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T. TRAVEL AUSTRALIA PTY LTD 澳洲自由行
Office: 6/15 Grantala St. Manoora. QLD 4870
Tel: 07-40537257
Fax: 07-40537954 ABN 40 134 244 474
客人姓名:
位
客人姓名 Ms. Cathy and Mr. Bach Quan 成人:約
成人 約25位
聯絡電話: Email: bachloi51@yahoo.com, catannelu@gmail.com
聯絡電話

Suggested Itinerary
第一天 基督城
格雷茅斯
基督城/格
到達花園城市基督城後, 集合點: 機場行李領取處 導遊舉著 “歡迎知用校友貴賓” 牌子
市內觀光– 歌德式大教堂, 維多利亞廣場, 市玫廳, 追憶橋, 兩岸垂柳的雅芬河.
午餐後, 前往西海岸最大城鎮格雷茅斯, 橫越世界著名的南阿爾卑斯山脈, 沿途觀賞被千萬年冰河
所切割出來的地理景觀.
Check-in Hotel 格雷茅斯 Kingsgate Greymounth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格雷茅斯/瓦
瓦娜卡
酒店內早餐後, 開始一天冰河之旅.
觀賞世界上少數活冰河之一福斯冰河 (第三大冰河) 及塔斯曼海的千層蛋糕石
同時還可體驗淘金的樂趣. 沿途風景美不勝收, 讓人有置身仙境之感
Check-in Hotel 格雷茅斯 Mercure Oakridge 或同級
第三天 瓦娜卡/皇
皇后鎮
酒店內早餐後, 出發參觀讓你樂而忘返的迷惑世界 Puzzling World. 更會在有 “水果之都”稱號的
克侖威爾 Cornwell, 閣位有機會品嚐到當地的新鮮水果及水果冰淇淋.
中午到達渡假勝地皇后鎮 Queenstown 並在湖邊享用精美午餐. 午餐後大家可以自由自在紐西蘭第三
大湖泊瓦卡蒂湖 Lake Wakatipu. 盡情享受為人所神往的如畫風景, 恬靜安逸.
Check-in Hotel 皇后鎮 Aspen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皇后鎮/米
米爾福德峽灣/蒂
蒂阿娜
酒店內早餐後出發, 途經紐西蘭第二大湖泊蒂阿娜, 繼而前往紐西蘭最大的國家公園, 被評為世界
八大自然遺產之一的冰峽灣地國家公園.
更會乘坐豪華遊輪, 親身近距離暢遊一萬多年前被冰河所切割而形成的米爾福德峽灣, 親眼見證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 沿途還可欣賞到冷溫帶雨林, 鏡湖, 峽谷等奇景.
Check-in Hotel 蒂阿娜 Teanau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蒂阿娜/丹
丹尼丁/奧
奧瑪魯
酒店內早餐後出發, 出發前往紐西蘭最古老的城市丹尼丁. 丹尼丁是南島第二大城市和奧塔哥地區
的商業中心. 午餐後, 市內觀光包括奧塔哥大學, 古老火車站, 世界最陡峭私街道, 第一大教堂, 下
午前往奧瑪魯, 沿途更會觀賞東海岸海灘上非常獨特的毛利圖石. 到達奧瑪魯後探索世界最小的企
鵝 – 藍眼小企鵝阿娜多姿的歸巢.
Check-in Hotel 奧瑪魯 Kingsgate Oamaru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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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奧瑪魯/庫
庫克山/基
基督城
酒店內早餐後出發, 到達 有紐西蘭最美麗的冰河湖之稱的 Lake Pukaki. 被當地人稱為 Milky Blue
奶藍色的湖水, 伴著巍峨宏偉的庫克山. 在天朗氣清的日子裡如一幅湖天一色的明信片呈現在你眼
前. 隨後在全世界最高海拔的庫克山三文魚飼養場, 免費品嘗由這麼漂亮的湖水孕育而成的庫克山
三文魚. 參觀蒂卡波湖畔的好牧羊人教堂後在湖畔餐廳享用午餐.
回到基督城機場乘搭客機回雪梨.
旅途愉快
途愉快

NZ 南島六天優惠價錢包括:
優惠價錢包括:
5 晚酒店住宿包早餐, 6 午餐, 5 晚餐
全程機場來回及所有行程來回接送
景點門票
全程中文導遊安排講解
市內觀光
GST
＊ 司機導遊服務費每人 NZ$8/天
每位優惠價 NZ$1280 單人房差額 — 每晚 NZ$50
歡迎隨時聯絡我們. Queenie 蘇 0434124123/0423912598
如對建議行程感興趣, 歡迎致電查詢優惠價.

