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澳洲 20 日
可另+ 3 日:烏魯魯-加他‧茱達國家公園
◎：入內參觀或撘乘

★：下車遊覽

(2018 年)

(艾爾斯岩、Olgas 多頭古巨岩群)

※：行車經過或瀏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伯斯
今日搭機飛往世界第一大島和南半球的古大陸澳洲(Australia)。

第 2 天 伯斯(Perth)



澳洲第四大城、西澳首府，廣闊的居住空間及高水準的生活品質，多次名列「世界
最佳居住城市」及「世界最友善城市」排名。西澳蘊藏豐富的煤礦及金屬礦，
開採總部多設立於伯斯。
★國王公園(Kings Park)：在天鵝河(Swan River)畔之伊莉莎山(Mt. Eliza)上，佔地
400 公頃林木茂盛高樹聳立，觀景台更是俯瞰伯斯市景的最佳位置。
★蒙哲湖(Lake Monger)：西岸黑天鵝繁殖島，常見黑天鵝成群結隊優雅飛翔湖上。

第 3 天 南本國家公園(Nambung Nat. Park)尖峰石陣(The Pinnacles)
南本國家公園 沿深藍色印度洋邊壯麗的海岸線(Indian

Ocean Drive)往北探訪※南本國家公園。
途經◎蘭斯林沙丘(Lancelin Sand Dunes):綿延近兩公里的印度洋畔白色沙丘，經
海風終日吹拂堆積而成，是澳洲沙丘衝浪的首選地，脫鞋赤腳體驗攀爬冰涼細緻
的白沙別具趣味。到★泰提斯湖(The Lake Thetis)尋訪世界上最古老罕見的生物
海相疊層石(marine stromatolites)。
尖峰石陣: 是南本國家公園內的一片天然沙漠地貌，成千上萬久經風霜的古老石灰岩柱散佈
沙漠之中，在黃色沙丘上平地拔起，型成出一種如外星人的星球般神秘之地貌。
 ※尖峰石陣由貝殼形成，有些石柱高達三公尺半，頂端或有缺口或有些是圓頂的，
有的就像墓碑一樣。歷史可追溯到數百萬年前，當時這裡的沙漠地面仍在海底。
壯觀地貌上有野生鴯鹋、粉紅鳳頭鸚鵡等非常多樣性野生動物出沒於石柱之間。
中午享用印度洋龍蝦薯條餐，並可參觀龍蝦工廠作業。
(註: 本日因應行程規畫安排，謹以午餐取代晚餐)

第 4 天 波浪岩(Wave Rock)



澳洲西部與小鎮同名之 Hyden 岩層北面的波浪岩，大約在 27 億年前形成高約 14 公尺
長約 110 公尺，正面看去宛若大海浪席捲而下在正高波時瞬間凍結(成因:岩石結構體
較軟部分遭受長久侵蝕所形成)。 大自然的巧妙雕塑令人嘆為觀止！波浪岩外觀因
陽光照射變化而呈灰色、紅色和黃色垂直條紋，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旅遊勝地!
附近還可以觀賞※河馬哈欠岩(Hippo’s Yawn)、※穆卡洞穴(Mulka's Cave)。

第 5 天 阿德雷德(Adelaide)

南澳大利亞州
西元 1836 年南澳大利亞州正式成為英國的直轄州，殖民政府為了開放移民自由到
這新州定居，選在印度洋沿岸靠近 Torrens 河的聖文森灣(Gulf St Vincent)東岸所新
成立之州的首府。城市之設計和建造是棋盤式的網格佈局，以寬闊林蔭大道和大型
公共廣場相互間隔，輔以公園草木綠地圍繞整個市區。早期的阿德雷德是象徵
宗教自由、政治進步主義和公民自由的典範新市鎮，因為起初居民多屬來自英國的
清教徒，自 19 世紀起被稱為【教堂城市】(The "City of Churches")。都市的發展向來
兼具有澳洲的繁榮和財富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澳洲第三大城市(現在第五大)。

