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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3-21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澳洲物業參訪團」9 日 
 

航班參考 (出發日：2018 年 10 月 13 日) 
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10/13 中華航空 CI053 台北 TPE 23:50 布里斯本 BNE 10:45+1 

10/18 捷星航空 JQ409 黃金海岸 OOL 10:10 雪梨 SYD 12:40 

10/20 中華航空 CI052 雪梨 SYD 22:10 台北 TPE 04:55+1 

 

 行程內容 

符號●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未標示者表行車經過 

10/13(六) 

DAY 1  
台北布里斯本 

 

安排許久的假期即將到來，帶著為這次行程準備行囊出發前往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澳洲，今晚夜宿於飛機

上，享受著機上的影音設備，有許多影片可選擇可觀看，今晚好好休息，補充體力，迎接明日開始的精彩澳洲之行！ 

 

 早／敬請自理                     午／敬請自理          晚／機上簡餐 

 機上 機上艙房 
 

10/14(日) 

DAY 2 

布里斯本─布里斯本市區觀光–物業管理座談會(16:00-18:00)–晚宴

(18:00-21:00，用車約到 22:00) 

今日遊覽澳洲第三大城－布理斯班。布理斯班是昆士蘭州的首府，更是昆士蘭州的經濟文化和商業中心。 

 

★●【Power House】～矗立在貴族區河畔的文化熱點，改建於 20 世紀初的布里斯班發電廠，富有歷史的磚造建築

下包覆著藝術、文化、戲劇和特色餐館，融合成獨特的藝術空間。這裡所擁有的獨特氛圍、建築與河岸景觀，值得

您前來一探究竟，運氣好還可以碰到不定期舉辦的各種展覽與市集唷! 

★●【南岸公園】～為 1988 年世界博覽會的舊址，位於布理斯班河南岸，占地 16 公頃，是最受市民喜歡的地點，

而北岸正是大廈林立的市中心.市民會在假日時觀看廣場上街頭的表演,是享受亞熱帶氣候的好去處，也是每年各式慶

典活動中心，觀看跨年煙火之地!南岸公園亦是昆士蘭美術館，圖書館及博物館的所在地。 



 
專案業務：林哲頤 先生 電話：02-2357-0666 #3130  傳真 02-2393-1717  E-Mail：cheyilin@liontravel.com 

 
 早／機上簡餐       午／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晚/XXX(客戶自行安排) 

 布里斯本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RISBANE 或 MERCURE 或 MANTRA 系列 或同級 
 

 

10/15(一) 

DAY 3 
布里斯本整日物業參觀(9:00-17:00) (用車時數 10 小時) 

 

今日布里斯本整日物業參觀。 

 

 早／飯店早餐             午餐／港式飲茶 A$15     晚餐／中式料理 8 菜 1 湯 A$50(回請宴) 

 布里斯本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RISBANE 或 MERCURE 或 MANTRA 系列 或同級 
 

 

10/16(二) 

DAY 4 

布里斯本公部門物管(10:00-11:30)–黃金海岸物管參訪(13:30-17:00) 

(用車時數 10 小時) 

 

整日物管參訪。 

 

今晚住宿於渡假勝地～黃金海岸。 

 早 / 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A$15  晚餐/烤雞套餐 A$18 

 黃金海岸 MANTRA ON VIEW HOTEL 或 MERCURE GOLD COAST 或 PARADISE RESOR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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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三) 

DAY 5 
黃金海岸 － 品酒之旅【斯洛美酒莊】— 海港城 – 黃金海岸 

★◎【斯洛美酒莊】是昆士蘭面積最大及獲獎最多的酒莊，位於布里斯本近郊棉花山上，景色宜人，除了酒莊也有澳

洲道地的美食餐廳。擁有全世界第一流水準的釀酒設施、優美醉人的環境，青蔥翠綠的葡萄林巒繞山坡，還可見到

野生動物穿梭其間。 

 

★◎【海港城 ＯＵＴＬＥＴ】～Outlets 購物是許多人出國旅遊的主要動力之一，海港城 HarBourTown 是黃金海岸

最大的 Outlet，開幕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並於２０００年榮獲澳洲皇家建築學院－黃金海岸年度最佳建築獎，且從

２００１年至今每年都榮獲昆士蘭旅遊獎－最佳旅遊購物區，不論國際知名精品－Coach、Boss、Fossil、

Swarovski，時尚休閒品牌－Polo Ralph Lauren、Tommy Hilfiger、Lacoste、Levis、Jeep、Volcom、Hurley、

