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AU09 澳洲東岸 9 天 8 晚精華遊
黃金海岸+大堡礁 1770+布里斯本+悉尼
Gold Coast + Great Barrier Reef 1770 + Brisbane + Sydney
週日 抵達悉尼

行程特色：
 澳洲地標【悉尼歌劇院】，澳洲國賓【考拉】【袋鼠】
 最美海灘黃金海岸，陽光、沙灘、揚帆。。。
 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一“大堡礁”，海底就在你腳下
 各地風味餐飲，眾多自然風光；獨家贈送悉尼週邊 2 日遊， 自由搭配！
 世界最后一塊淨土，您休閑度假的極好選擇！

價格 Tour Fee （Land only）
抵達澳洲當地日期
ARRIVE DAY

天數
NITES

成人
ADULT

3-12 歲以下
無床無早餐
(w/o bed)

3-12 歲以下
占床有早餐
(w/bed)

單人房差
Single Room supplement

週日抵達悉尼

9天8晚

US$799

US$349

US$749

US$600

含：全程住宿三至四星級酒店，包早餐，司機，導遊，酒店。
不含： 團費不包括門票，門票需統一由導遊購買、不含午、晚餐，不含必須司機及導遊服務費 AU$5/人/天。
注意事項 Terms & Conditions:














請遊客報名時登記正確澳洲漫游的手機號碼。
行程內門票以單一門口價爲準，團友須經由導遊完成付費訂購手續後則含景點往返交通费，如游客自行購買，本社概不提供
任何交通接送服務，或客人額外支付接送服務費AU$60/人/天。 旅行社需提醒遊客價格隨著景點更新後導遊會告知遊客，遊
客需支付正確費用，若有爭議，將由報名旅行社補足差額。
客人若選擇脫團，需額外加AU$100/人/天，報名時請預告知旅行社。
因人數不足(少於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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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Unde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our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our prior to or after the date of
departure and the right to adjust/change the schedule of the tour.
團友旅遊安全由各交通公司、旅店、各旅遊景點等直接負責,與本公司無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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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概不負責任。We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injury or death
caused by accident, ignorance or negligence.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all travellers to purchase Travel
Insurance.
如團友因任何事故未能參團，取消辦法：(1)出發三日前扣團費 75% (2)出發前三日內取消，所交費用概不退還。 所有機
票不能退款或更改.75% cancellation charge if cancel three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No refund if cancel less
than three days Departure. No refund if late or not show. ALL Flights NON refundable or amendable.
團費皆包括消費稅，不包括午.晚餐費, 景點入場劵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澳幣 5 元).行程中自費入場劵皆由本社代購,
所有價格或旅遊景點門票以當天價格為準，恕不另行通知。.景点门票必须由导游统一购买，如游客自行购买，本社概不提
供任何交通接送服務。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our Prices do not include Admission prices,
lunch, dinner or Tips of AU$5/per person per day. All Admission must be brought through our Guides. If
guests purchase own admission we will not provide any form of transportation to the attractions. .
航空團費用會隨機票價格調整，手提行李每人限7 kg，托運行李須另付費用 (必需在出機票前告知我社)。All Air Tour
Package pric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depending on airfare prices. All carry-on baggage limited to 7kg per
person, all checked in luggage will incur with additional fee (must notify our company prior to ticket being





issued).
航空公司取消航班或延遲航班，本公司概不負責任。所需一切費用由旅客自行承擔. Our company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ll Airline cancellations or delays. All expenses due to delays or cancellations by airlines
will be at guests own costs.
礙於停車規定，司機機場接送不進入航廈大廳，僅於規定處等候客人。

