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遊 & 活動 Day Tour & Activity

套裝行程 Package

fr.$455*
烏魯魯露營5日遊

烏魯魯
ULURU

MIX ‘N’ MATCH

fr.$445*
2 Days Package

Code 精選行程與活動 價格 (成人/孩童)
2-15歲且必須與大人同行 出發日期

A 卡塔丘塔和烏魯魯日落之旅 $145/$75 天天出發

B 烏魯魯日出和岩石環遊 $125/$65 天天出發

C 帝王谷一日遊 $245/$125 天天出發

D
卡塔丘塔日出 +  
風之谷徒步之旅 $180/$100 天天出發

E 沙漠駱駝之旅 (英) 1.5小時$80, 2.5小時$132 天天出發

F 寂靜之聲晚宴 (英) $225/$112.5 請洽詢專員

G
直升機俯瞰烏魯魯和卡塔

丘塔巨岩 (英) 15分鐘$150, 25分鐘$245 受天氣條件限制

H 烏魯魯露營5日遊 (英) $455 天天出發

I 烏魯魯馬拉文化徒步之旅 $95/$50 請洽詢專員

J 烏魯魯攝影觀星之旅 $99/$60 受天氣條件限制

K1 烏魯魯原野星光展 (英) $43/$30 請洽詢專員

K2 烏魯魯原野星光晚宴 (英) $265/$132.5 請洽詢專員

酒店

天數 

露營型
(兩人共享
一帳篷)

背包客棧 
(四人一間)

★★★  
3.5星酒店

★★★★  
4.5星酒店  

★★★★★ 
5星酒店  

預設行程 

2D $535/$399 $445/ N/A $629/$419 $659/$479 $699/$499 A+B

3D - a $805/$600 $715/ N/A $878/$590 $938/$640 $988/$690 A+J+B+I

3D - b $949/$790 $839/ N/A $1089/$850 $1149/$900 $1199/$950 A+B+I+F

3D - c $949/$790 $839/ N/A $1089/$850 $1149/$900 $1199/$950 A+J+C+B

4D $1299/ 
$1100

$1229/ 
N/A

$1509/ 
$1090

$1599/ 
$1180

$1699/ 
$1280

A+J+C+B 
+I+K2

單房差 $100 N/A $240 $300 $350 每房每晚

• 兒童: 15歲以下不占床且必需和2成人同住, 若只有一位大人一位小孩須與大人同價
• 露營型，提供營地帳篷2人共享                  • 套裝行程皆不含早餐

C. D.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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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A: 卡塔丘塔和烏魯魯日落之旅 Kata Tjuta & Uluru Sunset Tour
卡塔丘塔國家公園 / 瓦帕峽谷 / 烏魯魯日落觀景區

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卡塔丘塔是由36塊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圓頂
石頭組成的巨石陣。前往瓦帕峽谷，參加一個小時徒步之旅。沿著卡塔丘塔最
高的兩座山峰的峽谷，探尋遠古的歷史，體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前往烏魯魯
日落觀景區，一邊品嘗香檳，一邊欣賞最為壯美的烏魯魯日落。夕陽西下，太
陽光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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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後返回度假村。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4月-10月2:30PM/11月-3月3:30PM/共約 5小時

行程 B: 烏魯魯日出和岩石環遊 Uluru Sunrise and Base Tour
烏魯魯日出觀景區 / Mutitjulu 水潭 / 卡塔丘塔文化中心

日出前前往日出觀景區。在日出觀景平台見證太陽發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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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烏魯魯文化徒
步之旅。欣賞原住民的岩畫，Mutitjulu 水潭，瞭解當地的特色植物，原住民
的傳統故事等等。結束後，乘車環遊烏魯魯巨岩，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烏魯
魯卡塔丘塔文化中心，可以瞭解阿南古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參觀 Maruku  
手工藝作坊，還有機會目睹原住民藝術家現場創作。中午前返回度假村。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每天日出前 60分鐘/共約 3.5小時

