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故居、 聖帕特裡克大教堂等。 乘坐獨特的遊船($25/$13)遊覽雅拉河， 參觀南半球最高景點尤
利卡大廈($22/$15)， 唐人街自由活動及午餐後，  往澳洲最大的皇冠賭場娛樂。 下午前往菲利浦
島， 沿途參觀巧克力工廠(夏天開放$17/$11)， 抵達企鵝島(報名時需預付$26.2/$13)， 夜晚觀賞神
仙小企鵝回巢。

第三天： 前往維省有150年歷史的金礦城(報名時需預付$66/$30.2)， 場內保有1850年代的建築物， 參觀地下
金礦洞和黃金博物館，更可親手嘗試淘金的樂趣。下午前往坎貝爾國家公園經大洋路抵達12門徒石， 
經過幾百萬年的風化和海水侵蝕形成的多座斷壁岩石， 更可乘坐直升機($145起，大人小孩同價)俯
瞰海峽奇觀。 3 天巴士航空團， 後送機場乘機回程。

第四天： 早餐後搭乘巴士回程， 約晚上8點抵達悉尼。  3天航空團， 後送機場自行乘機回程。

SM4B:  四天巴士團  $299/$289 
SM3BA:  三天巴士航空團  $419/$409 
SM3AB:  三天航空巴士團  $469/$459 
SM3A: 三天航空團  $609/$599 

每週一 五 出發
每週一 五 出發
每週二 六 出發
天天出發

4 星
酒店

所有航空團僅提供 7 公斤手

提行李， 需另付寄艙行李費
每人限每程 1 件約 $20/15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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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價/小童價

巴士團出發時間：   A點 7:10am Hurstville    B點 8:00am China Town                         **報名時需預付企鵝島、 金礦城門票**
航空巴士團 / 航空團集合地點：  自行乘搭飛機， 在墨爾本機場所屬航班行李處等候接機
團費包括 : 行程內所列機票， 目的地城市機場接/送機， 華語司機兼導遊， 遊空調巴士， 雙人房及早餐， 行程內已含景點門票
團費不含： 未預繳的景點門票 (價格僅供參考) 午餐 / 晚餐 (約$20-25人)，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5。
墨爾本酒店： 4 星Crest On Bark ly, 47 Bark ly St, St Kilda 或同級；  延期： 單人房每晚$139(包早餐)； 單人房附加費每晚$70
單人配房安排(無條件接受雙人房或三人房安排) 報名時， 需預付單人房附加費每晚$70， 如配房成功， 行程中由導遊退還每晚$40

所有行程景
點門票必須
由本社導遊
統一購買

墨爾本市區、 企鵝島、 金礦城、 大洋路、 12 門徒 3 / 4 天團
第一天： 早搭乘巴士前往墨爾本， 傍晚抵達， 入住4星酒店休息。

第二天： （3天航空巴士團 / 3天航空團) 乘航機往墨爾本， 司機接機後遊覽國會大廈、 費茲羅花園及庫克船長

墨爾本及周邊一日游 Melbourne Day Tours 
上車地點： 墨爾本市區中國城 No.108 Little Bourk e Street （北京同仁堂旁邊小廣場）

墨爾本市區+企鵝島
MD1   ( 車費$60 每人 )
每周 二  六     出發時間： 09:15 am 
遊覽擁有160多年歷史的舊國會大廈， 費茲羅花園及庫克船長
紀念故居， 南半球最大的天主教堂-聖帕特里克教堂等。 之後乘
游船遊覽雅拉河（$25/$13）， 登上南半球最高尤利卡
第88層觀景臺（$22/$15）俯瞰墨爾本市區全景， 唐人街自由
活動及午餐後， 或往澳洲最大的皇冠賭場娛樂。 下午前往菲利
浦島， 沿途參觀巧克力工廠（                                                                    夏天開放 $17/$11）， 抵達企鵝
島（  報名時需預付$26.2/$13）， 夜晚觀賞神仙小企鵝回
巢。

淘金城+大洋路 十二門徒石
MD2   ( 車費$60 每人 ) 
每周 三  日    出發時間：  08:15 am
早餐後前往具有150年歷史的金礦城（報名時需預付
$64.5/$30）， 場內保留著1850年代的建築。 由導遊帶領乘坐
纜車進入地下金礦和黃金博物館， 了解淘金史， 更可親手嘗試
淘金樂趣。 午餐後經大洋路遊覽12門徒石，    更可乘坐直升機
（$145起 大小同價）俯瞰海峽奇觀。

大洋路+阿波羅灣+十二門徒石
MD1A  (車費 $65 每人 ) 出發時間： 08:00am     天天出發

經由維省西海岸蜿蜒伸展的大洋路， 途徑Anglesea小鎮到達
小紅帽燈塔， 欣賞波瀾壯闊的南太平洋與奇駿海岸線的完美融
合， 在大洋路紀念拱門停留。 抵達半月形                                  海灣阿波羅灣， 欣
賞在南太平洋水面上巍然聳立至今仍遭受潮汐， 海風侵蝕的
12門徒岩  ， 可選擇搭乘直升機（自費$145) 空中遊覽壯美的
12門徒全景! 沿途經過洛克阿德峽谷， 是由海水沖刷出來的十
分漂亮、 獨特的景觀。

動物園+巧克力工廠+企鵝島
MD1D  (車費和二門票$78 每人 )      天天出發

前往澳洲特有神仙企鵝的棲息地-菲利普島 。 途中參觀野
生動物園， 觀賞及餵食著名的無尾熊、
世界最高巧克力瀑布及驚人的巧克力製成雕像的巧克力工
廠（$17/$11）， 品嘗好吃的巧克力。 日落前抵達企鵝天
堂- 菲利普島欣賞企鵝大遊行， 觀賞企鵝歸巢的特殊景觀。