Victoria's Secret，或是有澳洲 Coach 之稱的澳洲時尚皮件精品－Oroton，以及來到澳洲不能不拜的時尚羊毛靴－

UGG，澳洲衝浪品牌－Rip Curl、Rusty，澳洲休閒品牌－Cotton on、JayJays，都讓你以平價的價格，享受購買名

牌的樂趣，高貴不貴，瘋狂"刷"拚，絕對不虛此行!(櫃位以商場現場實際情況為主，以上品牌資訊僅供參考) 

 
 早／飯店早餐       午餐／酒莊品酒+午餐     晚餐／西式牛排餐 A$22 

 黃金海岸 MANTRA ON VIEW HOTEL 或 MERCURE GOLD COAST 或 PARADISE RESORT 或同級 
 

10/18(四) 

DAY 6 

黃金海岸雪梨~市區觀光【海德公園、聖瑪莉教堂、新南威爾斯藝術館、QVB 維多

利亞女皇大樓】 
今早搭乘內陸段航班前往雪梨。 

 

●【海德公園及聖瑪莉大教堂】～位於雪梨市中心已有百年以上歷史，綠樹成蔭一片綠意盎然的坐落在繁華的雪梨商業區內。

教堂和海德公園公園彷彿為雪梨市區注入了一股寧靜祥和的氣氛。(以外觀參觀為主) 

 

●【新南威爾斯藝術館】～外觀是羅馬式的建築，是一棟地上一層地下三層的藝術館，展示以澳洲原住民的藝術品為主，館內

分成還分成各種族的展覽館，並經常與其他國家的美術館交流，從大師級的作品到新瑞藝術家都有，洋溢著多面像的獨特氣息，

你可由你的喜好來場藝術氣息之旅。 

 

★【QVB 維多利亞女皇大樓】～被譽為全世界最漂亮的百貨公司，超過百年的歷史建築就坐落在雪梨市中心最熱鬧的地段。古

典的外觀以羅馬式和拜占庭式的混合設計，內部裝潢以華麗的維多利亞風格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搭配，室內的大掛鐘更是世

上少有的特色裝飾，每個細節都值得您細細觀察和品味 

 早／飯店早餐       午餐／澳式漢堡餐    晚餐／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雪梨 
Travelodge Hotel Macquarie 或 Mercure Parramatta 或  ibis Thornleigh 或 

Travelodge Blacktow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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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五) 

DAY 7 
雪梨物管參訪行程(09:00-12:00)–雪梨歌劇院(用車時數 10 小時)。 

 

 

上午雪梨物管參訪行程---第一太平戴維斯 Savills 物業參訪 

 

★【雪梨歌劇院】(含入內參觀) 2007 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坐落於雪梨港灣的班納隆角

一旁是綠意盎然的雪梨植物園，被藍天綠地和大海包圍著。於 1973 年啟用至今，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雪梨一睹她的

風采。也是 20 世紀的偉大建築工程之一。由普立茲克獎得主丹麥建築師 Jorn Utzon 設計，外觀極具革命性和創新的設計彷彿

是巨大的貝殼般，從遠處遙望就像是一艘港灣中的巨大帆船與雪梨港灣大橋相呼應。 

 

 早／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A$18     晚餐／義式料理 A$17 

 雪梨 
Travelodge Hotel Macquarie 或 Mercure Parramatta 或 ibis Thornleigh 或 

Travelodge Blacktown 或同級 
 

 

10/20(六) 

DAY 8 
雪梨 — 藍山國家公園【叢林纜車、絞鍊車、高空透明纜車、回音谷】 － 雪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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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山國家公園】～位於雪梨西郊，占地 103 萬公傾，全地充滿砂岩組成的峭壁峽谷、原始叢林、亞熱帶森林，澳洲國樹—

尤佳利樹，更是遍布全地。擁有 90 種以上不同由加利樹品種，和超過 4 百種其他植物，讓這裡如同小型亞馬遜河雨林區，尤加

利葉釋放出天然的油酯微粒瀰漫空氣中，將天際渲染的一片氤藍，也讓藍山因此得名。 

 

★【Cableway 叢林纜車】～叢林纜車是傾斜角最大也是南半球最大的纜車。全封閉型的叢林纜車是觀看三姐妹岩、藍山的廣

大森林和峽谷美景的好選擇。 總長 545 公尺的旅途緩緩帶您進入山谷體驗藍山的美。 

 