行程 C: 帝王谷一日游 Kings Canyon Day Tour
前往帝王谷，途中在帝王溪休息站停留，您可以自費購買熱飲或者早餐，做好
攀登帝王谷的準備。抵達瓦塔卡國家公園，聽從導遊的安排和安全須知的講
解，然後開始帝王谷山頂徒步探索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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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選擇輕鬆愜意的河床徒步行程，漫步探索鬱鬱蔥蔥
的峽谷河床。後前往帝王谷度假村用午餐(自理)，最後返回艾爾斯岩度假村。
此行程需要一定的體能來進行，請自行斟酌個人身體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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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安全著想，規定
帝王谷的北岸關閉不開放，只能參加南岸的徒步。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4月-10月5:00AM/11月-3月4:00AM/共約 13小時

行程 D: 卡塔丘塔日出+风之谷徒步之旅 Kata Tjuta Sunrise  
& Valley of the Winds Walk Tour
乘車前往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觀景台欣賞日出，享用為您精心準備的熱飲
和精美小食後，上觀景台遠眺卡塔丘塔全景。之後走進卡塔丘塔最著名的徒
步路線-風之谷。沿著神秘的小道進入峽谷深處，沿途欣賞紅色的懸崖絕壁，
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途經第一道觀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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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返5.4公
里，2.6小時)，導遊為您娓娓道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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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返7.4公里，3-3.5小時) 結束後返回度假村。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日出前1.5小時/共約 5.5小時



• 建議航班: 抵達後參團，請 01:00PM 前抵達 Ayers Rock 機場; 當日參團請

搭乘 01:00PM 後離開 Ayers Rock 機場航班。露營團: Alice Spring 機場

降落航班時間爲第一天任意時間前，Alice Spring 機場回程航班時間爲任

意時間後。

• 推薦行程及景點根據時間和團體意願進行，部分可能不會參觀，如放棄行

程、自由活動，恕不退費。

• 0 到 2 歲嬰兒 (不佔床，不佔車位) 為成人半價 (依兩人價為主)

• 行程 A-C 可加購行程 E、F、G，於自由活動時間參加。

• 若是購買一日行程，須額外支付國家公園門票成人AUD25、兒童 (5-15歲)

AUD12.5、嬰幼兒(4歲以下)免费，(有效期 3 天)。部分活動與自費項目司

機、導遊不跟隨。價格若有調整請依照現場門票價格為主，恕不另行通知。

• 露營團: 建議攜帶 2 瓶 1.5 公升水 (每人，視個人狀況而定)、睡袋 (或可加

購租借)、舒適輕便防滑好走的鞋子、遮陽帽、防蒼蠅網 (尤其夏天)、太陽

眼鏡、防曬乳霜、衛生紙 (廁紙) 衛生用品、手電筒、泳衣 (夏天或視個人)

、毛巾、相機、個人用品與藥品、輕便舒適服裝 (夏季建議輕便、涼爽、

防曬; 冬季建議保暖)、旅行枕頭 (視個人)、小、輕便旅行過夜包 (鑒於旅

行巴士空間有限，請勿攜帶大件行李廂、袋上車，可由背包客棧保管但請

注意保管時間)。

MIX ‘N’ MATCH 烏魯魯 Package 

團費包含 

 ✓ 機場來回接送
 ✓ 指定景點門票
 ✓ 住宿 (不含早)
 ✓ 專業中文導遊
 ✓ 旅遊巴士

團費不包含

 ✗ 國際、國內航班機票
 ✗ 所有餐飲 (英文露營團含部分餐)
 ✗ 當地導遊小費 AUD$6/每人每天
 ✗ 旺季附加費用
 ✗ 個人旅遊保險(強烈建議)
 ✗ 非人力因素 (如因天氣、酒店房間等特殊情況) 

而導致的而外費用以及其他個人花費)

退款取消條款: 1. 行程出發前 61日以上 (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30%。
2. 行程出發前 31-60日 (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50%。
3. 行程出發前 15-30日 (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80%。
4. 行程出發前 1-14日 (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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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of the Holiday Xperience Travel Group. ABN 36 124 034 33. Updated 1 Apr 2019.

