愛麗斯泉，入住酒店。

第四天：
愛麗絲泉 -> 甘號火車
全天自由活動，您可以自費參加愛麗絲泉熱氣球之旅
（需提前一天預定）或者在酒店享用早餐，然後自行前

標準
經濟型
（烏魯魯：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第五天：
甘號火車 -> 凱瑟琳 -> 達爾文
早餐後，在凱瑟琳下車，專車前往尼特米魯克國家公
園。它是由13座峽谷成占地約3,000平方公里的峽谷
國家公園。在過去的2500萬年中，氣勢磅礴的凱瑟
琳河將流經地方沖刷成了13個壯觀的凱瑟琳峽谷，
抵達後來一趟峽谷游船之旅，欣賞兩岸峽谷風光，這
裏峽谷幽深，景色獨具，峽谷裏生長著豐富多彩的熱
帶職務，栖息著種類繁多的鳥類，仰望六十公尺的斷

成人

$2899.00

兒童（15歲以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N/A

單房差

N/A

尊貴型
（烏魯魯：4.5星沙漠花園酒店，愛麗絲
泉Lasseter Casino Hotel豪華房 ，達爾
文：Ramada Suites Darwin, Argus Hotel,
Club Tropical Resort或同級）

$3599.00

$2480.00

$1880.00

$4799.00

$3680.00

$2690.00

豪華型
（烏魯魯：5星沙漠風帆酒店，愛麗絲
泉：Lasseters Casino Hotel高級豪華房，
達爾文：Skycity或者Hilton Darwin）

包含：愛麗絲泉-達爾文單程火車票（露營型及經濟型黃金單人包廂Gold Single Service，尊貴型雙人黃金包廂Gold Service及
豪華型軟臥Platinum Service含火車三餐），烏魯魯2晚酒店Room only, 愛麗絲泉酒店1晚酒店含早餐，達爾文3晚酒店含早
餐，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所有門票及行程內遊覽，達爾文day6,7含午餐，全程機場接送。
不含：烏魯魯早餐及所有正餐（有標明的除外），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備註：火車段行程沒有中文導游服務。

早餐後沿著馬拉凱平原，欣賞車窗兩旁無邊無際的
熱帶季風雨林和沼澤濕地，前往卡卡杜國家公園。
卡卡杜國家公園面積2萬平方公里，是澳洲最大的國
家公園，這裏以其完美自然的生態，古老悠久的原
住民文化而獲得世界自然和文化雙遺產，和澳大利
亞的生物寶庫。嶙峋的峭壁，茂盛的雨林，神秘的
岩畫，數十種魚類及兩栖動物，數以百計的鳥類，
數以千計的昆蟲，及成群的野牛，成片的紅樹林，
嫡嫩的睡蓮，波光粼粼的水潭，構成了卡卡杜國家
公園迷人的畫卷。抵達國家公園後，首先游覽諾郎
吉岩畫藝術區，參觀獨具澳洲特色的土著岩畫，這
些X光綫風格的藝術作品為您瞭解原住民歷史文化提
供了深度視角。午餐後乘坐黃水湖游船，近距離觀
賞各種植物，鳥類，鱷魚等，之後參觀瓦拉監原住
民文化中心，瞭解比寧杰（Bininj）人傳統的文化及
生活方式。後乘車返回，大約19:30到達爾文酒店。

第七天：
達爾文 -> 裏奇菲爾德國家公園 -> 達爾文
早餐後前往裏奇菲爾德國家公園。公園位於達爾文
以南100公里，占地700平方公里。這裏有季風性熱
帶雨林和全年流動的瀑布景觀。抵達公園，在導游
帶領下觀察構造精巧的白蟻山丘，游覽兩條瀑布彙
在一起形成的飛流直下的弗洛倫薩瀑布，然後參觀
托莫瀑布（Tolmer Falls），午餐於公園內享用日式
或西式午餐盒，之後前往旺吉瀑布（Wangi Falls）的
岩石水潭游泳（如果條件許可）。後返回達爾文，
大約6點抵達酒店。