阿德雷德 寬廣的★綠色公園與繁華的★阿德雷德中央市場(Adelaide Central Market)。
 探索博物館、圖書館和阿德雷德大學區、大教堂…聚集的★北台地(North Terrace)，
沉浸在阿德萊德(Adelaide)殖民時期的優雅風韻中，或時間足夠時到聖文森灣岸邊的
★格雷爾(Glenelg)與海豚共游、或前往阿得萊德山(Adelaide Hill)探訪德國村莊(Hahndorf)。

第 6 天 袋鼠島(Kangaroo Island)阿德雷德
沿※南澳洲環線(South Australian Loop)公路沿途欣賞壯麗的南澳洲海岸美景到★袋鼠島
參觀野生動物，有機會在海灘上親近澳洲海獅、袋鼠、沙袋鼠、企鵝、針鼴鼠、
滿覆叢林的樹林中昏昏欲睡的樹熊，或觀看掠過天空的粉紅色鵜鶘與各種鳥類，
或探索國家公園內崎嶇岩層、地下洞穴…。若多出時間，可自費進入島南岸之
澳洲第三大海獅的家※海豹灣(Seal Bay)觀看岩石上玩耍的海豹、海獅…。
(註: 本日因應行程規畫安排, 謹以午餐取代晚餐)

第 7 天 塔斯曼尼亞島(Tasmania)
世界第 26 大島，以巴斯海峽(Bass Strait)和澳洲相隔 240 公里，與周邊 334 個大小
島嶼共組成澳大利亞聯邦唯一的島州(state)總面積約台灣 1.9 倍，將近 45％土地劃為
自然生態保護區、國家公園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自然遺產(Natural Heritage)，是
澳洲自然生態保護最完善的地方和世界上第一個環保團體的創立處，常被譽為
「天然之省」
、
「蘋果之島」
、
「澳洲版的紐西蘭」
。全州五十多萬人口大半居住島上
最大城市與首府荷伯特都市區，是僅次於雪梨的澳洲第二古老城市。

第 8 天 搖籃山-聖克萊爾湖國家公園(Cradle Mt.-Lake St Clair Nat. Park)



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的澳洲國家公園，園區內有塔斯曼尼亞最高峰奧薩山(Mt Ossa,
1,617 公尺)，最特別的植物是酷似手掌的露兜樹(Pandani)和一種落葉山毛櫸之水青岡
(Fagus)喬木，皆屬島上特有的地域性樹種。園區有數條登山步道供遊客登山健行與
欣賞大自然美景，偶或遇見只在澳洲東南部及塔斯馬尼亞才有的齧齒目用強爪挖巢穴
的袋熊(wombat)。往鴿子湖(Dove Lake)環湖步道旁有一座西元 1912 年蓋的比利國王
(King Billy)松別墅，還有「火山湖」(Crater Lake)、
「心醉步道」(Enchanted Walk)…。
★謝菲爾德(Shiffeld)壁畫小鎮：往搖籃山途中路過的這小鎮以彩繪壁畫聞名於世，
自西元 1986 年開始迄今已超過 60 幅牆壁畫作，散佈鎮上多處建物的整個牆面，
以描繪該地區的豐富歷史和美麗風景。西元 2003 年起每年舉辦壁畫藝術比賽
(Mural Fest art competition)，並有壁畫公園(Mural Park)展出作品。