亞拉河谷 丹頂農山 古老 蒸汽火車
MD1E   (含車費及小火車單程票$79 每人 )
每周 一  六    出發時間： 08:30 am 
在丹頂農山區的格蘭野餐園地， 偶遇野生鸚鵡， 可自費購
買飼料餵食。 體驗古老的普芬比利蒸氣火車， 聆聽著蒸氣
火車鳴笛聲， 在原始的山區鐵路奔馳。 在山頂觀景區遠眺
墨爾本全景。 前往植物園區觀賞各種樹木與花卉。 參觀頂
級 LV旗下香登酒莊， 可自費品酒。

丹頂農山+古老蒸汽火車+企鵝島
MD1F   (車費及二門票$120 每人 )
出發時間： 10:00am  (10月-3月  11:00am) 天天出發

在丹頂農山的格蘭野餐園地， 偶遇野生鸚鵡， 可自費購買
飼料餵食。 體驗古老的普芬比利蒸氣火車， 聆聽著蒸氣火
車鳴笛聲， 在原始的山區鐵路奔馳。 前往澳洲特有神仙企
鵝的棲息地-菲利普島。 日落前抵達企鵝天堂-菲利普島欣
賞企鵝大遊行， 觀賞企鵝歸巢的特殊景觀。

***以上一日遊均不含： 行程內已列價格的景點門票， 午餐， 司機導遊小費$5每人******以上一日遊均不含： 行程內已列價格的景點門票， 午餐， 司機導遊小費$5每人***



所有行程景
點門票必須
由本社導遊
統一購買

所有航空團僅提供 7 公斤手提行李， 需另
付寄艙行李費每人限每程1件約 $20/15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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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備機票團費
 成人價/小童價

4星酒店 : $599/$569  單人房 : $789

SO3L:  黃金海岸三天動感地接團（已含行程內景點門票）  天天出發

海無限風光；在沖浪者天堂的神奇金色沙灘上悠閑漫步； 遊覽充滿好萊塢電影文化的華納電
影世界（已含, 或選擇海洋世界   報名時確定）， 與華納明星、 卡通人物遊玩， 體驗險刺激
的娛樂項目， 親子專屬樂員， 3D電影及好萊塢飄移飛車表演。

第三天： 遊覽可倫賓鳥園野生動物園 ( 已含 )， 手餵七彩鸚鵡、 與袋鼠或手抱樹熊照相； 午餐自
費於園內；下午開始2小時的翠兒河釣魚捉蟹之旅 (已含）    ， 享用免費茶點， 學習抓泥
蟹， 小龍蝦 ，   品嘗美味新鮮捕抓的昆州蟹。 結束後送機場返程（晚上6點後航班）

黃金 海 岸  Gold Coast

團費包括： 4 星酒店標準雙人房含早餐、 行程內指定景點門票 (          螢火蟲洞， 海洋世界或電影世界、 可
倫賓動物園、 抓蟹體驗、 Q1 觀景臺)、 中文司機兼導遊、 空調旅遊巴士、 行程內機場接送。                
團費不含：  午餐， 晚餐， 機票及其他未指定門票，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5。

第一天： 早上抵達黃金海岸機場 (9點前半抵達的航班)， 接機後遊覽昆州的“瑰寶秘境”天寶林山，
藝廊街； 午餐自費於集畫廊、 酒莊、 餐廳於壹體的雪松溪葡萄酒莊餐廳； 在著名的藍光螢火
蟲洞探秘（已含）， 可近距離觀察上萬只發光的螢火蟲； 深入天寶林山雨林進行純氧漫
步，  觀賞柯蒂斯瀑布。 接受後送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 前往昆州最高建築Q1大廈的星空塔觀景臺（已含），  眺望整個黃金海岸無限城市與大

巴士航空團 悉尼出發時間 / 集合地點： A點 7:10  Hurstville ;  B點 8 : 00am China Town
航空團集合地點：  團友自行乘搭飛機， 在墨爾本/布里斯班 / 黃金海岸及凱恩斯機場取行李處等候接機。
團費包括： 行程內所列機票（團號： SO3A / SMO6BA           /SMO5A/SMOC8BA 及SMOC7A) 目的地城市機場接/送機； 華語司機兼
導遊， 旅遊空調巴士； 全程4星酒店標準雙人房及早餐； 行程內已含景點門票。

團費不包括： 行程內未含的景點門票 (所列價格僅供參考，  午餐/晚餐，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5；
黃金海岸酒店：  4 星 Mantra Legends Hotel， Gold Coast 或同級； 延期： 單人房/雙人房每晚$149(包早餐)
凱恩斯酒店： 4 星Hotel Cairns, Cnr Florence & Abbot St 或同級 ； 延期： 單人房/雙人房每晚$140(包早餐)

驚險娛樂項目， 親子專屬樂園， 3D電影及好萊塢飄移飛車表演。 下午可乘坐獨特的水路兩用車
($38/$30)。         結束後送機場返程（晚上6點後航班）。

第三天 :  早餐後往充滿好萊塢電影文化的電影世界($90/$75)和華納明星、 卡通人物遊玩， 體驗驚險刺激的 成人價/小童價（含機票費用）

4 星酒店  : $589/$5 59   單人房：  $780

SO3A:

第一天  :  早上抵達黃金海岸機場， 後遊覽黃金海岸市區， 接著暢遊海洋世界($90/$75)可以與海洋生
態作近距離接觸，  觀賞豐富的海洋生物包括鯨魚海獅鯊魚北極熊企鵝和海豚。 晚上安排豪華遊
艇夜遊活動 ($95/$85含中式宵夜)， 暢遊納瑞河， 觀賞黃金海岸夜景。