客人請預付
客人請預付每位澳元
預付每位澳元$
每位澳元$

訂金,
訂金, 以確認優惠價錢,
以確認優惠價錢, 餘額每位澳元$
餘額每位澳元$ ---

(所有優惠價錢以項目及人數不變作準
所有優惠價錢以項目及人數不變作準)
所有優惠價錢以項目及人數不變作準
訂金將在閣下預定的旅遊專案退回,, 如客人
如客人取消行程
取消行程,, 所付的訂金將概不退還.
訂金將在閣下預定的旅遊專案退回
取消行程
所付的訂金將概不退還.
餘數將在閣下到達當天以現金收取.
餘數將在閣下到達當天以現金收取
訂金付款方法:
1. 網上銀行轉帳
銀行資料: BSB: 064 804

戶口號碼:

1341 2607

(Commonwealth Bank)

Name: FIT TRAVEL
請保留轉帳資料或存根,
請保留轉帳資料或存根 致電確認後,
致電確認後 閣下會收到電子收據.
閣下會收到電子收據
2. Pay Pal 付款
註冊一個 Pay Pal 戶口, 很簡單, 五分鐘便可.
https://www.paypal.com/
註冊後請電郵通知我們, 我們會發送"付款要求"給你.
Paypal 其實就是用信用卡付款. 但由於 Paypal 付款時我們公司都看不到閣下的信用卡號,
所以我們只接受 Paypal 付款, 這樣對雙方都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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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須知***
個人資料獲取:
個人資料獲取:
澳洲自由行(F.I.T. Travel Australia Pty Ltd)將獲取所必需的個人資料用於景點門票及行程預訂。 您的
個人資料將只被本公司及相關景點預訂中心用於景點門票及行程預訂, 並絕不用於其他用途。
注意事項
1. 團友旅遊安全由各交通公司、旅店、各旅遊景點等直接負責，與本公司無涉。
建議各位遊客購買旅行保險，如在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而導致損失或傷亡，本公司概不負責。
2. 因天氣原因而導致的航班延誤等，或由於地震，洪水等不可抗拒因素而導致團友的經濟，時間，
景點門票，住宿及其它等等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3. 因人數不足或天氣原因，本公司有權在啟程前或啟程後取消或更改行程。
如團友因任何自身原因未能參團取消的行程, 所付的訂金將概不退還。
訂金
1.
2.
3.
4.

客人于出發前二星期交每位二十元訂金, 便可享有船票, 門票等優惠價錢
客人到達後, 訂金會在訂購的項目中減除.
訂金以每位計算. 訂金不可轉讓給其他客人.
如客人臨時取消旅程, 訂金恕不退還

5. 如客人需要更改到達日子, 一星期前通知不作任何扣款
酒店訂房
1. 客人需于訂房前, 把房間總數全數付清
2. 客人請確認好入住及退房日期, 時間, 房間數目, 房間種類
3. 客人可以要求雙人床, 吸煙或不吸煙房等, 本公司定盡力為閣下爭取, 如沒有此種房間, 客人不
可藉故退房
4. 客人如在訂房後取消房間, 會根據客人所訂的酒店細則作扣款處理, 本公司不會再額外再收取
行政費用
5. 若客人選擇預訂的住宿房間訂滿, 則另試其他酒店住宿, 價錢亦會有所調整, 本公司會另作通
知.
本公司所有優惠價錢以項目及人數不變作準, 如客人到達時的人數或專案與報名協議時不同, 本公
司有權調整優惠價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