第 9 天 荷伯特(Hobart)亞瑟港(Port Arthur)
荷伯特: ★薩拉曼卡廣場(Salamanca Place)：昔日放逐到島上的重刑罪犯所建造之港口，
 19 世紀初到 19 世紀中的捕鯨業繁榮時期以砂岩建造之成排倉庫，現已轉換成餐廳、
畫廊、藝品商店、…。為紀念西元 1812 年在西班牙之薩拉曼卡戰役獲勝的威靈頓
公爵而命名。廣場週六就會變成熱門旅遊景點的創意市集。
★砲台岬(Battery Point)：接壤薩拉曼卡廣場和著名的沙灣(Sandy Bay)區，西元 1818 年為
防禦荷伯特海岸所建的砲台，是荷伯特最古老的區，有許多喬治亞時期之歷史建物。
◎塔斯馬尼亞博物館和藝術畫廊(TMAG)：最早創立於西元 1843 年是澳洲歷史
第二悠久的博物館，保存島上珍貴又獨特的自然和文化遺產，是一所兼藝術畫廊和
展示動植物標本與化石的綜合博物館。
★威靈頓山(Mount Wellington)：約 22 公里外 1,270 公尺的山頂經常覆蓋冰雪，山徑
沿途草木茂盛，山頂一覽無遺的瞭望視野，俯瞰海港與山下市區，壯觀景色與
凜冽的南極風同樣令人震撼！

荷伯特: ★瑞奇蒙橋(Richmond Bridge)：充滿藝術風格之歷史城鎮，19 世紀囚犯自屠夫山丘
(Butchers Hill)搬下石材所建造，西元 1825 年竣工迄今通行之澳洲最古老的橋，西
元 2005 年列入澳洲重要歷史遺蹟之國家遺產。
◎祖都野生動物公園(Zoodoo Wildlife Park):拜訪澳洲跟塔斯馬尼亞多種稀有或
瀕臨絕種的原生動物，包括袋獾(Tasmanian Devil)，東澳袋鼬(Eastern Quoll)，老虎
袋貂(Spotted tail Quoll)，塔斯馬尼亞叢林袋鼠(Tasmanian Pademelon) ，袋熊
(Wombat)...等等。
亞瑟港: 在荷伯特東南方的半島上，連接其它陸地之通道僅北邊 30 公尺寬的「鷹頸」隘口
 (Eaglehawk Isthmus)，最初西元 1830 年時當地是一處伐木場，獨特的地理環境
三面環海且有鯊魚巡游，自西元 1833 年到 1850 年左右成為英國和愛爾蘭重刑
囚犯的監所，設下人造陷阱並派士兵和軍犬看守。另有一座年輕人偷竊玩具就
被送進去關的少年監獄，受刑期間必須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與世界上許多監獄
或勞改營一樣，亞瑟港無論在英國或在澳洲都是野蠻可怕的代名詞，是澳洲歷史的
一段黑暗紀錄。當年囚犯死屍被船運到亞瑟港外「死亡島」(The Island of the Dead)，
小島上共有 1646 個墳墓被發現，但只有 180 個看守人員和軍人的墳墓有標示名字。
西元 1877 年這所◎監獄關閉遷往荷巴特，是澳洲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監獄古蹟，
也是值得造訪的"世界文化遺產"。

第 10 天 墨爾本(Melbourne)菲利普島(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
墨爾本: 澳洲第二大城、維多利亞首府，滙聚多元文化及裝潢別緻的街車屢獲舉世殊榮。
菲利普島: ◎菲利普島自然公園：遊客服務中心展示各種有關企鵝生活的介紹，續往海灘
 觀賞企鵝從大海中覓食後列隊返巢之景觀，酷似人類的閱兵儀式，一列列整齊
排列的企鵝左右搖晃步上海灘可愛又逗趣，沿著木板步道可看到身長僅 30 公分的
企鵝就從身邊經過…。

第 11 天 蘇芬山(Sovereign Hill)



◎黃金博物館展示淘金工具、礦工雕像、金塊模型，原始的★礦坑仍留有抽水機、
升降機、礦工休息室，並可親自體驗到河邊淘金，或漫步在模仿 1850 年代的小鎮，
受雇之演員裝扮成古人模樣買菜聊天，呈現時光倒流的復古趣味。

第 12 天 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



墨爾本東南方奧特威山脈(Otway Rangers)和湛藍南太平洋的懸崖峭壁之間全長約
276 公里。行經優美的度假小鎮洛恩(Lorne)、遼闊彩虹雨林和★大奧特威國家公園
(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矗立海岸由石灰岩組成的★十二門徒石(12 Apostles)…
自然風光資源豐富，蜿蜒崎嶇原始海岸線景緻壯闊，有全球最美濱海公路之稱，
是汽車大廠競相拍攝廣告的熱門場景!