第二天： 前往具有澳洲特色的天堂農莊參觀($49/$39)： 抱樹熊， 欣賞擠牛奶、 剪羊毛示範、 牧羊狗趕羊

黃金海岸三天繽紛航空團 

SMO5A:  $1369/$1309    單人房$1669   SMO6BA:  $1199/$1139 單人房   $1499           

每周 一 三 五 六 出發           每周二 三 六 出發

 墨爾本+黃金海岸 5天航空團/  6天巴士航空團 +凱恩斯 7天航空團/ 
8天巴士航空團 （已含企鵝島 /  金礦城/大堡礁游船門票）

SMO 6 B A / S M O 5 A  
S M O C 8 B A / S M O C 7 A :

4星酒
全程
店

等表演， 品嘗流浪者茶， 可自費品嚐澳式鄉村風味燒烤餐及乘坐馬車遊覽。 下午前往可倫賓鳥
園野生動物園($50/$40)手餵七彩鸚鵡、 袋鼠及手抱樹熊照相。 晚上前往位於國家公園的自然
橋， 進入山洞觀看藍光螢火蟲洞($98/$85) 。

    天天出發

  SMOC8BA:  $1899/$1829 單人房   $2399           
每周 一 三 五  出發

  SMOC7A:  $2089/$2029 單人房   $2599           

每周二  四六 出發

第一天： 早上乘坐空調旅遊巴士前往維多利亞首府墨爾本。 傍晚抵達， 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 (5天/7天航空團出發及抵達) 墨爾本市區遊覽， 可乘遊船遊覽雅拉河($25/$13)， 登上南半球
最高建築最高建築尤利卡第88層觀景臺 ($22/$15) 俯瞰墨爾本市區美景； 下午前往菲利浦島觀賞世界最小
的神仙企的神仙企鵝回巢經過( 已含費用)。
第三天： 前往維省有150年歷史的“金礦城”(已含費用)， 場內保留1850年代建築物， 由專業導遊帶領下乘
坐         下乘坐纜車進入地下金礦洞和黃金博物館， 了解當年華人淘金史， 更可親手嘗試淘金的樂趣。 下午
前往      午前往坎貝爾國家公園參觀著名地標十二門徒石。
第四天 ： 清晨送往機場, 自行飛往黃金海岸。  接機後遊覽黃金海岸市區，  漫步於滑浪者天堂金沙灘。  遊覽
海洋世  覽海洋世界($90/$75)，  觀賞豐富的海洋生物包括鯨魚鯊魚北極熊企鵝和海豚。
第五天 ：  前往澳洲特色的天堂農莊參觀($49/$39)：  抱樹熊，  欣賞擠牛奶、 剪羊毛示範、 牧羊狗趕羊等表
演， 品  表演， 品嘗流浪者茶，  自費乘馬拉車遊覽。 下午前往科倫賓鳥園野生動物園($50/$40) 參觀， 擁有
過百種  有過百種鳥類和動物。 感受親手喂野生鸚鵡的樂趣， 參觀樹熊袋鼠等澳洲特有動物。
第六天：  早餐後前往充滿好萊塢電影文化的電影世界( $90/$75) 在這裡約會喜愛的華納明星和卡通人物，
體驗驚  體驗驚險刺激的娛樂項目，  親子專屬樂園，  3D電影以及好萊塢漂移飛車表演， 激流探險。 下午
 還可乘 還可乘坐獨特的水路兩用車($38/$30)， 從陸地行駛到海上， 從水路欣賞黃金海岸景色包括水上
教堂     教堂和船屋等。   傍晚送機飛往凱恩斯，  后接機。
第七天：  (當日無導遊陪同)自行前往碼頭搭乘遊船 ( 含船票及自助午餐 ) 前往綠島，  遊覽世界七大奇景一   
的大堡 的大堡礁，  觀賞珊瑚礁和熱帶魚的壯觀海底景色。     
第八天： 遊覽熱帶雨林原住民文化園（已含門票）欣賞精彩的土著舞蹈、 原始的鑽木取火及吹奏滴箸麗都
等表演， 等表演， 后往庫蘭達鎮， 參觀跳蚤市場。 乘坐水陸兩用車深入雨林(已含費用)。 結束后送往機場。  

六天：

八天：

五天：

七天：
行程次序按出發日期可能先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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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海岸大堡礁（幫德堡）3/4/5 天巴士航空團
  第一天： 乘坐巴士北上前往昆士蘭， 途徑中央海岸/麥考裏港/大香蕉等名勝， 傍晚抵達黃金海岸

入住4星酒店休息。
第二天：（3天航空團出發及抵達) 遊覽科倫賓動物園($50/$40 )         ， 海洋世界($90/$75）乘坐水陸兩棲車，     
俗稱鴨仔俗稱鴨仔船($38/$30）， 途徑布裏斯本參觀著名的袋鼠角半島。 入住德堡鎮3.5星旅館。
第三天： 清晨前往碼頭乘坐遊船($215.5/$113.5)遊 覽世界奇觀之一的“大堡礁“： 可乘坐玻璃底

 船與半潛水艇或免費使用浮潛用具， 觀賞斑斕的海洋生物和珊瑚享，用豐富自助午餐約於17
點返回碼點返回碼頭， 乘車返回黃金海岸4星級酒店。
第四天： 前往参加著名的"抓螃蟹"($88/$65)(季節) 或遊覽天堂農莊($49/$39）    華       納 電)  影世界($90/

$75)(4天巴士航空團/3天航空團， 後送機場)。 晚上可以觀賞南半球獨特的"螢火蟲"($98/
$85)。   $85)。 入住4星酒店休息。
 第五天 ： 乘坐旅遊巴士返回悉尼 ，晚上約8點抵达悉尼。

