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物業管理學會參訪團 
 

 航班參考 :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當地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當地時間 

4/12 日 中華航空 CI53 桃園機場 23:50 布里斯本 10:5+1 

4/15 三 澳洲航空 QF1543 布里斯本 06:10 坎培拉 08:00 

4/16 四 澳洲航空 QF853 坎培拉 09:00 墨爾本 10:10 

4/19 日 中華航空 CI58 墨爾本 22:10 桃園機場 05:40+1 

 團費報價 : 

人數/車 全程參團 

20 人以上(含)/車 NTD 69,900 /人 ( 2 月 5 日前付訂 1 萬元) 

 

費用包含 

華航+澳航 桃園/布里斯本/坎培拉/墨爾本/桃園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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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回請宴)   小費：領隊小費 90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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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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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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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程不進購物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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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每日基本用車時數為 10 小時，超時費用 100 澳幣/1 小時。 

5.如單人房入住，需補單人房差@9790 元/人 

6. 如 15-19 人之間,每人團費會增加,費用依參團人數攤算 

 



 

 行程內容 

符號●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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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台北 / 布里斯本  

 

 早／親愛的家 午／親愛的家 晚／親愛的家 

 機上 

 

  4/11 

 第二天 
布里斯本 - 市區觀光【POWER HOUSE、庫沙山、南岸公園】- 布里斯本 

今日上午抵達澳洲布里斯本,隨後展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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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莎山】～位於布理斯班市區西方約七公里的距離，海拔２８７公尺的

小山丘，雖然海拔只有２８７公尺，但可遙望整個布理斯班市區風景，天

氣好時可見到摩瑞頓灣。今晚住宿於渡假勝地～黃金海岸。 

 

【南岸河濱公園】－布理斯班市民最喜歡的城市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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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飯店早餐         午／澳式牛排餐 AUD15 
晚／宴請澳洲管理夥伴(百家千味) 

AUD50 

 FOUR POINT BRISBAN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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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布里斯本 - 物業管理參訪行程 - 市區觀光【CITY CAT、市政廳、喬治王廣場、昆士蘭大學】- 布

里斯本 

【CITY CAT】~ 布里斯本市政府致力向市民提供全澳洲最現代化、最有活力的

公共交通工具。市政府營運的渡輪服務覆蓋 25 個站，由昆士蘭大學聖露西亞

校區(UQ St Lucia) 延伸到北岸漢密爾頓 (Northshore Hamilton)。您可以乘

坐 CityCat、CityFerry 或免費的 CityHopper 渡輪，觀賞沿岸風景，探索布里

斯本的休閒和生活方式。 

 

【舊市政廳 】～布理斯班舊市政廳高達 90 公尺，巍峨壯麗的鐘樓儼然成為了布理斯班市中心的地標，鐘樓在整

點時的鐘聲清脆悅耳，讓路過的人們可以準確的知道當下時刻；整體建築物採用砂岩石建材，賦予了舊市政廳有



了更多令人津津樂道以及駐足觀賞的理由。 

【喬治王廣場】～喬治王廣場就座落在舊市政廳前，舊市政廳的經典義大利式文藝

復興建築風格，搭配上喬治王廣場中擺放著萬國博覽會所留下的藝術品，在不搭調

的感官中揉合了對比的裝置藝術陳設，這就是澳洲式低調的奢華風格最佳呈現。 

 

【昆士蘭大學】~ 1909 年 12 月 10 日成立

於昆士蘭省首府布里斯本，為昆士蘭的第一

所大學，乃澳洲最古老、規模最大的學府之

一。昆士蘭大學是澳洲六所砂岩學府之一，

澳洲八大名校的盟校成員，也是 Universitas 21 聯盟的一員。校風自由自

律、校友遍布產政經學界。 

 早／飯店早餐         午／日式壽司餐 AUD13 晚／澳洲當地宴請(客人自理) 

 FOUR POINT BRISBAN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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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布里斯本 / 坎培拉  - 國會參訪 - 坎培拉市區觀光【澳大利亞博物館、伯里格里芬湖】- 坎培拉 

【澳大利亞國立博物館】~創立於 1980 年，直到 2001 年才在現址開幕，位

於澳大利亞首都特區坎培拉，座落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南端。 

 

【伯利·格里芬湖】~位於澳大利亞首都領地坎培拉中心，從市中心與國會三角

區之間流過，是一座人工湖。此湖系截取莫朗格洛河的部分建造，於 1963 年

竣工，並築有水壩。其名源於贏得坎培拉城市設計競賽的建築師沃爾特·伯利·

格里芬。 

 早／飯店早餐  午／發代金 AUD15 晚／發代金 AUD15 

 MANTRA MACARTHUR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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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坎培拉 / 墨爾本 - 丹頓農山 - 普芬比利骨董蒸汽小火車 - 菲利浦島小企鵝歸巢 - 入住菲利浦島 