第八天：
達爾文 -> 原居地
早餐後自由活動，10點前退房並結清雜費。擇時送

機，前往機場，乘機返回原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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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UAD7

NT SHORT
BREAKS

北領地南北精華7日游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Uluru Alice & Top End 7 Days
第一天：
抵達烏魯魯（艾爾斯岩）

第三天：
烏魯魯日出 + 庫尼亞原住民文化徒步之旅

卡塔丘塔(奧加石） + 烏魯魯日落

岩石環游 + 原住民文化中心

到達烏魯魯，導游接機，送客人去酒店登記入住，

前往愛麗斯泉

午餐自理。從酒店出發，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

日出前乘車跟隨導游前往烏魯魯日出觀景區

熱帶季風雨林和沼澤濕地，前往卡卡杜國家公園。

Nyakunitjaku）欣賞烏魯魯日出。在用

卡卡杜國家公園面積2萬平方公里，是澳洲最大的

完我們為您準備的熱茶，咖啡和精美小食後，走上

國家公園，這裏以其完美自然的生態，古老悠久的

一，高低不等的圓頂石頭組成的巨石陣。這裏是阿

日出觀景平臺見證太陽發出的第一縷光芒照射在烏

原住民文化而獲得世界自然和文化雙遺產，和澳大

南古男人最神聖的地方，阿南古女人被禁止來到這

魯魯巨岩上顏色變換的奇景（天氣條件限制）。等

利亞的生物寶庫。嶙峋的峭壁，茂盛的雨林，神

裏。前往途中在觀景台停留，欣賞卡塔丘塔的全景

太陽完全升起後，導游帶領大家開始烏魯魯文化徒

秘的岩畫，數十種魚類及兩栖動物，數以百計的鳥

公園（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卡塔丘塔
（Kata

Tjuta）方圓40平方公里，是由36塊大小不

和近景。之後前往瓦帕峽谷（Walpa

Gorge），參

（Talinguru

第五天：
達爾文 -> 卡卡杜國家公園 -> 達爾文
早餐後沿著馬拉凱平原，欣賞車窗兩旁無邊無際的

步之旅。沿著Kuniya小路您可以欣賞到原住民的岩

類，數以千計的昆蟲，及成群的野牛，成片的紅樹

加一個小時的徒步之旅。沿著卡塔丘塔最高的兩座

畫，看到原住民賴以生存上千年的Mutitjulu水潭，

林，嫡嫩的睡蓮，波光粼粼的水潭，構成了卡卡杜

山峰的峽谷，探尋遠古的歷史，探索峽谷中生命

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聽到原住民的傳統故事等

國家公園迷人的畫卷。抵達國家公園後，首先游覽

力旺盛的植物，在藍天白雲，綠樹紅土的襯托下，

等。徒步結束後，乘車環游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

諾郎吉岩畫藝術區，參觀獨具澳洲特色的土著岩

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後前往烏魯魯日落觀

角度的景色。最後來到烏魯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

畫，這些X光綫風格的藝術作品為您瞭解原住民歷

景區，尋找一個有利位置，一邊品嘗香檳小吃，一

瞭解阿南古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參觀Maruku手工

史文化提供了深度視角。午餐後乘坐黃水湖游船，

邊欣賞最為壯美的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陽光