成人價/小童價    單人房

SB5B:     五天巴士團            $339/$309      $639     每週 一 六 出發
SB4BA:  四天巴士航空團   $499/$469      $699  每週 一 六 出發
SB3A:     三天航空團   $619/$599      $779      每週  二 日 出發

SMC6BA/SMC5A 墨爾本+ 凱恩斯   (已含大部分門票)     6天巴士航空團/ 5天航空團 
第一天： 早上乘坐空調旅遊巴士前往維多利亞首府墨爾本。 傍晚抵達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    (5天航空團出發及抵達， 接機) 墨爾本市區觀光 ， 可乘遊船遊覽雅拉河($25/$13)， 登上南半球最高的建
築物高築物高尤利卡第88層觀景臺 ($22/$15) 俯瞰墨爾本市區風景； 下午前往菲利浦島觀賞世界
               最小的神仙企鵝回巢經過(已含費用)；
第三天 : 遊覽150年歷史的金礦城(已含費用)， 參觀地下金礦洞和黃金博物館， 了解當年華人淘金史， 更可
               親手嘗試淘金的樂趣。 下午經大洋路遊覽海峽奇觀12門徒石， 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第四天：    清晨送往機場， 自行飛往凱恩斯    。 接機後遊覽熱帶植物園、 巴倫峽谷茂密的雨林， 凱恩斯市區等。  
第五天：    (當日無導遊陪同) 自行前往碼頭搭乘遊船 (含船票及自助午餐 ) 前往綠島， 可乘坐玻璃底船觀賞珊瑚

礁、 觀看餵魚表演等， 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
自費參考項目： 浮潛器具$17/人、 半潛水船$32/人、 初級潛水$153/人。
貼心建議： 自費$100/$65 升級外堡礁豪華戀人號遊船Sunlover， 須於報名時                 預定（費用包括船
票、 免費租用浮潛器具、 半潛水船、 自助午餐、 主題公園水滑梯)。

第六天： 前往原住民文化園欣賞原住民舞蹈、 鑽木取火及吹奏表演； 乘坐水陸兩用車深入熱帶雨林(        已含套  
票）；  票）； 遊覽古老 的庫蘭達鎮。 後跟巴士返回或自費坐雨林空中纜車（    $50/$25）。 送往機場返程。

行程次序按出發日期可能先後調整

SMC6BA: 六天巴士航空團   $1499/$1439          
SMC5A:   五天航空團 $1639/$1599          $1999    每週 二 六 出發

成人價/小童價        單人房
$1839   每週 一 五 六 出發

全 程

★ ★ ★ ★

酒 店

SOC6A:   六天航空團 $1509/$1479         單人房 $1919    天天出發

點門票必須
由本社導遊
統一購買

所有行程景

巴士航空團 悉尼出發時間 / 集合地點： A點 7:10  Hurstville ;  B點 8 : 00am China Town
航空團集合地點：  團友自行乘搭飛機， 在墨爾本/ 布里斯班 / 黃金海岸及凱恩斯機場取行李處等候接機。           
團費包括：   行程內所列機票， 及目的地城市機場接/送機， 華語司機兼導遊， 旅遊空調巴士， 雙人房及早餐，
行程內已含景點門票； 墨爾本(企鵝島、 金礦城)， 凱恩斯(  熱帶雨林套票及綠島大堡礁遊船)

不包括 : 部分未預繳的景點門票 ( 所列價格僅供參考) 午餐 / 晚餐，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5.
黃金海岸酒店：  4 星 Mantra Legends Hotel， Gold Coast 或同級； 延期： 單人房/雙人房每晚$149(包早餐)
凱恩斯酒店： 4 星Hotel Cairns, Cnr Florence & Abbot St 或同級 ； 延期： 單人房/雙人房每晚$140(包早餐)

所有航空團僅提供 7 公斤手提行李， 需另
付寄艙行李費每人限每程1件約 $20/15k g

全 程

★ ★ ★ ★

酒 店

第四天： 早上自由活動， 下午開始行程  ：  含熱帶植物園、 巴倫峽谷茂密的雨林、 壯麗的瀑布， 湍湍奔騰的巴   
               倫河， 凱恩斯市區遊等。 (觀光時間3-4小時)。 

SOC6A:  黃金海岸 + 凱恩斯 6 天航空團     天天出發 
第一天： 自行乘機飛往黃金海岸。 機後遊覽市區， 漫步於滑浪者天                       堂金沙灘。 遊覽海洋世界（$90/$75）， 觀賞

豐富的海洋生物包括鯨魚鯊魚北極熊企鵝和海豚。
第二天     第二天： 在天堂農莊（  $49/$39）抱樹熊， 欣賞擠牛奶， 剪羊毛示範， 牧羊狗趕羊等表演。 品嚐流浪者茶， 自費

                乘馬拉車遊覽。 覽科倫賓鳥園動物園（  $50/$40）園內擁有百種鳥類和動物。 感受親手喂野生鸚鵡的樂    
趣，   參 趣，  參觀樹熊袋鼠等澳洲特有動物。
第三天： 早上遊覽華納電影世                                      界（$90/$75）體驗驚險刺激的娛樂項目， 親子專屬樂園，  3D電影以及好萊塢漂移   
飛車表   飛車表演。 下午還可乘坐獨特的水用  車(                                $38/$30)， 從陸地行駛到海上， 從水路    欣賞黃金海岸景色包括
 水上教  水上教堂和船屋等。  晚送機飛往凱恩斯， 後接機。

