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裝行程 Package

一日遊 & 活動 Day Tour & Activity

凱恩斯
CAIRNS - 2人成團、天天出發

MIX ‘N’ MATCH

fr.$379*
3 Days Package

Code 精選活動 Tours and Activities 大人價 / 小孩價 小孩年齡

B 熱帶雨林土著文化一日遊 $145/$100 4 -14 歲

C1 (英) 綠島一日遊 - 大貓號 $126/$63 4 -14 歲

C2 (英) 外堡礁 (摩爾礁) - 太陽戀人號 $234/$139 4 -14 歲

C3 (英) 阿金考特大堡礁 - 銀梭號 $264/$136 4 -14 歲

D (中/英) 亞瑟頓高原天空之城一日遊 $169/$139 4 -14 歲

E (英) 凱恩斯市區高空跳傘 $319 12 歲以上

F (英) 凱恩斯熱氣球飛行 $270/205 4 -14 歲

G (英) 市區直昇機巡航大堡礁 (30分鐘) $399 12 歲以上

H (英) 海底漫步 (需先訂購C2或C3) $177 12 歲以上

I (英) 穿越雨林騎馬半日遊 $140/$110 4 -12 歲

J (英) 拜倫河漂流半日遊 $122 12 歲以上

行程 C: 大堡礁一日遊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Cruises

探索名列世界遺產的大堡礁，它的壯闊風光沿著昆士蘭海岸線延伸超
過 2000 公里。浮潛、水肺潛水，或來趟礁石上的景觀飛行之旅。 
*導遊當天不會陪同，需自行前往碼頭登船
選項C1: 綠島一日遊 - 大貓號 Green Island - Big Cat (英) 
包含: 1) 雙體船前往綠島、2) 4 ~ 5 小時綠島體驗、3) 浮潛用具 (A$25/
C$15) 或玻璃底船觀光任選一項 (二選一，兩樣全選 $16)、4) 自助午餐
選項C2: 外堡礁 (摩爾礁) - 太陽戀人號 Sunlover (英) 
升級價 + $100/成人，$85/小孩 (4-1 4 歲) 
包含: 1) 前往珊瑚礁上的空調雙體船、2) 4小時外堡礁體驗、 
3) 熱帶自助午餐，包括海鮮、熱菜、沙拉和熱帶水果、 
4) 半潛水艇和玻璃底船觀賞珊瑚礁石、5) 所有浮潛設備和培訓、 
6) 全封閉兒童游泳池、7) 餵魚表演
選項C3: 阿金考特大堡礁 - 銀梭號 QuickSilver (英) 
升級價 + $170/成人，$145/小孩（4-1 4 歲） 
包含 : 1) 雙體高速遊船接送往返阿金考特外堡礁、2) 活動平台上使用
浮潛及浮潛用具、3) 半潛艇和海底觀測站觀賞水下世界、4) 美味的上
下午茶和午餐、5) 平台淋浴設施

行程 A: 凱恩斯市區順路遊 (視航班時間贈送)
Cairns City Sightseeing

接機後與導遊報到，帶領團友遊覽凱恩斯，包含國家自然保護 
”紅樹林”，皇家植物園，隨後市區觀光 海濱大道 熱帶植物園等 。 
行程結束送酒店休息。如有參加行程 C 導遊會帶領客人前往碼頭， 
教導客人如何辦理登船手續。(行程時間約3小時) 

行程 B: 熱帶雨林土著文化一日遊 
庫蘭達纜車 /土著民族村 / 熱帶雨林
Kuranda Skyrail / Tjapukai Aboriginal Park / 
Rainforestation Nature Park

前往庫蘭達土著民族村，沿途經過農田、小鎮、牧場後穿越庫蘭達山
脈，由不同角度席上拜倫峽谷和瀑布，及沿途觀賞雨林奇珍熱帶植
物。享用豐盛的 BBQ 午餐後參觀土著市場，之後乘坐水陸兩棲車穿梭
熱帶雨林，並親身體驗試玩土著人狩獵工具回力鏢。下午可自費乘搭
全世界最長的空中纜車 (A$55/C$27.5) 高空俯瞰熱帶叢林的壯觀景象。

A.A. B. C. D.