D1(週日) 國際航班抵達悉尼（Sydney）
機場接機，送往酒店休息。
參 考 酒 店 ： Breakfree Hotel or Great Southern
Hotel 或者同級
D2(週 1) 雪梨、麥哥里港、黃金海岸 （Sydney、
Port Macquarie、Gold Coast）
(客人早上七點前自行前往 China town 35 Harbour
st Mc Donald 唐人街娛樂中心麥當勞集中。巴士出
發時間：07:00am; 或者 8:00 前酒店大堂等)
早上乘旅遊巴士出發，途經紐省中央海岸、麥哥 里
港等名勝，於傍晚抵達著名渡假勝地“黃金海岸”，
晚餐後入住四星級酒店休息(包早餐 )。
D3(週 2) 可倫賓鳥園動物園、海洋世界、水陸兩棲
車、布里斯本、賓德堡鎮
（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 Sea World 、
Quackrduck、Brisbane、Bundaberg）
早餐於酒店享用後，
前往【鳥園動物園
( 大 人 AU$49/ 小 孩
AU$35.)】 參觀， 親
手餵七彩野生鸚鵡，
繼而乘坐小火車進入
動物園參觀樹熊、鱷
魚、塔斯曼尼亞魔
鬼、澳洲野狗、袋鼠
及珍貴可愛的樹上袋鼠。接著前往【“海洋世界”
(AU$93./AU$78.)】遊玩，觀賞海獅、海豚表演，參
觀鯊魚館、北極熊館及各項遊樂項目。繼而乘坐“水
陸兩棲車”俗稱【鴨仔船(AU$35./AU$26.)】，從陸
地駛到海上進入黃金海岸的豪華別墅區、水上教堂、
船屋等。繼後北上昆州首府“布里斯本”，參觀著名
的“袋鼠角”半島。
*去 1770 賓德堡鎮 Bundaberg 的客人： 晚餐(每餐
AU$18./AU$14.)於唐人街。餐後前往賓德堡鎮入住旅
館 （3.5 星 Motel）休息。
D4(週 3) 大堡礁、黃金海
岸（Great Barrier
Reef、Gold Coast）
早 上 06:15 出 發 前 往
【 1770 鎮 碼 頭 乘 坐 遊 船
(AU$190./AU$90) 】 ， 前
往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
“大堡礁”，到達後可乘
坐玻璃底船前往珊瑚島參

觀，亦可乘坐半潛水艇觀賞彩色繽紛的珊瑚及海洋生
物，中午於浮臺享用豐富西式自助午餐，餐後可在浮
臺旁邊游泳及玩徒手潛水等活動，浮潛用具免費提
供，大約於 17:00 返回碼頭。繼後乘車返回黃金海岸.
酒店休息，晚餐於途中的中國餐館。
D5(週 4) 抓螃蟹或天堂農莊、電影世界、螢火蟲洞
（ Crab Catching or Paradise Country 、 Movie
World、Glow Worm Night Tour）
早餐於酒店享用後，前往著名的【“抓螃蟹”
(AU$88/AU$50) 】 .( 季 節 ) 或 【 天 堂 農 莊
(AU$49/AU$39)】，团友可親手抱樹熊影相，參觀製
作流浪者茶、原始烤麵包、馬術、回力鏢、牧羊犬趕
羊、擠牛奶及剪羊毛等表演。中午前往【“電影世
界” (AU$93/AU$78)】體驗新奇有趣歷險，觀賞四維
立體電影，飛車特技表演，激流探險，卡通明星大遊
行等項目。晚上前往昆州及新州交界山上觀賞南半球
獨特的【“螢火蟲” (AU$98/AU$85)】認識南十字星
及各星座。
D6(週 5) 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雪梨
Bus back to
Sydney
是日返回悉尼，餘下時間自由活動。
參 考 酒 店 ： Breakfree Hotel or Great Southern
Hotel 或者同級
D7(週 6) 本日自由活動 或者參加悉尼一日遊。（二
選一， 請報名時選擇） Sydney City tour
選擇 1： 贈送雪梨市區一日遊 Sydney City Day
Tour
自行前往上車地點集中：China town 35 Harbour st
唐人街麥當勞 08:30
[雪梨歌劇院、雪梨
水族館、海港大
橋、岩石區、達令
港、水上飛機、邦
大海灘]
首先前往達令港，
雪 梨 【 水 族 館
(AU$40/AU$28) 】 參 觀 ， 繼 而 到 【 杜 莎 夫 人 蜡 像 館
(AU$40/AU$28)】 參觀，再前往參觀雪梨大橋、歌劇
院、岩石區等。中午乘坐遊船遊覽雪梨港灣並在船上
享用自助午餐(AU$55./AU$25)，繼後乘坐雪梨【水上
飛機 (AU$220)】 從海陸空全方位欣賞雪梨的美景。
遊覽邦迪海灘，南角咀、自殺崖、紅燈區、牛津街
等。