藝作坊，還有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創作獨特

近距離觀賞各種植物，鳥類，鰐魚等，之後參觀瓦

綫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照射在烏魯魯巨岩上產生變

的藝術作品。之後返回度假村退房（10:00AM前）

拉監原住民文化中心，瞭解比寧杰（Bininj）人傳統

幻莫測的顏色和光芒，令人終生難忘。天黑後返回

午餐後乘旅游巴士前往愛麗斯泉（英文司機），沿

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後乘車返回，大約19:30回到達

度假村可自費參加烏魯魯中文攝影觀星之旅（成人

著麥克唐納山脉一路觀看奇异的內陸風光，傍晚抵

爾文酒店。

$99/位，兒童$60/位）在極少光污染的烏魯魯卡塔

達北領地第二大城市，沙漠綠洲-愛麗斯泉，入住酒
店。

第六天：
達爾文 -> 裏奇菲爾德國家公園 -> 達爾文

第四天：
愛麗絲泉-達爾文

早餐後前往裏奇菲爾德國家公園。公園位於達爾文以

早餐後退房，乘坐機場穿梭巴士前往愛麗絲泉機

林和全年流動的瀑布景觀。抵達公園，在導游帶領下

場，建議搭乘中午12點15左右航班飛往達爾文。抵

觀察構造精巧的白蟻山丘，游覽兩條瀑布彙在一起

達後導游接機，前往北領地藝術博物館。博物館為

形成的飛流直下的弗洛倫薩瀑布，然後參觀托莫瀑布

（注明：每年11月到來年3月，如果帝王谷的氣溫達

您呈現出北領地達爾文及周邊地區最具特點的動植

（TolmerFalls），午餐於公園內里享用日式或西式午

到36度，瓦塔卡國家公園為了游客安全著想，規定

物及礦物標本，如蝴蝶、魚類、鳥類、兩栖動物及

餐盒，之後前往旺吉瀑布（WangiFalls）的岩石水潭

帝王谷的北岸關閉不開放，只能參加南岸的徒步，

多種礦石等等，還可見到巨型蟻丘 和鱷 魚「甜心」

游泳（如果條件許可），或者穿越灌木叢爬到瀑布頂

時間往返大致2小時。）

。此外，颱風崔西也有她的單獨展區，讓人們在為

端游玩。後返回達爾文，大約6點抵達酒店。

清晨從艾爾斯岩度假村出發，前往帝王谷，途中

歷史的那一天而感傷，也對大自然心生敬畏。您還

在帝王溪休息站（Curtin Spring Station）停留，

可以觀賞到不定期展出的各類藝術展品。結束博物

您可以自費購買熱飲或者早餐，做好攀登帝王谷

館的行程後，跟隨導游一起穿梭在達爾文市區的每

第七天：
達爾文 -> 原居地

的準備。後抵達帝王谷所在的瓦塔卡國家公園

個角落。車輛將停靠在達爾文港，城市東端，最後

（Watarrka National Park），聽從導游的安排和安

早餐後自由活動，10:00AM前退房並結清雜費。您可

在著名的明迪海灘欣賞世界十大最美落日——舉杯

全須知的講解，然後開始帝王谷山頂徒步探索之

以自費選擇：達爾文自然野趣半日游（7小時 $180澳幣

與達爾文的夕陽同醉。後入住酒店。

每人）或者達爾文海釣半日游（5小時 $210澳幣每人）

丘塔國家公園內欣賞純淨的星空，瞭解有趣的天文
知識，游覽約2.5-3小時；或自費乘坐度假村巴士前
往原野星光展（門票成人$43/位，兒童$30/位），
游覽約1小時15分鐘。

第二天：
帝王谷一日游

南100公里，占地700平方公里。這裏有季風性熱帶雨

旅。沿著山脊，您可以欣賞到陡峭的岩石，幽深的
峽谷，盤旋的雲梯，下到有沙漠綠洲之稱的伊甸花
園，然後從峽谷的對岸返回停車場，全程3.5/4小
時。（需要穿舒適輕便的登山鞋或旅游鞋，建議有
「三高」和身體不適的人士不要參加）。或者您也
可以選擇輕鬆愜意的河床徒步行程，漫步探索鬱鬱
葱葱的峽谷河床（往返1小時）。後前往帝王谷度假
村用午餐（自理），之後返回烏魯魯，途中經過可
以遠眺康納爾山（Mt.Conner）及鹽湖的觀景台，
最後返回艾爾斯岩度假村。

