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no.: 350232

Darwin 5 Days 4 Nights Package
達爾文 5 日 4 夜套票

$9,388+
Valid for travel: 01Jan-31Dec19

Basic Information:
Weather:
氣溫:

Wet season (November – April) - 24 - 32 °C
Dry season (May – October) - 21– 32°C

Time Difference:
時差:

1 hour 30 mins ahead of Hong Kong
較香港快 1 小時 30 分鐘

Distance from HK:
與香港相距:

Approx. 4264 km
約 4264 公里

Flight Duration:
航班飛行時間:

Approx. 7 hours 10 mins
約 7 小時 10 分鐘

Visa:
簽證:

Required 需要
Details: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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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Information:
Frequency 班次
Flight 航班
From 由 / To 至
Shenzhen 深圳 / Darwin 達爾文
Wed, Sun
DZ6223
Darwin 達爾文 / Shenzhen 深圳
Wed, Sun
DZ6224
*Flight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Dep 起飛 / Arr 到達
0130 / 0840
1725 / 2205

Package Price:
Package Plan 套票類別

Per person 每位收費

Basic Plan
(Min. 6 persons travel together)

$9,388

Day

Itinerary for 5 Days
5 天行程

天數

Meals 餐食
B
L
D

Shenzhen 深圳  Darwin 達爾文 (航程約 5 小時 30 分鐘)
Day 1
第一天

-

Crocosaurus Cove (鱷魚公園)：它的展示區設計非常獨到，可讓每位遊客在每一層及 360°都能觀
賞澳洲標誌性世界體型最大的鹹水鱷魚

-

Northern Territor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北部地區博物館及美術館)：作為北領地首屈一指的博
物館，這裡介紹了土著與藝術史等多種不同文化、歷史與研究成果

-



-





-





-

Accommodation: Darwin City Hotel (3*) or similar class

Litchfield National Park 李治菲特國家公園

Day 2
第二天

-

Termite Mound (白蟻丘)：白蟻丘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點之一，是在一大片開闊空地上散列著數
以百計高達兩米至五米的白蟻丘。這構造精巧的白蟻丘已有五十至一百年歷史，是澳大利亞北部
和李治菲爾德國家公園獨一無二的景點

-

Tolmer Fall (托莫瀑布)：托莫瀑布是的李治菲特國家公園裡風景秀麗及最壯觀的瀑布之一，它從
兩處高聳的懸崖絕壁上傾瀉注入一個深跌水潭

-

Wangi Fall (雲芝瀑布)：雲芝瀑布是李治菲特國家公園中最著名和最受歡迎的景點。瀑布位於公
園西邊。坐在野餐區精心修剪的寬廣草坪上，觀賞懸崖絕壁處兩條瀑布的水流傾瀉而下，跌入下
方的大跌水潭中

-

Buley Rockhole (布里岩石水潭)：在布里岩石水潭的跌水泳池中來一次神清氣爽的游泳。這處廣
受歡迎的游泳水潭位於李治菲特國家公園內，是遊玩公園後放鬆的好去處

Accommodation: Darwin City Hotel or similar class

Kakaku National Park 卡卡杜國家公園

Day 3
第三天

-

Bowali Visitor Centre (國家公園遊客中心)：了解國家公園景點開放信息及原住民文化

-

Nourlangie Rock (諾蘭吉岩)：諾蘭吉岩藝術遺址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卡卡杜國家公園內，數千
年以來一直是原住民的庇護所和岩畫場所。沿著 1.5 公里呈環形佈局的諾蘭吉岩藝術小徑行走即
可看到這些繪畫， 通過這些繪畫了解原住民豐富多彩的精神傳統

-

Yellow Water Billabong Cruise (黃水河潭巡遊)：黃水河潭是一個被陸地包圍的死水潭，繁衍著眾
多本土動植物群落，是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卡卡杜國家公園最著名的地標之一。參加黃水潭生態
遊船，觀賞公園內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

-

Warradjan Culture Centre (瓦拉堅文化中心)：這是在卡卡杜國家公園內位於黃水灌木沼澤區的庫
英達附近，是必遊之地。該中心的展品豐富，由卡卡杜的原住民所有者開發設計，提供了關於卡
卡杜原住民文化的詳細信

Accommodation: Darwin City Hotel or similar class
* Ref: PH-C-DZ-DRW-5D4N/AC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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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Meals 餐食
B
L
D

