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裝行程 Package

Code 項目 Items 大人價/小孩價 小孩年齡 出發日期

E 天堂農庄 & 電影世界 (含票) $169/$149 3 - 11歲 請洽服務專員

F
夢幻世界 & 白色水世界 

(含票) $169/$149 3 - 11歲 請洽服務專員

G
可倫賓動物園 & 海洋世界 

(含票) $170/$155 2 - 12歲 請洽服務專員

H
危險角 & 蜂蜜世界 &  

抓螃蟹 (含票) $170/$140 2 - 12歲 天天出發

I 藍光蟲之旅 $85/$85 3 - 11歲 天天出發

J
(英) 天閣露瑪度假村 

- 海豚探險之旅 $299/$249 3 - 14歲 請洽服務專員

K
(英) 天閣露瑪度假村  

- 自由一日遊 $199/$149 3 - 14歲 請洽服務專員

L (英) 拜倫灣高空跳傘 $319 12 - 18歲 請洽服務專員

一日遊 E: 天堂農莊 & 電影世界 (含門票)
Paradise Country + Movie World Day Tour

前往著名的天堂農莊團友可親手抱樹熊影相 (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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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遊 F: 夢幻世界 & 白色水世界 (含門票)
Dream World + White Water Day Tour

夢幻世界共有12個主題區，刺激驚險的遊樂設施和精彩繽紛的表演 + 
白色水世界水上主題樂園盡情體驗玩水的樂趣。還可和可愛的無尾熊
照相哦 (贈送)。若時間允許，客人可自行詢問司機前往鮑魚工廠或澳寶
展覽館參觀 (贈送行程須全團團友同意)

一日遊 G: 海洋世界 & 可倫賓動物園 (含門票)
Sea World +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前往可倫賓鳥園這裏的野生動物種類繁多，是和大自然物種親密接觸
的好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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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前往海洋世界遊玩，觀賞海獅、海豚表演，
參觀鯊魚館、北極熊館及各項遊樂項目。

套裝行程 A: 海洋世界+可倫賓鳥園 (不含門票) 
Sea World & Wildlife Currumbin Sanctuary (天天出發)
前往可倫賓鳥園 ($49.95/$39.95) 參加八點親手喂七彩野生鸚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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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AM 前往海洋世界 
($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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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時間允許，客人可自行詢問司機前往鮑魚工廠或澳寶
展覽館參觀 (贈送行程須全團團友同意)

套裝行程 B: 天堂農莊+電影世界 (不含門票)
Paradise Country & Movie World (天天出發)
前往著名的天堂農莊 ($39/$29) 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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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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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時
間允許，客人可自行詢問司機前往鮑魚工廠或澳寶展覽館參觀(贈送
行程須全團團友同意)

套裝行程 C: 夢幻世界+白色水世界 (不含門票)
Dream World & White Water World (天天出發)
夢幻世界 ($105/$95) 共有12個主題區，刺激驚險的遊樂設施和精彩繽
紛的表演+白色水世界 ($74/$59) 水上主題樂園盡情體驗玩水的樂趣。
若時間允許，客人可自行詢問司機前往鮑魚工廠或澳寶展覽館參觀  
(贈送行程須全團團友同意)

套裝行程 D: 危險角+蜂蜜世界+抓螃蟹 (不含門票)
Point Danger & Superbee Honeyworld & Catch Crabs (天天出發)
為於昆士蘭與新南韋爾斯交界的危險角 ($25大小同價)，最著名的兩
州交界處，優美的海岸線與白色燈塔矗立於海角，碧海藍天相連的景
色，足以令人流連忘返。來到蜜蜂世界 ($25/$18) 參加蜜蜂秀，專業
的養蜂人為您揭曉蜂巢的秘密，親身參與蜂蜜裝罐的過程，製作專屬
於您自己的小禮物。之後前往昆士蘭人最愛的抓螃蟹 ($88/$65) 2小
時蟹腳品嘗+午茶及蛋糕，體驗垂放蟹籠抓螃蟹，喂野生鵜鶘*。

酒店
天數

★★★★ 四星酒店   
4 STAR HOTEL

2D $295 A~D 任選2個行程

3D $380 A~D 任選3個行程

4D $495 A+B+C+D

備註: 以上為兩人起每人價格。預設的套裝行程需任選A~D行程， 
費用不包含門票。其他精選活動需額外付費。

一日遊 & 精選活動 Day Tours & Activities

黃金海岸 
GOLD COAST - 2人成團、天天出發

MIX ‘N’ MATCH

fr.$235*
2 Days Package



• 黃金海岸機場統一接送，上車時間 08:00AM，提早抵達者請於機場
等候。排除接機時段抵達的旅客，需自費計程車前往景點與導遊會
合或自行入住酒店，若需額外接機服務，$110/趟。最後一天團結束
大約 05:00PM 統一由景點離開送往機場，建議返程 07:30PM，提
早離開的旅客需自行安排計程車，或者另支付 $110 送機費

• 團前、團後加購住宿四星酒店 $150/每房 (以兩人為基礎)，含早餐 
(需以實際報價為基準)

• 團前加住接機 & 團後加住送機，費用為$60/趟
• 參加套裝行程必須向導遊依門牌價格購買門票,不可自行購買或於他處

購買門票入園,若有類似情形會有額外罰金產生,本公司概不受理賠償
• 套裝行程客人若選擇脫團，需額外加$30/人/天，報名時請先告知
• 如遇公眾假期導致封路或景點休息，導致無法順利抵達目的地，司