兒童（15歲以

標準

成人

經濟型

$2029.00

N/A

N/A

$2729.00

$1780.00

$1150.00

$3029.00

$1980.00

$1300.00

（烏魯魯： 內陸先驅青年旅社四人一間）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單房差

尊貴型
（烏魯魯：4.5星沙漠花園酒店，愛麗絲
泉Lasseter Casino Hotel豪華房 ，達爾
文：Ramada Suites Darwin, Argus Hotel,
Club Tropical Resort或同級）

豪華型
（烏魯魯：5星沙漠風帆酒店，愛麗絲
泉：Lasseters Casino Hotel高級豪華房，
達爾文：Skycity或者Hilton Darwin）

包含：烏魯魯2晚酒店Room only, 愛麗絲泉酒店1晚酒店含早餐，達爾文3晚酒店含早餐，露營及經濟型只包含床位，所
有門票及行程內遊覽，達爾文day6,7含午餐，全程機場接送。
不含：烏魯魯早餐及所有正餐（有標明的除外），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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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達爾文卡卡杜裏奇菲爾德4日精華游
Darwin, Kakadu & Litchfield Highlight Tour 4 Days

第一天：

Code:

DKL4
團
中文

卡杜國家公園。卡卡杜國家公園面積2萬平

達公園，在導游帶領下觀察構造精巧的白蟻山

方公里，是澳洲最大的國家公園，這裏以其

丘，游覽兩條瀑布彙在一起形成的飛流直下

完美自然的生態，古老悠久的原住民文化而

的弗洛倫薩瀑布，然後參觀托莫瀑布（Tolmer

抵達後導游接機（請選擇下午2:30PM前抵

獲得世界自然和文化雙遺產，和澳大利亞的

Falls），午餐於公園內里享用日式或西式午餐

達的航班），前往北領地藝術博物館。博物

生物寶庫。嶙峋的峭壁，茂盛的雨林，神秘

盒，之後前往旺吉瀑布（Wangi Falls）的岩石

館為您呈現出北領地達爾文及周邊地區最具

的岩畫，數十種魚類及兩栖動物，數以百計

水潭游泳（如果條件許可）。後返回達爾文，

特點的動植物及礦物標本，如蝴蝶、魚類、

的鳥類，數以千計的昆蟲，及成群的野牛，

大約6點抵達酒店。

鳥類、兩棲動物及多種礦石等等，還可見到

成片的紅樹林，嫡嫩的睡蓮，波光粼粼的水

巨型蟻丘和鱷魚「甜心」。此外，颱風崔西

潭，構成了卡卡杜國家公園迷人的畫卷。

也有她的單獨展區，讓人們在為歷史的那一

抵達國家公園後，首先游覽諾郎吉岩畫藝術

天而感傷，也對大自然心生敬畏。您還可以

區，參觀獨具澳洲特色的土著岩畫，這些X

達爾文 -> 原住地

觀賞到不定期展出的各類藝術展品。結束博

光綫風格的藝術作品為您瞭解原住民歷史

早餐後自由活動，10 : 00AM前退房并結清雜

物館的行程後，跟隨導游一起穿梭在達爾文

文化提供了深度視角。午餐後乘坐黃水湖游

費。您可以自費選擇：達爾文自然野趣半日游

市區的每個角落。車輛將停靠在達爾文港，

船，近距離觀賞各種植物，鳥類，鰐魚等，

（7小時$180澳幣每人）或者達爾文海釣半日

城市東端，最後在著名的明迪海灘欣賞世界

之後參觀瓦拉監原住民文化中心，瞭解比寧

游（5小時$210澳幣每人）。擇時送機，前往機

十大最美落日——舉杯與達爾文的夕陽同

杰（Bininj）人傳統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後