團費不包含門票，門票需統一由導遊購買、午餐、司
機及導遊服務費 AU$5.每人。
選擇 2: 全日自由活動。
參 考 酒 店 ： Breakfree Hotel or Great Southern
Hotel 或者同級
D8( 週日) 藍山或或史蒂芬港或堪培拉一日游（四選
一，請報名時選擇） Blue Moutain Day our or
Canberra Day Tour
選擇 1：贈送藍山一日遊 Blue Mountain Day Tour
自行前往上車地點集中：China town 35 Harbour st
唐人街麥當勞 08:00
[ 野生動物園、土著人文
化表演、藍山纜車、三姊
妹峰、珍羅蘭鐘乳石洞]
首先前往【野生動物
AU$33/AU$17】參觀，與
樹熊及袋鼠影相留念。
“KOOMURRI ABORIGINAL
CENTRE”觀看【土著人文
化表(AU$15/AU$10)】。午餐於卡通巴的中國餐館
(AU$17/AU$13)，餐後沿 32 號公路直上海拔 1,100 米
高的“卡通巴”纜車站，乘坐三種不同類形的【纜車
(AU$35/AU$18)】，在不同角度觀賞雄偉著名的三姊
妹峰然後驅車前往【珍羅蘭鐘乳石洞
(AU$32/AU$22)】欣賞天然鐘乳石。繼後啟程返回雪
梨約晚上八時半抵達唐人街。
* 團費不包括門票，門票需統一由導遊購買、午餐、
司機及導遊服務費 AU$5.每人。
選擇 2.贈送史提芬港一日遊 Port Stephen Day
Tour
自行前往上車地點集中：China town 35 Harbour st
唐人街麥當勞 07:00
[ 爬蟲公園、觀海豚遊船、四驅車滑沙、酒莊 ]

首 先 前 往 中 央 海 岸 【 爬 蟲 公 園 (AU$33/AU$17) 】 參
觀，繼後驅車前往史提芬港 Nelson Bay 乘坐遊船觀
看生活在港灣內的【野生海豚(AU$28/AU$14.5)】,
享用船上自助午餐(AU$18./AU$13) ，夏季時更可著
泳衣坐在船尾繩網與海豚接觸。午餐於遊船上，繼而
前往安娜灣乘坐四驅車進入長達 27 公里的大自然沙
漠玩【滑沙(AU$28./AU$20】。接著前往參觀著名酒
莊，了解釀製過程及品嘗各式紅白葡萄酒(AU$5)，並
可享受特價購買自己喜愛的葡萄酒。繼後啟程返回雪
梨約晚上七時抵達唐人街。
* 團費不包括門票，門票需統一由導遊購買、午餐、
司機及導遊服務費 AU$5.每人。
選擇 3.贈送首都坎培拉一日遊 Canberra Day Tour
自行前往上車地點集中：China town 35 Harbour st
唐人街麥當勞 08:00
[ 小人國花園、大使館區、新國會大廈、戰爭紀念
館 ]
沿 31 號公路南下前往首都坎培拉，於中午抵達【小
人國花園 (AU$19.5/AU$11.5) 】參觀，繼而前往中
國餐館.午餐(AU$18/AU$14)，餐後遊覽格里芬湖、噴
泉、首都展覽館、大使館區、新國會大廈、戰爭紀念
館等。繼後啟程返回雪梨約晚上八時抵達唐人街。
* 團費不包括門票，門票需統一由導遊購買、午餐、
司機及導遊服務費$5.每人。
選擇 4: 本日自由活動。
參 考 酒 店 ： Breakfree Hotel or Great Southern
Hotel 或者同級
D9( 週 1) 離開雪梨 Home sweet home
是日送往機場 或者繼續參加本社其他行程（ 新西
蘭， 珀斯， 墨爾本等系列）。
以上所有門票價格以當天景點門口價爲準，門票價格
含了交通费，如游客自行购买，本社概不提供任何交
通接送服務或將由客人自行支付景點接送服務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