機有權力變更或取消行程
• 如團友遭遇航空公司取消或延誤航班，導致機票/酒店/行程受損，

我社概不提供賠償或補償。航班取消或延誤，團友需主動通知接機
人員時間更動，若司機機場等候超過半小時則視團友NO SHOW離
開，團友需自行前往目的地與司機會合。若需本社二度派車接送，
費用每趟為$50

• 主題樂園導遊不陪同入內
• 以上費用皆以澳幣計價
• 以上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公司保留最終解釋章程及細節的決定權利

團費包含 

 ✓ 標示包含的景 
點門票

 ✓ 住宿及早餐 
(套裝行程)

 ✓ 專業中文導遊
 ✓ 旅遊巴士

團費不包含

 ✗ 國際、國內航班機票
 ✗ 餐飲
 ✗ 當地導遊小費AUD$5 / 每人每天 

(主題樂園導遊不陪同入內)
 ✗ 旺季附加費用
 ✗ 個人旅遊保險 (強烈建議)
 ✗ 部分未包含的景點門票
 ✗ 非人力因素 (如因天氣、酒店房間等

特殊情況) 而導致的額外費用以及其
他個人花費

精選活動 K: (英) 天閣露瑪度假村 自由一日遊
Tangalooma Island Free & Easy

早上從酒店搭乘英文接駁車往布理斯本碼頭辦理登船手續，乘船  
(無導遊陪同) 穿過海灣到達天閣露瑪島。一天之中開心體驗各種活動:

 ✓ 往返布里斯本霍特街碼頭的遊客渡輪 (75分鐘行船時間)

 ✓ 度假村各項設施包含泳池, 餐廳, 酒吧等

 ✓ 提供一份渡輪上的飲料 (茶, 咖啡, 無酒精性飲料任選一種)

 ✓ 午餐券 ($20 大人每位限額, $15 兒童每位限額)

 ✓ 鵜鶘餵食秀

 ✓ 海洋教育中心英語知識講座

精選活動 L: (英) 拜倫灣高空跳傘
Skydive in Byron Bay  

想挑戰您的感官極限嗎，就來參加自由落體跳傘吧。飛機將您帶到
15000 英尺的高空，短短的時間裡讓您有了也許一輩子都難忘的體驗。

＊另有跳傘稅費需現場付 APF Levy $35

黃金海岸  Gold Coast

四星酒店    
4 Star Hotel

曼特拉傳奇酒店或同級
Mantra Legends Hotel or Similar 4* Hotel

© Copyright Skydive Holdings Pty Ltd 2017

© Copyright Tour Gold Coast Pty Ltd 2017

© Copyright 2016 Tourism and Events Queensland

© Copyright 2016 Tourism and Events Queensland

一日遊 H: 危險角 & 蜂蜜世界 & 抓螃蟹 (含門票)
Point Danger & Superbee Honeyworld & Catch Crabs

為於昆士蘭與新南韋爾斯交界的危險角，最著名的兩州交界處，優美
的海岸線與白色燈塔矗立於海角，碧海藍天相連的景色，足以令人流
連忘返。來到蜜蜂世界參加蜜蜂秀，專業的養蜂人為您揭曉蜂巢的秘
密，親身參與蜂蜜裝罐的過程，製作專屬於您自己的小禮物。之後前
往昆士蘭人最愛的抓螃蟹2小時蟹腳品嘗+午茶及蛋糕，體驗垂放蟹籠
抓螃蟹，喂野生鵜鶘*。

精選活動 I: 藍光蟲之旅
Glow Worm Tours

春溪國家公園中因河水長期沖蝕形成了一種天然洞穴，且洞穴崩塌行
程貌似橋梁的自然奇景，成為自然橋。在清涼黑暗的自然橋拱洞裡， 
孕育了數以萬計的藍光蟲。它們會發出藍色的光芒，因此叫做藍光蟲。
它們只匯附在泥土或岩壁上，喜歡濕潤的環境或是靠近河流即陰暗的
洞穴裡。經驗豐富的導遊帶領遊客到訪春溪國家公園與林到達自然橋，
一路上可以仰視遠離汙染的星空，返程仰望滿天星光，在晴朗的夜晚
有可能看到南十字星喔!
＊僅提供以下酒店集合上車地點: Paradise Resort / Mantra on View 
/ Novotel / Crowne Plaza / BACK DOOR of Broadbeach Meriton / 
Casino (The Star) 

精選活動 J: (英) 天閣露瑪度假村 海豚探險之旅
Tangalooma Island Dolphin adventure

早上從酒店搭乘英文接駁車往布理斯本碼頭辦理登船手續，乘船 (無導
遊陪同) 穿過海灣到達天閣露瑪島。一天之中開心體驗各種活動: 

 ✓ 往返布里斯本霍特街碼頭的遊客渡輪 (75分鐘行船時間)
 ✓ 度假村各項設施包含泳池, 餐廳, 酒吧等
 ✓ 提供一份渡輪上的飲料 (茶, 咖啡, 無酒精性飲料任選一種)
 ✓ 午餐券 ($20 大人每位限額, $15 兒童每位限額)
 ✓ 鵜鶘餵食秀
 ✓ 海洋教育中心英語知識講座
 ✓ 沙漠越野之旅和海洋探索之旅任選一種活動
 ✓ 可使用日遊專用休息室
 ✓ 餵食海豚項目
 ✓ 免費贈送喂海豚活動照片(電子版)

MIX ‘N’ MATCH 黃金海岸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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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向您就近的旅行社聯繫 Please contact your Travel Agent for more detai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