第五天   ： ( 當日無導遊陪同) 自行前往碼頭搭乘遊船 (已含船票及自助午餐 ) 前往綠島遊覽八大奇跡之一的大            
堡礁， 可堡礁， 可坐玻璃底船觀賞珊瑚礁、 觀看餵魚表演等， 及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
第六天： 早上在原住民文化園欣賞原住民舞蹈、 鑽木取火及吹奏表演； 後往庫蘭達鎮， 參觀跳蚤市場。 乘坐     
水陸兩用水陸兩用車深入熱帶雨林(已含套票)， 遊覽古老 的庫蘭達鎮。 結束後跟巴士返回或自費乘坐雨林
空中纜車空中纜車($50/$25)。 後送往機場返程。



遊覽雲嘎布拉鎮， 觀賞世界上最大的寄生無花果樹， 火山湖， 種類繁多的動植物等； 下午5點左
右送到凱恩斯機場。

不包括：   不含機票， 未預繳的景點門票 ( 價格僅供參考），午餐 / 晚餐(約$20-25人)，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5。      
凱恩斯酒店： 4 星 Hotel Cairns, Cnr Florence & Abbot St 或同級    延期： 單人房/ 雙人房每晚$140(包早餐)

凱恩斯/哈密  爾頓岛 Cairns/Hamilton
SC3A:  凱恩斯 3 天 航空團     天天出發 

所有航空團僅提供 7 公斤手提行李， 需另
付寄艙行李費每人限每程1件約 $20/15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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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 乘機飛往凱恩斯， 接機後遊覽： 含熱帶植物園、 巴倫峽谷茂密的雨林、 湍湍
    奔騰  奔騰的巴倫河， 凱恩斯市區遊等。   (觀光時間3-4小時)。  溫馨提示 ：  需在下午2點前抵達。
第二天： (當日無導遊陪同) 自行前往碼頭搭乘遊船(已含綠島船票) 前往綠島， 可乘坐玻璃底船觀
   賞珊瑚賞珊瑚礁和熱帶魚、 觀看餵魚表演等； 在遊船上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下午5點返回碼頭。
   自費   自費參考項目： 浮潛器具$17/人、 半潛水船$32/人、 初級潛水$153/人。
貼心建議貼心建議： 自費$100/$65升級外堡礁豪華戀人號遊船Sunlover， 須於報名時預訂(費用包含船       
票、 免費票、 免費租用浮潛器具、 半潛水船、 自助午餐、 主題公園水滑梯)。
繼續豪華繼續豪華版升級： 在摩爾礁上乘坐皇家直升機天空俯瞰美麗的大堡礁 （自費$143起， 大小同價)。
第三天： 前往原住民文化園欣賞原住民舞蹈、 鑽木取火及吹奏滴表演；乘坐水陸兩用車深入熱帶雨林遊、

自備機票團費：
成人 $839 / 小童 $779 單人房$1099

乘坐專門的穿梭巴士深入熱帶雨林地區。 中午享用豐盛的燒烤， 遊覽道格拉斯港及周邊； 進入雨
林棲息地內觀賞澳洲特有 的動物及鳥類， 可與考拉熊、 袋鼠及澳洲最珍貴的鶴鴕近距離接。 觸
(含門票及自助午餐)下午遊覽道格拉斯港鎮。 晚上入住道格拉斯港的酒店。  溫馨提示： 需選擇在
上午9點半前抵達的航班。  

第二天： 銀梭號豪華遊船一日遊 (含船票及自助午餐)。 早上9:00-9:30 船公司派車至酒店送往碼頭， 搭銀 
梭號前往Agincourt外堡礁全天觀光 。遊覽項目包括乘坐半潛水艇觀賞珊瑚礁和美麗熱帶魚 ，免費使
用浮潛器具入水觀賞大堡礁等 ，在船上享用海鮮自助午餐。 傍晚由船公司送回凱恩斯市中心4 星酒
店。 自行辦理入住。 自費項目： 初級潛水$166/人、 水    下漫步$166/人、 直升機$175人。  

 SCP3A  凱恩斯道格拉斯港 3 天特色遊    天天出發 （已含銀梭號Quick silver船票）
第一天： 乘機飛往凱恩斯，前往凱恩斯北部海濱及棕櫚灣觀光。 續往世界遺產保護區戴恩樹國家公園，

全程
4星酒店

覽(已含套票)； 在古老  的庫蘭達鎮參觀跳蚤市場和商業街。 結束後跟巴士返回， 或自費乘坐
雨林空中纜車($50/$25)。 導遊在終點站等候， 送往機場返程。

成人 $949 / 小童 $929    單人房 $1079     自備機票團費  成人 $499 / 小童 $469    單人房 $679   

SC4L:  凱恩斯 4天深度遊 （已含絕代雙礁“冒險號”遊船費用） 天天出發 

第一天： 乘機飛往凱恩斯(  上午9點30分前抵達)， 前往查普凱土著文化園， 觀賞精彩的土著舞蹈。 後乘坐獨特的水陸兩用車深入熱帶雨林。 前往庫連  
 達鎮， 可自費乘坐7.5公裏的雨林空中纜車（$50/$25）觀賞熱帶雨林和巴倫峽谷及瀑布的壯麗景觀。

       導遊在纜車終點站接客人並送到酒店。
第二天： 酒店早餐後， 7:45am前自行前往大堡礁碼頭， 乘豪華遊船 (已含船票) "冒險號"(Great Adventure)  

8點半出發： 先抵達綠島自由觀光， 可參加浮潛活動； 兩小時後再登船前往諾曼珊瑚礁， 免費乘坐半
潛水艇及使用浮潛器具觀賞海底珊瑚礁、 觀察站、 餵珊瑚魚表演等； 在平台享用海鮮自助午餐。