第 13 天 墨爾本



★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亞拉河(Yarra River)南岸的全澳最大面積市內國立
植物園。園區內◎戰爭紀念館(Shrine of Remembrance)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11 萬
4 千多名維多利亞士兵到歐洲參戰犧牲了 1 萬 9 千人而建，西元 1934 年正式完工。
★費傑羅花園(Fitzroy Gardens)：景觀園藝大師辛克萊(James Sinclair)所設計之法式花園。
園區內有◎庫克船長之家(Cook’s Cottage)是 18 世紀時英國最偉大的航海探險家庫克
三次遠渡南半球，發現了澳洲大陸和紐西蘭、夏威夷…等太平洋島嶼。遠渡重洋
將其雙親在英國之住家於西元 1933 年運抵澳洲展示。
◎維多利亞藝術中心(Victoria Art Centre)：在亞拉河南畔，綜合戲劇院、音樂廳、
表演藝術。常吸引世界級的音樂家、劇團、歌劇及芭蕾舞者前來獻藝。

墨爾本: ◎尤利卡天台 88(Eureka Skydeck 88)：西元 2006 年 10 月落成，只 37 秒即從地面
直達 285 公尺高的 88 樓觀景台。懸崖箱(Eureka Edge)乃世界創舉，進入巨大玻璃櫃
後快速被向外推出，如置身懸崖驚險萬分！
★聯邦廣場(Federation Square)：多功能的複合式開放空間，是墨爾本市新地標，費時超過
四年建成將市中心及亞拉河串連在一起，供日常生活購物與藝術、運動、娛樂、休閒。
※弗林德斯街車站(Flinder Street Station)：都會的中央火車站，市民最常相約之處。

第 14 天 坎培拉(Canberra)



西元 1908 年獲選為國家首都位置，是當時全國最大的二個競爭對手(澳洲最大的
兩個城市:雪梨和墨爾本)妥協的結果。現在是澳洲最大內陸城市和全國第八大城市，
呈現寬敞祥和的鄉野魅力，不像一般大都市常有的擁塞及高樓林立的水泥叢林。
※外交使館區亞拉倫拉(Yarralumla)：在首都轄區南郊、格里芬湖(Lake Burley
Griffin)西南岸，許多外交使團駐此，依各國建築特色所建的各國大使館各顯
異趣，雖僅三千居民但綠樹成蔭，是首都區最理想也最昂貴的高級住宅區。
★國會大廈(Parliament of Australia)：在亞拉倫拉的東邊，建築物全採用澳洲
本土材料建成以紀念澳洲建國 200 週年。西元 1988 年由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
世剪綵啟用，是實施聯邦制和內閣制的澳洲行政權和立法權之核心所在。
※葛利芬湖區(Lake Burley Griffin-Canberra)：是紀念設計師葛利芬於西元
1963 年竣工的人工湖，設有 33 公尺高水壩控制湖的水位，許多重要機構如：
澳洲國立大學、澳洲國立美術館、澳洲國家博物館、澳洲國家圖書館與澳洲
高等法院都坐落於湖畔，國會大廈也距湖岸不遠。其中※庫克船長紀念噴泉
(Captain Cook Memorial Jet)能夠噴出 147 公尺高水柱(僅夏季日間擇時噴水)。
★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與澳大利亞國會大廈相對面，毗鄰
國家圖書館和國家美術館。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之將士，西元 1941 年
在市中心的 Capital Hill (首都山)建成，收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的
圖片、文物和戰爭遺留物，曾兩次獲得澳洲旅遊業的榮譽勳章。

第 15 天 雪梨
雪梨:



新南威爾斯州的首府、澳洲最老國際都會，也是澳洲人口最多、最稠密的城市。
向來是生活品質極高的世界都市、澳洲最大金融中心，也是國際主要旅遊勝地，
以海灘、歌劇院和港灣大橋等聞名。有金光閃耀的天然海港、迷人的海灘和陽光
充沛的地中海型氣候，是舉世最多姿多采城市之一。舉辦過多項國際體育賽事:
西元 1938 年英聯邦運動會、2000 年奧運會、2003 年世界盃橄欖球賽。
★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澳洲最古老的植物園，原是農場由當年的
流放罪犯開墾，後改建成總督官邸。脫離英國殖民後才成為植物園，由園內麥考莉
座椅(Macquarie’s chair)可飽覽歌劇院、港灣大橋和港口的美景。
◎雪梨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澳洲最著名之文化藝術活動表演場地，以雪梨港
(Sydney Cove)相隔的※雪梨海港大橋(Sydney Harbour Bridge)：世界最長單懸臂橋樑
(長 503 米、寬 48.8 米)，橋體構造建於西元 1930 年，施工難度或設計上的不朽成績
為世所稱許！如時間允許，可自費乘船欣賞港灣中帆影點點，是令人難忘的港都
風光。★岩石徒步區(Rocks Area)：雪梨港口邊緊臨環形碼頭(Circular Quay)乃澳洲首批歐洲
移民的落腳地，重建的雅緻房舍，組成各式餐廳、娛樂中心、古舊酒吧和各類商店。
★海德公園(Hyde Park)：西元 1810 年麥覺里總督以倫敦的海德公園命名。東側哥德式
建築的◎聖瑪麗亞大教堂(St. Mary Cathedral)建於西元 1865 年是澳州第二大天主教堂，
西側★AMP Tower 瞭望塔(原:雪梨塔)目前是南半球最高的瞭望台。
◎維多利亞女皇大廈(Queen Victoria Building)：雄偉壯觀的羅馬式建築及彩繪玻璃，
外觀是以銅製造的圓形屋頂，向為百年歷史的雪梨著名購物中心。

第 16 天 雪梨



★達令港(Darling Harbour)：設備現代化的海港中心，可搭乘汽車、巴士及單軌電車前訪。
◎雪梨水族館(Sydney Aquarium)：展覽各種澳洲海洋生物的水族館，美麗的活珊瑚
和熱帶魚，最大特色是長達 146 公尺的透明水底隧道。
★中國城(China Town)：到 Dixon 街經體驗澳洲的亞洲風情。
◎雪梨魚鮮中心(Sydney Fish Market)：南半球最大、僅次於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魚市場，
每天拍賣的海鮮種類超過 100 種以上，供應澳洲各地及其他各國的漁獲需求。
★邦代海灘(Bondi Beach)：東邊七公里世界衝浪高手雲集約一公里長之金黃色海灘。

第 17 天 藍山(Blue Mountain)國家公園
藍山 茂密叢林、清爽高山峽谷空氣、瀑布奔瀉的廣闊沙岩山谷、迴音谷等等，構成
國家公園: 一幅精飾細綴、遼闊無涯的大自然圖畫。搭 52 度傾斜◎觀光纜車深入縱深 300
 公尺傑美遜峽谷，山勢雄偉壯麗，迴音谷欣賞三姐妹岩追思那美麗動人的故事。

第 18 天 布里斯本



「陽光之州」昆士蘭(Queensland)首府、澳洲第三大城，近南回歸線之優雅大都會。
★布里斯本河南岸公園(South Bank Complex)：佔地 16 公頃，是俯瞰全市風光
的美好園地。
★市中心皇后街商場(Queen Street Mall)：共有五百多家商店、食品店、娛樂場
與三家大型購物場。
★喬治王廣場前的市政廳(City Hall)：主建材以昆士蘭州出產的沙岩所構造之
新古典式建築。
◎昆士蘭博物館(Queensland Museum)：充滿奇想的博物館，佈滿史前、現代
的真實尺寸模型。
★袋鼠角(Kangaroo Point)：從高處俯瞰布里斯本河畔風光。
★庫塔山植物園(Mt Coot-tha Botanic Gardens)：布里斯本西 8 公里處，培養熱帶
及亞熱帶植物。