行程 E: 沙漠駱駝之旅 Camel Desert Safaris (英) 

前往駱駝農場，踏上騎著駱駝紅土沙漠的旅程。騎著友好溫馴的駱駝在富饒的
紅沙丘風光中漫步，欣賞神秘的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觀看烏魯魯和卡塔
丘塔在日光中萬變的壯觀情景，令人振奮。知識淵博的駱駝導遊會向您描述  
(英) 您周圍的腹地景觀的植物和動物。

1.5小時日間駱駝快線: $80.00/每位 (上午10:30AM 或者下午2:00PM) 
2.5小時日出或日落之旅: $132.00/每位 (日出前1小時/日落前1.5小時出發) 

行程 F: 寂靜之聲晚宴 Sound of silence (英)

前往沙漠中獨特的餐廳，它是最受歡迎的旅遊項目，又稱為無聲勝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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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露天餐廳，享用豐盛的內陸風味西餐及美酒。晚餐後， 
由星空講解員解說 (英) 天空中各類星座，後返回酒店。10歲以下小童不可以
参加。全程時間约 4小時。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每天日落前 60 分鐘，請向酒店前台確認出發時間

行程 G: 直升機俯瞰烏魯魯/卡塔丘塔巨岩 Ayers Rock 
Helicopter (英)

烏魯魯 (艾爾斯山) 直升機觀光15分鐘飛行在飛往烏魯魯的路上鳥瞰艾爾斯山
的沙漠景觀，一望無垠的沙漠奇觀定會非常激動人心。此外，25分鐘飛行景
觀還有烏魯魯的風貌和廣袤的紅色沙漠盡收眼底，去往卡塔丘塔巨岩的路上，
多達36塊的巨型圓石陣將此處的自然奇景點綴得更加斑駁，此種自然鬼斧神
工的奇景，你一定不會想錯過。

E. F. G. H.

烏魯魯 Uluru

背包客棧
Backpacker/Hostel

烏魯魯: 先驅者旅店 (不含早)
Outback Pioneer Lodge or 

similar

愛麗絲泉: 愛麗絲旅店 
(不含早)

Alice Lodge or similar

三星酒店
3.5 Star Hotel

烏魯魯: 內陸先驅青年酒店
Outback Pioneer Hotel

四星酒店/公寓式酒店
4.5 Stars Hotel/Apartment

烏魯魯: 沙漠花園酒店
Desert Gardens Hotel or similar

五星酒店
5 Star Hotel

烏魯魯: 沙漠風帆酒店
Sails in the Desert or similar

Copyright © 2017 Ozetours Copyright © 2017 Viator, Inc. Copyright © 2017 Paula Mcmanus

行程 H: 烏魯魯露營5日遊 (英) Uluru 5 Days Camping Tour 

帶您走訪澳洲中心著名的沙漠景觀，包含烏魯魯、帝王谷等地，以露營 
方式深刻體會大自然的原始能量，夜晚星空下夜宿的美好體驗，全程有 
專業英語導遊提供導覽以及部分餐點的提供。

第一天: 抵達愛麗絲泉 Alice springs (自行入住背包客棧，餐食自理)

第二天: 從愛麗絲泉出發到烏魯魯＋駱駝農場＋文化中心＋日落 (露營)(L/D)

第三天: 烏魯魯日出＋卡塔丘塔巨石群＋帝王谷溪站(露營)(B/L/D)

第四天: 帝王谷＋雅班瑟山＋返回愛麗絲泉 (入住背包客棧) (B/L)

第五天: 愛麗絲泉＋回程 (自行前往機場，餐食自理)

行程 I: 烏魯魯馬拉文化徒步之旅 Uluru-Mala Walk Tour
沿著烏魯魯岩石腳下阿南古人神聖的遺跡，探尋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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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谷如同燃燒的石壁，甚為壯觀。若有幸遇到下雨天，堪久峽
谷 Kantju Gorge 還會形成壯觀的岩石瀑布。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每天日落前 
60 分鐘，請向酒店前台確認出發時間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4月-10月2:00PM/11月-3月3:00PM/共約 2.5小時

行程 J: 烏魯魯攝影觀星之旅 Uluru Astro Tour
驅車前往十幾公里外的烏魯魯卡塔丘塔國家公園內最佳的觀星地點，星空講解
員會用激光鐳射筆指出各個星座，行星及恒星，分享當地原住民關於星空的創
世紀故事和他們如何利用星空尋找方向，提示季節，傳遞正確的價值觀。

出發時間 (酒店接送): 4月-10月8:20PM/11月-3月9:00PM/共約 2.5小時

Please contact your Travel Agent for more detai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