第三天：  早上從酒店出發前往原住民文化園， 欣賞原住民舞蹈
： 成人價/小童價

SCP3A$1189/$1149     單人房 $1409
    自備機票：$749/$699     單人房 $1029

帶雨林公園， 乘坐水陸兩用車深入雨林(已含套票)； 再往古老 的庫蘭達鎮。 遊覽結束後跟旅遊巴
士返回或自費乘坐雨林空中纜車($50/$25) 。 導遊在纜車終點站等候  ，並送往機場返程。

第三天： 前往凱恩斯北部海濱及棕櫚灣觀光，  在戴恩樹國家公園乘坐穿梭巴士深入熱帶雨林； 享用豐盛的
燒烤午餐 (已含費用)， 遊覽道格拉斯港及周邊熱帶風光， 進入雨林棲息地內觀賞澳洲特有的動物
及鳥類， 與考拉熊、 袋鼠及珍貴的鶴鴕近距離接觸。

第四天： 帕羅尼拉公園的城堡， 宮崎駿製作「天空之城」的靈感源泉； 在園內享用西式午餐 (已含費用)；

航空團集合地點：  團友自行乘搭飛機， 在目的地機場取行李處等候接機
團費包括： 行程內所  含機票（僅SC3A）， 及目的地城市機場接/送機， 華語司機兼導遊，  ， 旅遊空調巴士， 雙人房及早餐， 行程內已含的景點門票。

 第三天：  與可愛考拉共進早餐後， 10點退房后可將行李暫存酒店， 向前臺詢問相關航班的免費接駁車時間。

灘之一的白色天堂沙灘， 晶瑩剔透的海水， 潔白的矽沙灘綿延超過7公里。 。 下午1點開船返回哈
密爾頓島， 抵達碼頭以後自由活動。

中文服務人 員， 早上7點-晚上11點提供免費接駁巴士 前往碼頭、 機場和酒店之間。
第二天 ： 白天堂沙灘半日巡航(已含費用，  英文行程)早上8點在碼頭集合， 乘坐遊船前往世界上十大最美海

參觀島上最受歡迎的白色教堂、 獨樹丘欣賞美麗醉人的日落景觀。 溫馨提示： 島上所有酒店都有

HAM3L:  哈密爾頓島 3 天地接團   2人成團     天天出發
第一天： 抵達    哈密爾頓島機場或Marina船塢， 乘坐免費巴士至渡假村。 在世界級         哈密爾頓島盡情漫步， 或前往

HAM3L :  三星酒店： $569/$169  單人房   $929           四星酒店： $639/$189  單人房   $1039   

哈密爾頓島梦幻白天堂 4 天地接团  （4星酒店海景房） $759 起
哈密爾頓島/大堡礁游船/白天堂 4 天全景地接团  （4星酒店海景房） $1039 起

更多的哈密爾頓島/聖靈群島/
心形島行程選擇，  請咨詢我們



TAS4L/TAS5L:  塔斯曼尼亞4天/5天航空團    

塔斯馬尼亞 南澳 西澳 中部烏魯魯精選

PER3D-TP/UN   西澳珀斯繽紛3天地接團

第一天： 抵達珀斯， 接機後送往酒店休息；  當天自由活動。
第二天： 遊覽氣勢磅礴的石林尖峰石陣， 見證億萬年前形成的活化石， 途徑沙漠小鎮和參觀盛產西澳

龍蝦的龍蝦工廠（已含午餐）。
第三天： 美酒與咖啡 - 天鵝谷精緻之旅（含酒莊午餐）天鵝谷是珀斯的秘密花園， 團友可在歷史悠久的

頂級酒莊品嚐美味佳釀， 午餐後到當地著名咖啡工廠享用香濃咖啡； 在野生動物園親密接觸澳
洲國寶考拉袋鼠等， 參觀交通博物館， 見證澳洲交通歷史的變遷， 結束後送機場。 請預訂晚上
10點之後的航班。

6

  (自備機票 每人團費減$300)   天天出發

每週 二 五 日 出發    四星酒店

航空團集合地點： 團友自行乘搭飛機， 在目的地機場所屬航班行李處等候接機
團費包括： 所列價格為地接價（相關特惠機票的預訂， 報名時請聯繫我們）行程中指定星級酒店雙人房住宿及酒店自助早 

 更多西澳、 南澳及中部烏魯魯精彩行程

PER3D-TP/UN：  成人$570起/人   兒童 $470起 (與兩成人同房佔床位)  單人房 $680起

西澳 珀斯繽紛精彩 (四星酒店) 
4天/5天地接團
 逢週  三 四 日 出發 $780起/$995起/人

南澳 阿德萊德山、  麥拿倫谷、
巴羅莎峽谷 (三星酒店) 3天地接團 
 逢週  二 五 出發    $380起/人

南澳 阿德萊德市、 袋鼠島、 巴羅莎峽
谷、 穆理河  (三星酒店) 4天地接團  
 逢週  二 五 出發    $860起/人

烏魯魯 艾利斯岩觀日落日出、 卡塔
丘 2天發現之旅 
4.5星酒店  天天出發    $649起/人

烏魯魯 卡塔丘、 艾利斯岩觀日落日
出、 觀星、 原住文化徒步3天經典游
 4.5星酒店          天天出發    $928起/人

烏魯魯 艾爾斯岩日出日落， 卡塔丘 
帝王谷鹽湖奇幻 4日遊
 4.5星酒店         每週五出發    $1128起/人

所有航空團僅提供 7 公斤手提行李， 需另
付寄艙行李費每人限每程1件約 $20/15k g

或登錄見聞旅游官網查閱。

餐， 行程中所列餐食， 中文司機兼導遊， 旅遊空調巴士， 行程中指定之景點門票。
不包括：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5， 機票， 行程內無包含的自選項目。