場，乘機返回原住地。

醉。 後入住酒店。

乘車返回，大約19:30回到達爾文酒店。

第二天：

第三天：
達爾文

原住地 -> 達爾文

達爾文

第四天：

裏奇菲爾德國家公園

卡卡杜國家公園

達爾文

達爾文
早餐後沿著馬拉凱平原，欣賞車窗兩旁無邊
無際的熱帶季風雨林和沼澤濕地，前往卡

標準
經濟型

早餐後前往裏奇菲爾德國家公園。公園位於達
爾文以南100公里，占地700平方公里。這裏有
季風性熱帶雨林和全年流動的瀑布景觀。抵

成人

兒童（15歲以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單房差

$880.00

N/A

N/A

（Ramada Suites Darwin, Argus Hotel, Club
Tropical Resort或同級）

$1130.00

$730.00

$380.00

豪華型

$1230.00

$830.00

$530.00

（背包客酒店，不含早餐）

尊貴型

（Skycity或Hilton Darwin）

報價包含：3晚酒店及早餐，行程內景點門票及游覽， 第二及第三天午餐， 全程機場接送。
不含：所有其他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旅游貼士：請穿著舒適健步鞋，太陽鏡，防曬霜，遮陽帽，相機，飲水瓶，游泳衣，5-10月建議携帶一件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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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卡卡杜凱瑟琳深度4日游

北領地經典
旅行套餐

Darwin, Kakadu & Katherine Gorge Indepth Tour 4 Days

Code:

4
DKK
文團
中英

第一天：

第二天：（中文團）

原住地

達爾文 -> 卡卡杜國家公園

達爾文

達爾文

抵達後導游接機（請選擇下午2:30點前抵

早餐後沿著馬拉凱平原，欣賞車窗兩旁無邊

達的航班），前往北領地藝術博物館。博

無際的熱帶季風雨林和沼澤濕地，前往卡卡

物館為您呈現出北領地達爾文及周邊地區

杜國家公園。卡卡杜國家公園面積2萬平方

最具特點的動植物及礦物標本，如蝴蝶、

公里，是澳洲最大的國家公園，這裏以其完

魚類、鳥類、兩棲動物及多種礦石等等，

美自然的生態，古老悠久的原住民文化而獲

還可見到巨型蟻丘和鱷魚「甜心」。此

得世界自然和文化雙遺產，和澳大利亞的

外，颱風崔西也有她的單獨展區，讓人們

生物寶庫。嶙峋的峭壁，茂盛的雨林，神秘

在為歷史的那一天而感傷，也對大自然心

的岩畫，數十種魚類及兩栖動物，數以百計

生敬畏。您還可以觀賞到不定期展出的各

的鳥類，數以千計的昆蟲，及成群的野牛，

類藝術展品。結束博物館的行程後，跟隨

成片的紅樹林，嫡嫩的睡蓮，波光粼粼的水

導游一起穿梭在達爾文市區的每個角落。

潭，構成了卡卡杜國家公園迷人的畫卷。

車輛將停靠在達爾文港，城市東端，最後

抵達國家公園後，首先游覽諾郎吉岩畫藝術

在著名的明迪海灘欣賞世界十大最美落

區，參觀獨具澳洲特色的土著岩畫，這些X

日——舉杯與達爾文的夕陽同醉。 後入住

光綫風格的藝術作品為您瞭解原住民歷史文

酒店。

化提供了深度視角。午餐後乘坐黃水湖游
船，近距離觀賞各種植物，鳥類，鰐魚等，
之後參觀瓦拉監原住民文化中心，瞭解比寧
杰（Bininj）人傳統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後
乘車返回，大約19:30回到達爾文酒店。