★【Railway 絞鍊車】～安排您搭乘藍山的特殊交通工具，十九世紀開採煤礦時的絞鍊車為靈感設計改裝而成，紅色的車廂配

以全景天窗，以頃斜 52 度的斜角滑入傑美遜峽谷，讓您盡覽雨林地貌和藍山美景。乘坐後到達底層站台並遊覽雨林棧道，漫步

於 2.4 公里長的古老侏羅紀雨林中。 

 

★【Skyway 高空透明纜車】～以透明強化玻璃為地板的高空纜車在觀景台山崖上與雨林上空穿梭而過高空纜車懸置於 270 公

尺高的古老雨林之上，站在透明地板的車廂內，你可以看到腳下的雨林、瀑布以及藍山壯麗的景色，360 度全方位的觀景體驗，

卡通巴瀑布、三姐妹岩盡收眼底。下車後來到高空纜車東站的瞭望台，可以看到茂密的森林以及回音谷。(藍山交通工具若因天

候或機械保養等因素，將調整為選擇性搭乘) 

 

◎【回音谷】～以不同風雅欣賞藍山景緻，遐想眼前三姐妹岩那傳說中悲悽又美麗的故事，就連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也要造訪這

裡，替這片山頭留下一抹永恆的紀念碑。 

 
 

晚餐後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回台灣。 

 早／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晚餐／中西式自助餐 

 XXX XXX 

 

10/21(日) 

DAY 9 
抵達台北 

班機將於今日清晨抵達中正國際機場，返回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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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費報價: 以下報價為旅行社報價,不含物管學會行政費用 

人數/車 全程參團 

15 人以上(含)/車 NTD 58,800 /人 

20 人以上(含)/車 NTD 57,800 /人 

25 人以上(含)/車 NTD 56,800 /人 

30 人以上(含)/車 NTD 55,800 /人 

 

費用包含 

華航 桃園/布里斯本 黃金海岸/雪梨/桃園  三段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需團去團回，不可脫

隊。 

飯店：行程所示之飯店（標準房 兩人一室/二小床）。 

交通：如行程內所示。 

景點：行程中景點門票。 

餐食：如行程內容所列。(含 10/16 晚上回請宴) 

小費：領隊小費 90 美金。 

含物業管理學會行政費用 

保險：成人:責任保險台幣 500 萬元+意外醫療保險新台幣 20 萬元。 

簽証：台灣護照辦理澳洲觀光電子簽證 ETA。 

費用不含 

護照工本費：成人新台幣 NTD 1,400 元整/位。 

個人費用：行李小費、床頭小費國際電話、行李超重費、房間冰箱的食物及飲料、飯店洗衣、

私人交通費、私人消費...等。 

旅客亦請自行視需要投保個人平安險。  

指定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費:NTD 10,000 元/人。  

因華航團體機位無法加價升等商務艙,如需訂立商務艙個人票 

總團費＝團費扣 NTD 19,000/人（含:黃金海岸/雪梨  團體經濟艙）+國際段機票費用。 

以下提供參考票價: 

華航 桃園/布里斯本   雪梨/桃園  二段國際段機票 

商務艙( 去程 C+回程 D 艙等):NTD$81,050 元/人 

商務艙( 去程 J +回程 C 艙等):NTD$107,000 元/人 

**以上票價及機位狀況為參考價,實際票價仍以提供正確開票名單,訂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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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因目前為暫報價，旅遊元件皆未作業或保留，飯店房況及機位狀況無法保證，入住飯店及機位需以實際

訂出回覆的報價及狀況為主。 

2.此報價有效期限至 2018/07/20，若確認報名此行程請協助於 7/ 20 16:00(五)前，簽定團體合作同意書,

並提供每位參團護照影本&並繳付作業金$5,000 元/每位，本公司方可受理並為您進行團體旅遊元件的預

訂。如元件取得 ok,作業金轉為定金,反之則退其作業金於旅客。 

3.此行程不進購物站。 

4.須持中華民國護照；雙重國籍或持外國護照欲參團者，請洽業務人員。 

5.每日基本用車時數為 10 小時，超時費用 100 澳幣/1 小時。 

6.此行程沒有自然單人房,若分房最後有產生單間者需補單人房差 NTD 10,000 元/人。 

7.經業務通知您已確認取得所需機位後，已繳交之作業金將自動轉訂金並扣抵尾款，雙方契約視為生效，

旅客如任意取消或變更行程者，已繳納之預約費用請恕無法退還，雙方並應依簽署之合約條款計算違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