【森林古董蒸汽火車 Puffing Billy】 

百年歷史的古董蒸氣火車，位於墨爾本東郊景色怡人的丹頓農山 Dandenong

區。從 1900 年起以運送木材為主要用途。隨著伐木行業的沒落和坍方問題曾經

停駛過一段時間，在當地愛好這條鐵路的人士努力下，1965 年起由一群義工聯手

重新營運，讓這條在丹頓農的山區小火車重新恢復生機，也讓到墨爾本的遊客有

幸重新體驗山區美麗的風景。最特別的是您可以坐在窗戶上，讓手腳自在揮動，

一路上您可感受到微風迎面而來，滿眼的翠綠緩緩後退，就像是觀賞一幅幅鮮明的油畫，也讓人找回童真。 

 

【藍色神仙企鵝夜歸巢】 

在遊客服務中心裡，您可先觀看各種有關企鵝的介紹。神仙企鵝是全世界最小的

企鵝，重頭戲就是前往海灘區靜坐等候，近距離觀賞企鵝列隊歸巢奇觀。一列列

整齊排列的企鵝左右搖晃地步上海灘，沿著木板步道，您可以看到身長僅 30 公分

的企鵝就在您身邊經過，非常的可愛逗趣，當然您也可以跟著小企鵝的步伐一同



探險，讓您大呼大自然生態的奇妙。(海邊氣溫較低，建議今晚準備防寒衣物) 

 早／飯店早餐  午／中西式自助餐 AUD15 晚／中式料理 AUD15 

 Ramada Resort Phillip Island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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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 
菲利浦島 - 摩寧頓半島迷宮花園 - 蒙他爾托葡萄園酒莊 -  彩虹小屋 - 亞拉河畔遊船 - 墨爾本 

【摩寧頓半島迷宮花園】 

這是座以綠能為概念設計的森林探險樂園，整個園區內的電力來自太陽能發電，

不論是漫步在空中樹頂步道，在迷宮花園內回味小時候躲迷藏的樂趣，3D 迷宮還

有著驚奇的立體圖像。 

 

【Montalto Vineyard and Olive Grove 酒莊】 

這個地區的自然地形和溫和氣候非常適合種植釀造葡萄酒用的葡萄。許多葡萄園

與酒窖聚集在紅丘陵、梅理克斯、索漢姆和主山脊附近地區。黑皮諾與霞多麗是

這地區的代表酒種。安排參觀當地知名的 Montalto 橄欖葡萄園酒莊，創辦者曾

在南法的葡萄園度過一個難忘且慵懶的夏天，1990 年代回到澳洲後，仍無法忘懷

當時生活，於是把夢想付諸為行動，一直到 2002 年正式開放營業，除了葡萄酒

還生產著新鮮的農產品和橄欖等，風光明媚，坐落在綠意盎然的高地上，讓您一

邊欣賞農村田園風景，一邊享用美酒佳餚。 

 

【彩虹小屋】 

海岸線上一排排的船屋，色彩繽紛，如夢似幻，別小看這些沙灘小屋，雖然面積

小小，有些甚至只能夠擺一張桌子，原來這是當時衝浪客為了放置衝浪板而設計

的，避免拿錯板子，故塗上色彩繽方的顏色以便識別，現今卻意外成為當地知名

景點，更有不少部落客推薦來此喔!!  

 

【雅拉河遊船】 

雅拉河，又有墨爾本的母親河之稱，起源於澳洲東部山脈，在菲利普灣（Port Phillip Bay）流入大海，在地理上

把墨爾本一分為二，在社會生活上它也起到了分界線的作用，北部及西部城區從

歷史上就一直是工薪階層的聚居區，而南部及東部地區則是高收入者的，例如:

菲茨羅伊（Fitzroy）、科林伍德（Collingwood）、卡爾頓及布倫瑞克等地。

沿著河岸漫步，可經過著名的板球場、聯邦廣場、植物園、藝術中心和賭場等，

從河的南岸（South Bank）俯瞰市區是欣賞天際線的最佳場所，在風和日麗的

日子裡，享受草地野餐；在綠意盎然的公園裡慢跑或是進行河上進行賽艇訓練，

更是當地人的生活百態，周末夜晚一旁的酒吧總是擠得水洩不通，忙碌的上班族來此放鬆紓壓。特別安排搭乘單

程雅拉河遊船(墨爾本市區-威廉鎮 Williamstown)，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欣賞最優雅品味的市區風光。 