更多的塔州 、 西澳、 南澳、 中部烏魯魯、 達爾文 等行程； 提供選擇， 請咨詢我們

   5天團 $1188起/人     6天團 $1358 起/人   

第一天： 乘機前往侯伯特，       ， 機後遊覽霍巴特市區及周邊， 裡奇蒙鎮。
第二天 (五天團）： 遊覽二選一行  程（報名時決定)： 布魯尼島原生態一日游             或 亞瑟港游 (已含船票)。
第三天 (五天團)  或 第二天 (四天團)： 遊覽費辛娜半島、 果醬農場、 酒杯灣、                                                                                                                   斯旺西和蜜月灣。
第四天 (五天團)   或 第三天 (四天團)： 遊覽天然氧吧搖籃山及謝菲爾德壁畫小鎮。
第五天 (五天團)  或 第四天 (四天團)： 遊覽朗瑟斯頓及卡塔瑞克特峽谷（夏天自費遊覽薰衣草花
園），  送機場返程。

TAS4L:  (3.5 星/4星酒店) 成人 $888 /$968人   小童 $868/938 人  單人房 $1058/$1188人
TAS5L:  (3.5 星/4星酒店) 成人 $998 /$1128人    小童 $978/$1098人    單人房$1188/$1448人

 墨爾本+塔斯馬尼亞 5天航空/ 6天巴士航空團 
(週一 二 五 六出發,  4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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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團集合地點：   團友自行乘搭飛機， 在目的地機場所屬航班行李處等候接機

團費包括： 所列價格為地接價（  相關特惠機票的預訂， 報名時請聯繫我們  ）行程中指定星級酒店雙人房住宿及酒店自助早餐， 行程中所列餐食，
中文司機兼導遊， 旅遊空調巴士， 行程中指定之景點門票。

不包括：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NZ$6）, 機票， 簽證費用， 自選項目， 非人力因素（如因天氣 酒店房間等特殊情況）而導致的額外費用。

新西蘭 北島+南島全景游精選  North Island + South Island    北島/皇后鎮四星， 其他三星

NZN4D-N1/5-AC:  成人$649起/人   兒童 $629起 (與兩成人同房佔床位)  單人房 $899起

南島中線 6日休閒遊   每週三出發     3星 (皇后鎮2 晚 4 星) 酒店
第一天： 飛  往基督城（下午2點半後抵達）- 蒂卡波湖 - 冰河湖區（晚餐）
第二天： 冰河湖區 -瓦納卡 - 蒂阿瑙（自助早餐/中式午餐/中式晚餐）
第三天： 蒂阿瑙 - 米佛峽灣 - 皇後鎮（自助早餐/峽灣遊船自助午餐/中式晚餐）
第四天： 皇後鎮 - 箭鎮 - 皇後鎮（自助早餐/山頂自助午餐/中式晚餐）
第五天： 皇後鎮 - 但尼丁- 奧瑪魯（自助早餐/中式午餐/西式晚餐）
第六天： 奧瑪魯 - 基督城/家園 (                                                                                                                                          回程航班 -下午3點後從基督城起飛) (自助早餐/中式午餐)   

NZ6D-CS:    成人$1199起/人   兒童 $1149起 (與兩成人同房佔床位)  單人房 $1569起

南島西海岸線冰川6日經典遊   每週三出發    3星 (皇后鎮2 晚 4 星) 酒店
第一天： 飛往基督城 - 格雷茅斯 (        抵達航班-上午10點或下午15點) (上午抵達贈送中式午餐/ 晚餐： 西式自助）        
第二天： 格雷茅斯 - 千層巖 - 福克斯冰河 - 哈斯特    （ 西式早餐/西海岸野味海鮮自助午餐/西式自助晚餐）              
第三天： 哈斯特 - 瓦納卡 - 皇 後鎮纜車 （ 西式早餐/ 中式午餐/ 中式晚餐)
第四天： 皇後鎮 - 米爾福德峽灣 - 蒂安瑙             （西式早餐/ 峽灣豪華遊輪自助午餐/ 中式晚餐)
第五天： 蒂安瑙 - 但尼丁- 奧瑪魯       （ 西式早餐/ 中式午餐/ 中式晚餐）
第六天： 奧瑪魯 - 基督城 (            回程航班： 下午3點後從基督城起飛， 2點送機                        ) (西式早餐/中式午餐）

NZS6DS6-AC:   成人$1229起/人   兒童 $1149起 (與兩成人同房佔床位)  單人房 $1669起

新西蘭地接團精選  New Zealand

北島 奧克蘭 霍比特+ 螢火蟲洞 羅托魯阿4日豪華遊   每週一 五出發   四星酒店
第一天： 飛往奧克蘭後開啟市區遊 （免費接機： 上午10點或下午15    點 ）    （上午抵達的客人贈送午餐/晚餐： 中式)
第二天： 奧克蘭 - 霍比特村- 羅托魯阿 (酒店西式早餐 /西式午餐/中式晚餐)
第三天： 羅托魯阿- 毛利文化村-懷托摩螢火蟲-奧克蘭  (西式早餐/螢火蟲洞西式午餐/中式晚餐)
第四天 ： 自由活動， 午後航班飛離奧克蘭           （西式早餐/中式午餐）