兒童（15歲以

成人

經濟型

$980.00

N/A

N/A

酒店早餐後（06:15）乘車前往凱瑟琳（單

（Ramada Suites Darwin, Argus Hotel, Club
Tropical Resort或同級）

$1230.00

$830.00

$380.00

1940年在達爾文空襲中犧牲者所建的紀念碑

豪華型

$1330.00

$930.00

$530.00

的水潭游泳（條件限制），之後享用午餐，

（背包客酒店，不含早餐）

尊貴型

（Skycity或Hilton Darwin）

下不佔床且必須
和2成人同住）

單房差

第三天：（英文團）
達爾文 -> 凱瑟琳 -> 達爾文

標準

程 350公 里 ） ， 經 過 阿 德 萊 德 河 畔 為 紀 念
短暫停留，後前往艾迪斯瀑布，可在瀑布下
午餐後乘坐2小時的凱瑟琳尼特米魯克Nitmi-

報價包含：3晚酒店及早餐，行程內景點門票及游覽，第二及第三天午餐， 全程機場接送。

luk國家公園下午游船，沿途將可以看到淡水

不含：所有其他正餐，私人性質消費，行程外自費項目，司機導游小費（建議每人每天$6）

鰐，懸崖峭壁，及岩畫，返回碼頭，參觀尼

旅游貼士：請穿著舒適健步鞋，太陽鏡，防曬霜，遮陽帽，相機，飲水瓶，游泳衣，5-10月建議携帶一件薄外套。

特米魯克游客中心，購買您喜歡的原住民藝
術品，瞭解賈臥因人（Jawoyn）的文化。
後返回凱瑟琳，大約晚上08:30抵達酒店。

第四天：
達爾文 -> 原住地
早餐後自由活動，10 : 00AM前退房并結清雜
費。您可以自費選擇：達爾文自然野趣半日游
（7小時$180澳幣每人）或者達爾文海釣半日
游（5小時$210澳幣每人）。擇時送機，前往機
場，乘機返回原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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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魯自費項目推薦表：

（所有自費項目由第三方供應商提供，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請查閱第三方官網。
All below tours are operated by third party, all pric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third party official website）

自費
項目

產品名稱

行程簡介

行程時長

出發時間

寂靜之
聲晚宴

寂靜之聲晚宴

傍晚前往沙漠中獨特的餐廳，在原住民樂器迪吉裡杜管演奏聲
中，手持香檳美酒，觀賞絢麗多彩、令人難忘的日落景觀。之
後享用豐盛的內陸風味西餐，並暢飲美酒。晚餐後，由天文學
家講解天空中各類星座，最後享用甜點

4小時

日落前1小時

4-10月 下午14:00

騎行45分鐘，在駱駝背上欣賞烏魯魯卡塔丘塔風光，在沙丘停
留身以烏魯魯做背景拍攝珍貴的合影

1.5小時

駱駝騎行
駱駝
騎行

$80/人

2.5小時

日出前1小時

$132/人

駱駝日落

日落前1.5小時出發，欣賞烏魯魯卡塔丘塔壯麗風光，等待日
落。騎行後還有內陸特色的麵包和熱茶供應

2.5小時

日落前1.5小時

$132/人

1小時15分

日落後30分鐘
日落後1小時15分鐘  
日落後2小時

$43/成人
$30/兒童

自行穿梭在展地，欣賞如夢似幻的唯美藝術展

日落及原野星光

在沙漠觀景平臺享用香檳小吃，欣賞烏魯魯日落，之後自行穿
梭在展地，欣賞如夢似幻的唯美藝術展

2.5小時

日落前30分鐘

$95/成人
$62/兒童

原野星光晚宴

在沙漠觀景平臺享用香檳小吃，欣賞烏魯魯日落，之後欣賞原
住民表演，3道式特色晚餐，自行穿梭在展地，欣賞如夢似幻的
唯美藝術展

4.5小時

日落前1小時

$265/成人
$132.5/兒童

原野星光駱駝之旅

日落前2小時出發，前往駱駝農場，開啓駱駝騎行45分鐘，之後
自行穿梭在展地，欣賞如夢似幻的唯美藝術展

3小時15分

日落前2小時

$218/成人
$134/兒童

原野星光駱駝之旅 + 晚宴

日落前2小時出發，前往駱駝農場，開啓駱駝騎行45分鐘，之後
在沙漠觀景平臺享用香檳小吃，欣賞烏魯魯日落，之後欣賞原
住民表演，3道式特色晚餐，自行穿梭在展地，欣賞如夢似幻的
唯美藝術展

5.5小時

日落前2小時

$405/成人
$220/兒童

原野星光直升機 + 晚宴

日落前1.5小時出發，乘坐直升飛機俯瞰烏魯魯巨岩和卡塔丘塔
巨石陣，飛行30分鐘後在沙漠觀景平臺享用香檳小吃，欣賞烏
魯魯日落，後欣賞原住民表演，3道式特色晚餐，自行穿梭在展
地欣賞如夢似幻的唯美藝術展