 

 早／飯店早餐          午／澳式肉派餐 AUD25 
晚／越南河粉餐(改中式料

理)AUD15 

 Element Melbourne Richmond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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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墨爾本 - 物業管理參訪行程 - 市區觀光【聖派翠克大教堂、費茲羅花園、庫克船長小屋、聯邦廣場、

維多利亞藝術中心、城市電車、皇家拱廊】- 墨爾本 

【費茲羅花園】出自於名家之手所設計的市區花園，園區的規劃特別以英國國旗

米字圖案為區隔，搭配的不同時節的美麗花朵，色彩繽紛，卻是『花』中有序，

即便是秋冬，也別有一番風味，然而，不同的區塊自然編排而成的花園區，再次

替墨爾本這公園之都做了最完美的註解。 

 

【聖派翠克大教堂】19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式建築，也是南半球最大最高的

天主教堂，耗時 90 年光陰打造，教堂內豐富的工藝作品收藏,包括細緻的彩繪花

窗玻璃，巧奪天工的木雕及石匠工藝,都突顯出天主教堂的宏偉與莊嚴，踏進雄偉

的教堂，彷彿搭乘時光機般置身於中世紀，五彩繽紛的大型彩繪玻璃，歷史故事

歷歷在目，佇立在教堂中央的大型管風琴，也都很值得您細細品味。 

 

【維多利亞藝術中心】 

媲美巴黎的龐畢度文化中心，不定期展示澳洲現代藝術作品、原住民藝術創作等，

更是墨爾本市藝術精神指標。藝術中心共分為三個部份，一是高 162 公尺高塔劇

院，一是墨爾本音樂廳，另一則是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除了充滿人文氣息，更

是市區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築。 

 

【聯邦廣場】 

沿著雅拉河畔的寬闊公共開放區域，外觀極具閃亮未來感及現代感，其獨特設計

曾獲得 1997 年的倫敦雷博建築設計大獎，是墨爾本市的新地標，在維多利亞式

舊建築群中顯得突出且融合於墨爾本的現代景觀，建造費時超過 4 年，是一個多

功能的複合式開放空間，有購物、藝術、運動、娛樂等空間可提供日常生活的另

一個休閒去處。一旁就是弗林德斯車站，更是當地人約會見面的指標地點。其特

點在其青銅圓頂的設計及整片黃色石材的建築，展現出維多利亞建築另一種古典

華麗的壯觀風貌。 

 早／飯店早餐          午／澳式漢堡餐 AUD15 晚／希臘料理餐 AUD24.5 

 Element Melbourne Richmond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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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墨爾本 - 疏芬山淘金小鎮 - 墨爾本市集 QUEEN VICTORIA MARKET - 墨爾本/台北 

【維多利亞市集市場】 

全球第三大的露天市集，外圍販售著蔬果、手工藝品與衣物雜貨，室內販售的

物品更是包羅萬象，從雞鴨牛羊、新鮮魚貨、糕餅熟食、紅酒乳酪這裡都有在

賣，肉品區的熱狗堡更是不能錯過的地道美味。 

營業時間 :週二&周四 (AM6:00-PM2:00)，週五 AM6:00-PM5:00，週六

AM6:00-PM3:00，週日 AM9:00-PM4:00 (如有異動，以當地時間公告為準) 

 

【疏芬山淘金小鎮】 

位於維多利亞淘金鎮巴拉瑞特的疏芬山，是澳洲非常重要的歷史文化旅遊景點，至今已經兩次贏得澳洲主要旅遊



景點的全國大獎。當人們於 1851 年在巴拉瑞特發現黃金時，巴拉瑞特迅

速地發展成一個富裕美麗、「建立於黃金」之上的城市。世界上所發現

的最大金塊中有許多就是來自於巴拉瑞特，至今在環城的山丘上仍能找

到黃金。 

 

在疏芬山，您可以體驗 1850 年代盛大淘金熱時期當時的生活。您可以用

選礦鍋淘金、探索一地下金礦、並觀看純金被製成發光的金條。金鎮的人物可供您免費拍照，您也可以乘馬車瀏

覽全鎮。 

 早／飯店早餐          午／中式料理 AUD15 晚／義式料理 AUD22 

 ★★★★ RADISSON BLU PLAZA HOTEL 或 SCANDIC VICTORI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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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墨爾本- 台北 

 

 早／機上               

 親愛的家 

 

 

歡迎洽詢 

TIPM 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秘書: 陳婉玲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號 8樓 801室 

電話:02-2531-3162   傳真:02-2531-3102 

手機: 0918-099-625 

信箱:service@tipm.org.tw  

網址:http://tip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