酒店

天數 
Day

背包客棧  
BACK 

PACKER

★★★  
三星酒店  
3 STAR 
HOTEL

★★★★  
四星酒店   

4 STAR 
HOTEL

★★★★★ 
五星酒店   

5 STAR HOTEL

預設行程 
Preset Travel

3D $379 $449/$399 $479/$429 $659/$609 A + B + C1

4D $419 $559/$529 $619/$489 $889/$859 A + B + C1

5D $459 $699/$669 $779/$749 $1139/$1109 A + B + C1

單房差價 N/A $60 $80 $125 價格為每房每晚  
(兩人一房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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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航班 : 航班請訂 07:30AM-19:30PM 之間抵達班機、17:00PM 後離
開班機，超過時間，接送 $120/趟

• 行程會依狀況有前後更動 : 不另行通知
• 第一天市區行程依航班時間贈送，若航班於 12:00PM 後抵達則視同放棄
• 機場舉牌服務 $40/一趟，機場 check in 服務 $40/一趟
• 抵達機場若無接機人員與您聯繫請撥打我們緊急聯繫電話  

0434 606 068

• 若與兩位成人同行，則0到3歲嬰兒 (不佔床，佔車位) 價格為
AUD100/天，若與一位成人同行，則成人需另補單房價差。

• 若與兩位成人同行，則4到14歲兒童 (佔床，佔車位) 價格為表格中
的兒童價，若與一位成人同行，則大小同價。

• 若單人成團，價格請洽詢您的旅遊專員。 
• 團前、團後背包客棧 AUD45/每人、四星酒店 AUD$70/每人、五星酒

店 AUD$125/每人、含早餐及機場接駁車接送 (背包客棧不含早餐及
專車機場接送)，單人房差另計

• A/B/C 行程為固定行程，若因個人需求需更換其他行程，其團費不予
退費

• 凱恩斯背包客棧無提供牙膏牙刷、請自備，床位為多人混住之房
間，無獨立衛浴設施，不含早餐

• 行程 B-J 皆為天天出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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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X ‘N’ MATCH 凱恩斯 Package 

團費包含 

 ✓ 機場來回接送
 ✓ 住宿及早餐
 ✓ 專業中文導遊
 ✓ 旅遊巴士
 ✓ 行程中所列之門票

團費不包含

 ✗ 國際、國內航班機票
 ✗ 午餐、晚餐
 ✗ 行程中標示價格之門票
 ✗ 當地導遊小費 AUD$5/每人每天
 ✗ 旺季附加費用
 ✗ 個人旅遊保險 (強烈建議)
 ✗ 非人力因素 (如因天氣、酒店房間等

特殊情況) 而導致的而外費用以及其
他個人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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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 F: 凱恩斯熱氣球飛行 Hot Air Balloon (英)  
換購價 + $270/成人，$205/小孩（4-14 歲）

微風輕拂，享受大自然的清新，一覽無遺的高原農莊、蜿蜒的巴倫
河，瀰漫在水間和樹林的薄霧，時而在樹林間奔跑跳耀的袋鼠，彷彿
仙境。熱氣球帶您從不一樣的高度以不平凡的視野來欣賞澳洲最動人
心魄的美景。自費: APF管理費 $30/人(現場支付)。

出發時間: 04:00AM、返回時間: 08:30AM

行程 D: 亞瑟頓高原天空之城一日遊 Paronella Park Day Tour 
(英/中) 換購價 + $169/成人，$139/小孩（4-14 歲） 
帕羅尼拉公園 / 米拉米拉瀑布 / 無花果樹 / 百靈湖
Paronella Park / Millaa Millaa Falls / Curtain Fig Tree / Lake Barrine