NZSN9D-CS： 新西蘭南北島9日精華遊 
 每週日出發   

北島： 奧克蘭、 維多摩、 陶波湖和羅吐魯阿

南島： 基督城、 迪卡波湖、 奧瑪拉瑪、 皇后鎮、
             米佛峽灣遊船、 蒂阿瑙、 但尼丁與奧馬魯

成人$1799起/人   
兒童 $1629起  (與兩成人同房佔床位)  
單人房 $2359起

NZ9DNS1-AC： 北島霍比特/螢火蟲南島
中線9日經典遊    每週一出發   

南島： 基督城、 奧馬魯 、 但尼丁、 蒂阿瑙 、
            米佛峽灣遊船、  皇后鎮、 瓦納卡、 庫克
            山和蒂卡波湖

成人$1839起/人   
兒童 $1669起  (與兩成人同房佔床位)  
單人房 $2489起

北島： 奧克蘭、 霍比特村、 羅吐魯阿、  毛利
              文化村 、 懷托摩螢火蟲

NZ9DNS5-AC: 北島霍比特/螢火蟲南島冰
川9日豪華遊    每週五出發   全程四星

南島： 基督城、 弗朗茲約瑟夫冰河小鎮、 瓦
             納卡、 皇后鎮、  米佛峽灣遊船、 蒂阿
             瑙和但尼丁

成人$1969起/人   
兒童 $1799起  (與兩成人同房佔床位)  
單人房 $2599起

北島： 奧克蘭、 維多摩、 陶波湖和羅吐魯阿

更多的新西蘭行程提供選擇， 詳情請咨詢我們或登錄見聞旅游官網查閱。                溫馨提示： 請勿攜帶水果進入新西蘭

** 由於聖誕， 新年、 中國黃金周和春節酒店附加費， 團費可能會有所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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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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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參團人數不足， 本社保留更改， 取消之權利或無息退還團友全部已繳費用， 本社保留更改行程， 食宿， 交通之權利。
6. 如團友因故未能參團， 取消辦法： 一天遊不能取消及退款， 或轉換日期。
其他旅遊團： 出發前7天， 收取取消費用75              %的團費； 出發前7天內， 所繳團費概不退還。
7. 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  團友旅途安全由各交通公司， 旅店， 各旅遊景點直接負責， 與本社無關。 如因交通， 天氣或其他非人
為因素影響行程， 而導致更改行程或滯留， 所需一切費用由團友自行負責。
8. 按規定6個月-6歲嬰幼兒童參團須乘坐專用嬰兒座椅， 可自備或由本公司提供(需報團時預訂)。 收費標準： 在團費基礎上另加$20附加費。
9.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5 當天付給導遊。

 ShowBoat 悉尼海港
百老 匯歌舞豪華晚餐遊船
天天出發  上船時間19:00pm
特價$129/$109 (2.5小時， 西式牛扒套餐)

Dinner Cruise 悉尼海港晚餐遊船

天天出發             
特價$55  (16:30 pm 西式套餐 1.5小時)
特價$79起  (19:00 pm 海鮮自助 2小時 週日-四)

悉尼景點優惠套票 Combo Tick ets
1. 悉尼水族館 2.野生動物園
3.杜莎夫人蠟像館      4.悉尼塔

特價：四選二 $48/$31四選三 $58/$39  四選四 $68/$48

Hot Air Balloon 熱氣球清新之旅  
天天出發   （還有墨爾本及拜倫灣熱氣球）

獵人谷$289起 (含早餐及獵人谷酒店接送) 
卡姆登$339起 (含早餐及悉尼酒店接送)

Sydney Bridge Climb 攀爬悉尼大橋
華語導遊， 天天出發
(白天) 特價$299起
(黃昏) 特價$359起

Sk ydiving Wollongong
臥龍崗極速14,000尺跳傘
天天出發, 市區接送： 8am 509 Pitt St  

特價$299 (週一至週五) $369 (週末)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悉尼國家海事博物館
特價 $29/$19  (全套票)
特價 $59/$35  (特別展覽)

咨詢電話： +61 2  9212  2266

緊急聯繫： 0419 489 983 / 0434 421 350 / 0414 225 121

Whale Watching 悉尼觀鯨遊船 

每年6-11 月觀鯨魚季節, 天天出發  

特價$59/$39起 (3小時) 

Oz Jet Boating
悉尼海港觀光快艇
天天出發, 30分鐘為一班

 特價$79/$45 (16 歲以下， 1.2 米以上身高) 

Magistic Asian Lunch  Cruise
悉尼海港豪華午餐遊船 
天天出發  上船時間11:15 am, 13:00pm

特價 $59/$53 （1.5小時）

Sydney Tower 
悉尼塔自助晚餐
天天出發(5 pm - 7:15 pm)
特價 $73/$42 (週一至週四) $85/$45 (週五至週日) 

Sydney Helicopter
悉尼海港直升飛機遊
天天出發,20分鐘， 包市區酒店接送  

特價$209起 (3歲以上兒童同價) 

海港觀光遊船+塔朗加動物園
天天出發，  24小時內隨時上下
特價 $50/$28  (僅船票)
特價 $59/$35  (船票+動物園門票)

Tallship  悉尼海港復古帆船遊
天天出發

特價$45/$19， 16:00pm  (1.5小時，  僅遊船) 
特價$95/$45， 17:30pm  (2小時，  包黃昏晚餐) 

建 議 購 買 
旅 行 保 險

1. 所有門票必須由導遊統一購買， 若客人自己購買門票， 本社概不負責交通運輸責任， 或收取交通運輸費每人每天$50。
門票價格僅供參考。

2. ★ ★ 航空團航班若延誤超過半小時， 團友需自費安排交通與旅遊團會合。
3. 所有航空團價格僅提供手提行李 7公斤； 如需托運行李， 請於報名時要求， 費用約15公斤/$20/每段機票。
4. ★ ★ ★ 所有學生假期期間， 中國黃金周及中國新年， 酒店和机票將會有附加費。

25/12至03/01(旺季)，
需繳附加費每人$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