第 19 天 黃金海岸(Gold Coast)



◎庫倫濱鳥園(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園內澳洲原生動物和鳥類種類
繁多，包括珍貴的野生彩虹吸蜜鸚鵡；也是南半球最大熱帶雀鳥飼養場。
★危岬海岸：昆士蘭州與新南威爾斯州交界處，可雙腳跨越州界線留影紀念。
※神仙灣(Sanctuary Cove)：黃金海岸近郊美麗海灘、高級區、高爾夫球場…。

第 20 天 台北

今日返抵台北，結束此次難忘又充實的澳洲之旅。

＊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
＊午餐全程自理(除行程中特別說明)。
＊澳洲境內班機禁止攜帶新鮮水果、蜂蜜、堅果、植物根或種子、土壤…等。

可另+ 3 日:烏魯魯-加他‧茱達國家公園

(艾爾斯岩、Olgas 多頭古巨岩群)

第 20 天 烏魯魯(Uluru) =艾爾斯岩(Ayers Rock)
烏魯魯 澳洲中部廣大沙漠區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自然奇景，壯碩的岩石獨立於平坦沙漠，
歷史可追溯到數億年前地球的板塊運動。澳洲原住民到此落腳已經 3 萬多年，直到
(艾爾斯岩)
19 世紀白人進入並於西元1958 年設立◎烏魯魯-加他．茱達(Uluru-Kata Tjuta)國家公園。
西元 1987 年列入聯合國的世界遺產。為尊重原住民『艾爾斯岩』現正名為『烏魯魯』
。
 依當日溫度、天候、早晚時段、各自體能狀況、開放時間…可擇一選做下列活動：
烏魯魯巨石之環型步道上繞基部一圈(Base Walk:包括途中在水洞、岩窟、坑洞及
壁面延伸處稍停留約需 3 小時)、瑪拉步道(Mala Walk:常是由當地原住民擔任之
國家公園管理員解說巨石隱藏的秘密和原住民過往的生活型態及打獵技巧、石頭
藝術…以及沿途看到的景物)、力路步道(Liru Walk:長 2 公里自文化中心到巨石的
輕鬆步道，可連接環型步道)、庫尼雅步道(Kuniya Walk:前訪座落巨石南方的
水泉)、Mutitjulu 停車場至靠近巨石基部的漂亮水洞來回欣賞石頭藝術，長僅 1
公里是遊客最輕鬆的選項、…。

第 21 天 多頭(Olgas)巨型古岩石群



★巨大圓丘形巨石陣: 加他．茱達國家公園的圓頂砂岩已存在約五億年之久。雖然
不若相距 30 公里外之艾爾斯岩的舉世知名，但更加神秘、有趣，原住民傳說中
竟比烏魯魯更具重要意義！在約 20 平方公里範圍內有 36 座紅色的圓頂巨石從地表
隆起，恰似在陶藝家的輪子上翻動泥土。依據早晚時段、開放時間、各人體能、…
有 2 條參觀步道供選擇其一：風谷步道(Valley of the Winds Walk)長約 7.4 公里，
相當具有挑戰性，景色方面最值得，但需耗時 3 至 5 小時且當氣溫超過 36℃時步道
就關閉、奧加峽谷步道(Olga Gorge Walk)長約 2.6 公里通美麗的奥加峽谷，探訪
岩池、小溪、壯麗的崖壁，耗時約只需 1 小時，兩條步道都有觀景點及遮蔭處。

第 22 天 烏魯魯-加他茱達國家公園
今日搭機自澳洲中部地廣人稀的內陸沙漠區(Outback)到海岸轉機後返回台灣。

第 23 天 台北 今日返抵台北，結束此次難忘又充實的澳洲之旅。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叁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等
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
之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若享有特惠價格或
減抵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
公司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旅客於出發後不得要求更改同房旅客。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http://www.tytatravel.com.tw

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