上午出發前往帕羅尼拉公園，這個西班牙古堡據說是日本漫畫家宮崎
駿名作《天空之城》的原型，也因此而得名“天空之城”。園中的導遊
會帶您參觀並向您娓娓講述古堡背後美麗動人的夢想成真的故事。 
在園內享用完午餐後，前往米拉米拉瀑布，仿佛在綠林中垂下的一簾
白紗，因此也被喻為新娘的頭紗。

開車繼續前行亞瑟頓高原，這住著一種非常珍稀的動物鴨嘴獸， 
在水邊屏住呼吸靜靜地等待它們浮出水面。窗簾無花果樹是幾株巨大
的無花果樹盤根錯節相互纏繞在一起，就像掛在雨林中的一幅巨大的
窗簾，你會不禁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讚歎。穿過熱帶雨林， 
抵達世外桃源般靜謐的火山湖 -百靈湖，眺望被熱帶雨林環繞的湖
面。行程結束，踏著夕陽返回凱恩斯。

出發時間 : 09:30AM、返回時間 : 17:00PM 行程 J: 拜倫河漂流半日遊 Barron River Half Day (英) 
換購價 + $122

拜倫河半日激浪漂流，感受雪白的浪花拍打的快感。激流級數是2-3
級，全程大約3.5公里，最適合初次體驗漂流的客人，既有驚險刺激
的大落差，又有大段的小激流，喜歡探險刺激的您絕對不能錯過的體
驗。自費: APF管理費 $30/人(現場支付)、提供租用防滑鞋 $5/人起，
請自帶涼鞋、泳衣或下水衣著、毛巾及更換乾淨衣物。

出發時間: 02:00PM、返回時間: 06:00PM

行程 E: 凱恩斯市區高空跳傘 Sky Dive (英) 換購價 + $319

從高達 15000 英呎自由落下，用高達 220 公里的時速體驗自由落體的
快感！下降時間約 60 秒，追求刺激的您可以從高空一覽大堡礁和熱
帶雨林的全貌，免費酒店接送，並贈送給挑戰自我的您一份專屬的《
跳傘證書》。備註 : 體重超過 95KG 需加收 $50/人、105KG 以上需加
收 $75/人、115KG 以上需加收$100/人，並且需於現場由景點公司評
估狀況。

自費: APF管理費 $35/人(現場支付)、紀念照片 (50-80張於USB內) 
$99/人、紀念錄像 (5-7分鐘於USB內) $129/人、同時購照片及錄像 
$139/人 注意事項: 1. 不建議患有下列疾病或其他不宜受到過度刺激的
遊客參加此項目: 高血壓, 心臟病, 懼高症, 氣喘, 癲癇, 懷孕婦女。2. 穿
著寬鬆、休閒的衣服與方便活動的鞋子。3. 跳傘前 8 小時不得攝取藥
物與酒精。4. 跳傘前 24 小時不得潛水。5. 12 歲以上方可參加。6. 高空
跳傘需要天氣狀況許可，請確保當天行程沒有時間上的限制。

凱恩斯  Cairns

背包客客棧   
Backpacker

凱恩斯市背包客旅舍或同級 
Cairns City Backpackers or similar

三星酒店  
3 Star Hotel

水晶花園度假村和餐廳或同級 
Crystal Garden Resort & Restaurant

四星酒店   
4 Star Hotel

珊瑚樹飯店或同級 
Coral Tree Inn or similar

五星酒店   
5 Star Hotel

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Shangri-La or similar

E. F.

行程 G: 市區直昇機巡航大堡礁 (30分鐘) Scenic Flight GBR  
(英) 換購價 + $399

身在世界七大自然遺產之一，壯觀美麗的大堡礁，唯有坐上直升機觀
光飛行，才能更加感受大堡礁幾千萬年以來堆砌出來的立體及震撼，
於凱恩斯市區搭乘視覺效果更驚人的直升機觀光 30 分鐘， 
讓您更加仔細體會大堡礁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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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ntact your Travel Agent for more detai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