5小時

日落前1.5小時

$645/成人
$519/兒童

乘坐直升飛機俯瞰烏魯魯巨岩

1小時

早上或下午均可

$150/人

乘坐直升飛機俯瞰烏魯魯巨岩和卡塔丘塔巨石陣

1.5小時

早上或下午均可

$245/人

36分鐘全景游覽
（可選日出日落）

除了30分鐘的觀景點，飛行員將帶您去卡塔丘塔西面的瓦帕峽
谷，康納山等奇景

1.5小時

早上或下午均可

$320/人

烏魯魯帝王谷全景游

從艾爾斯岩度假村出發前往帝王穀度假村，沿途俯瞰烏魯魯，
卡塔丘塔，帝王穀風光。抵達後進行1個小時徒步之路後返回烏
魯魯

4.5小時

早晨

$950/人

白天跳傘

乘坐飛機從12000英尺的高空跳下，擁抱內陸風光

2小時

14:30 - 16:30

$525/人，
兩人同行
$425/人

日出跳傘

乘坐飛機從12000英尺的高空跳下，看內陸日出美景

2小時

日出前1小時

$625/人，
兩人同行
$525/人

日落跳傘

乘坐飛機從12000英尺的高空跳下，看內陸日落美景

2小時

日落前1小時

$625/人，
兩人同行
$525/人

日出前一小時出發，前往觀景台欣賞日出。之後環游烏魯魯一
周10公里

5小時

日出前1小時

$179/人

4小時

07:50/08:20/08:30/
08:50/09:20/09:30/
10:30/10:50/11:20/
11:25/11:50

$139/人

2.5小時

9:30/10:00/12:30/
13:00/13:30/14:30

$119/人

烏魯魯日出+平衡車之旅
自動平
衡車

10歲
或以上

駱駝日出

25分鐘俯覽巨岩  (白天)

跳傘

$225/成人
$112.5/兒童

日出前一小時出發，騎上駱駝欣賞內陸的太陽冉冉升起。騎行
後還有內陸特色的麵包和熱茶供應

15分鐘俯瞰巨岩（白天）

直升機

兒童年
齡要求

11-3月 早上10:30

原野星光展

原野星
光展

價格 AUD
(如未特殊注明，
成人與兒童相同）

烏魯魯環游

烏魯魯環游(自駕)

含度假村接送，在烏魯魯騎平衡車環游一周10公里

在烏魯魯脚下庫尼亞停車場集合，騎平衡車環游一周10公里

5歲
或以上

5歲
或以上

10歲
或以上

無

12歲
或以上

12歲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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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貼士 Travel Tips
由於澳洲內陸特殊的地理、氣候及地質特點，為了您的旅游舒適、愉快和安全，請注意以下事項：
1 在夏季的澳洲中部，氣溫通常可能會高達40攝氏度，請注意穿著及