Itinerary for 5 Days
5 天行程

天數

Darwin City Tour 達爾文市內遊

Day 4
第四天

-

Territory Wildlife Park Darwin (北領地野生動物園)：這是北領地最受遊客青睞的野生動物園了。
此處有小型濕地，水族館，雨林小道，飛行甲板，鵝湖等一系列仿自然景觀，讓您可以近距離的
觀賞澳洲這些與眾不同的動物

-

Aviation Museum (航空博物館)：達爾文航空博物館的前身是澳大利亞航空歷史中心（Australian
Aviation Heritage Centre），旨在收藏曾經在澳大利亞出現過的各類飛行器，尤其是軍用飛機。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一架體型碩大的 B52“同溫層堡壘”轟炸機，正是因為航空協會在上世紀 80
年代從美軍手中接受此飛機，促成了達爾文航空博物館的誕生

-

Casuarina Shopping Centre (凱瑟琳娜購物中心)：是北領地最大的購物中心





-





-

Accommodation: Darwin City Hotel or similar class

Darwin 達爾文  Shenzhen 深圳
Day 5
第五天
-

Parliment House of Northern Territory (北領地議會大樓)：它是是北領地法律政治中心。大樓部分
全年開放給遊客參觀，在這裡可以看到頗具領地特色的議會大廳，現任領地所有議員照片，歷年
領地首席執行官和議長的肖像油畫，並了解到北領地的政治歷史和部分達爾文在二戰中被轟炸的
戰爭歷史。
Royal Flying Doctor (皇家飛行醫生展館)：這是一個地標性建築，講述兩個北領地的著名故事。了
解皇家飛行醫生服務所（RFDS）誕生和成長的英雄事蹟，感受 1942 年空襲達爾文港是何等激烈
慘重，以及如何震撼了整個澳大利亞。

Package Prices Include:
* Round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between Shenzhen and Darwin by Donghai
Airlines (DZ)
* Hotel accommodation & meals as mentioned
* English speaking local guide – Seat in Coach (Not include tips for local guide and
driver, approx. AUD8-10 per person per day)

以上價格包括：
* 東海航空來回深圳至達爾文經濟客位機票
* 行程提及之酒店住宿及膳食
* 當地觀光團 (Seat In Coach) 之專業英語導遊 (不包括導遊及司機小費，每
位每日約 AUD8-10)
* 觀光團之景點入場費
* 0.15% 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 Entrance fee as per the sightseeing tours
* 0.15% TIC Levy
Remarks:
* All the above fare base on HKD
* Booking: By PAM Holidays
* Price quoted does not include Tour Escort from Hong Kong
* Tour must be completed on / before 31Dec19. (except specified)
* Prices are NOT included tips for local guide and driver, approx. AUD8-10 per
person per day
* Minimum 2 passengers (paying adult prices) & all passengers MUST travel and
check-in together on the same outbound and inbound flights
* All the above rate is person and valid on DZ Operating Flights only
* For child fare, please contact us for details.
* Hotel rat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for non-consecutive stay
* All rates are subject to weekend and high season fair period surcharge
* Please make sure there are at least 6 months validity for all travel documents or
Visa

備註：
* 以上價格全以港幣結算
* 訂位代號：由 PAM Holidays 代訂
* 不包括香港領隊
* 行程必須於 1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特別註明除外)
* 不包括導遊及司機小費，每位每日約 AUD8-10。
* 最少兩人(支付成人價錢)同行﹐所有同行客人之行程﹑航班必須相同﹐並
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
* 以上價錢每人計及適用於 DZ 營運航班。
* 小童收費可向我們查詢
* 如只預訂房間或作不連續住宿，酒店價目及條款或會有所調整及變動
* 以上價格於週末及旺季期間需繳付額外附加費
* 請持有效簽証及最少六個月以上有效期之護照入境
* 機票及酒店套票發出後，將不接受更改，取消及退款
* 以上價格不包括所有有關稅項、附加費及簽證費用
* 航班或酒店作實後兩天內須繳付全部費用, 否則自動取消
* 如預定 45 天內出發之套票，必須先收取套票全費，方進行預定
* 行程次序安排、酒店住宿及景點安排或會依據當地情況作更改
* 資料及圖片僅供參考，如有任何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No amendment,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are allowed once documents are issued
* Prices exclude any applicable taxes, surcharges & visa fees
* Full pay must be received within 2 days upon confirmation. Otherwise booking will
be cancelled automatically
* Full payment must be collected if the reservation made within 45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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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on this flyer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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