大，以備清晨參加日出之旅或者晚間參加寂靜之聲晚宴等活動所需。

携帶以下用品：
輕便及淺色的衣服；舒適輕便的健步鞋或者旅行鞋；寬邊遮陽防曬帽；

4 澳洲中部由於地形獨特，烏魯魯、卡塔丘塔、帝王谷、愛麗斯泉等地

太陽鏡；高指數的防曬霜（建議30+）；避免劇烈運動（尤其11點到下

都有長短不一（1到4個小時）的徒步或者爬山，因此請務必穿輕便徒步

午5點前）；不斷飲用瓶裝或者桶裝水，炎熱情况下，每小時儘量飲用

鞋或者登山鞋，並備好足够的飲用水。

600毫升水；儘量少飲用含糖量高的飲料（容易導致體內脫水）；哪怕
在沒有運動或者游覽時間，也需要每天喝2-3升的水。

5 關於帝王谷徒步：請準備至少3升的飲用水，並且遵循導游的指示。
帝王谷山頂徒步全程6公里，需要3.5到4小時，途中會經過不同的地形

2 中暑徵兆及應對：

和分岔口，因此請一定沿著藍色的三角標指示方向上山和下山。如果您

出現以下現象可能是中暑徵兆，比如眼花；意識模糊不清；口乾舌燥；

不小心脫隊，請不要驚慌、不要隨意走動，保留在原地，等待導游或者

頭暈並且程度不斷加强；脉搏和呼吸加快；大量出汗後導致汗液停止；

團友的救助。

意識狀態改變等，如果出現以上徵兆，請通知你的導游或者聯繫皇家飛
行醫生服務中心駐烏魯魯服務站，Royal Flying Doctor Service，電話

6 關於達爾文及北澳旅行注意事項：4-10月是旱季，11-3月是雨季。

08 89562136

雨季時節天氣炎熱潮濕，熱帶季風會帶來大量的降雨從而導致水灾、
道路沖毀等安全隱患，因此務必注意安全。另外需要佩戴太陽鏡、防曬

3 如果是在冬天（5月到6月底）前往澳洲中部旅游，除了防曬霜、太

霜、遮陽帽、防蚊蟲叮咬的藥膏等。旱季時節天氣凉爽，早晚需要一件

陽鏡及太陽帽等，還要準備防寒或保暖衣物，因為沙漠地區早晚溫差較

薄外套。

預訂條款 Booking Conditions:
1.本手冊的所有報價均為澳幣，包含政府消費稅及相

9.關於攀登烏魯魯：烏魯魯是當地Anangu人的聖

關稅費。如果出現國家公園或者相應供應商價格調

地，他們不希望游客攀登。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不

整，相關價格也會做調整，而不另行通知。

提供任何攀登烏魯魯的游覽項目。

2.本手冊作為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Uluru Darwin

10.照片或者影像自願聲明：參加烏魯魯達爾文中文

Chinese Tour）與游客及其代理商的協議，烏魯魯達

旅游團過程中，參團游客同意我們的導游，或者旅游

爾文中文旅游確保為游客提供本手冊約定的相應游

負責人，在旅行過程中對旅游團照相或者攝像，並免

覽，景點及酒店等相應標準服務，除非出現相關供應

費用於公司旅游手冊及在綫廣告宣傳。

商中止服務，或者出現因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無法
控制的天氣，自然條件等因素導致的行程更改或者取
消。

11.取消或者更改條款：
* 對於半日游或者一日游產品，出發前7-3天取消，
退款50%，出發前3天內取消無退款。

3.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及其代理商，對於航空公
司，酒店，餐廳，景點，交通公司等服務供應商出現
的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意外損失，傷害，遺失，事
故，延誤，更改等行為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和義務。
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並不擁有和運營相應的酒店，
餐廳，景點，交通及當地的旅游公司。如果出現相
關事故，損失或者額外費用，需要由客人自行承擔。
4.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有權因道路更改或封閉，天
氣，成團人數不足等原因更改甚至取消行程。
5.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有權因人數不足的原因更改
或者取消行程，或者安排客人參加英文旅游團。
6.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不擔保行程的確切抵達或者
離開時間，對於因此造成游客與其他交通工具或者游
覽項目無法銜接不承擔任何責任。
7.如果因天氣，道路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行程
更改，所產生的費用由游客自行承擔
8.烏魯魯達爾文中文旅游建議游客在預訂時或出發前
購買相應的旅游保險。

* 對於套餐產品（包含住宿等），出發前14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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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收取每人100澳幣手續費，出發前14-7天取消，
收取團費50%損失費，7天之內取消，收取100%團
費，缺席或中途自動離團，或者途中放棄任何活動，
住宿等服務，不退還任何費用。
* 對於火車套餐產品，45天之前取消，收取10%定
金，14-45天內取消，收取50%損失費，14天之內取
消，收取100%損失費。

歡迎加入我們微
信公眾號，以便
獲取更多北領地
旅游資訊。
www.uluruchinesetour.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