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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料: 
出發: 香港布里斯本  QF98  約 1915起飛/翌日 0610到達 

回程: 悉尼香港   QF127  約 1005起飛/同日 1720抵達 
 

行程特點 
★歡樂農莊觀賞剪羊毛, 牧羊狗趕羊, 甩皮鞭表演,品嚐比利茶BILLY TEA及營火燒丹波DAMPER麵包 

★翠兒河品蠔捉蟹船河之旅, 泥灘捉 YABBIE作魚餌釣魚及捉泥蟹, 餵塘鵝及海鷗 

(10人品嚐 4隻泥蟹及每人 2隻生蠔)  

★包華納電影世界任玩門票, 豐富多樣的遊樂設施及表演節目絕對適合親子同遊的好地方 

★包黃金海岸 SKY POINT 觀景層，360度一望無際欣賞黃金海岸全貌 

★回程順遊悉尼，參觀悉尼水旅館, 觀賞超過 5000多種海洋生物, 大堡礁, 珊瑚及難得一見的鴨嘴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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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布里斯本 
HONG KONGBRISBANE 

是日晚上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

過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往澳洲—

第三大城市—布里斯本。晚餐於航機上。 

 

 
 
 

2 布里斯本〜黃金海岸〜歡樂農莊 

(觀賞剪羊毛,牧羊狗趕羊,甩皮鞭表演 

〜品嚐比利茶 BILLY TEA及營火燒

丹波 DAMPER麵包)〜黃金海岸〜 

免稅土產店(自由購買當地手信及 

澳洲特產)〜SKY POINT觀景層 
BRISBANE〜GOLDCOAST〜PARADISE 

COUNTRY〜LOCAL SOUVENIRS SHOP〜

SKY POINT 

抵達後乘車前往歡樂農莊, 觀賞剪羊毛, 牧羊狗趕羊及

甩皮鞭精彩表演, 團友可體會泡製地道比利茶 BILLY 

TEA及營火燒丹波 DAMPER麵包, 更可自費手抱樹熊

拍照留念。繼而前往 SKY POINT 觀景層 (Q1 是純住宅

大廈, 高322米, 外觀靈感來自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火

炬, 最高層 SKY POINT 則為觀景層, 在 77 樓, 可 360

度一望無際欣賞黃金海岸。 

午餐: 農莊風味澳式燒烤餐  晚餐: 豐富海鮮自助餐 

住宿:GRAND CHANCELLOR 或 MANTRA LEGENDS

或同級。 

3 黃金海岸〜翠兒河船河品蠔捉蟹之旅 

(捉泥蟹, 釣魚, 餵塘鵝及海鷗) 

〜華納兄弟電影世界〜鹿產品中心〜 

夜探螢火蟲之旅(自費) 
GOLD COAST〜CATCH A CRAB〜 

MOVIE WORLD〜DEER PRODUCT 

CENTRE〜GLOW WORM NIGHT TOUR 

(OPTIONAL) 

早上前往翠兒可展開品蠔捉蟹之旅, 可親身餵飼塘鵝

及海鷗, 泥灘竹筒捉 YABBIE 作為魚餌釣魚及捉泥蟹, 

即烹即食, 新鮮美味! (特別安排每 10 人品嚐 4 隻泥蟹

及每人 2 隻生蠔)稍後前往華納兄弟電影世界, 是個合

家歡的機動遊戲樂園, 全新推出的(好萊塢飄移追車中

的地獄飛車 HELL DRIVERS), 嶄新設計的現場特技飛

車表演, 驚心動魄的爆破場面, 以及精彩逼真的飆車追

逐場面, 令你目不暇給。[蝙螎俠極速之旅], 以極速垂

直衝向 60 米高的塔峰, 再以反作用力急速下降, 讓您

感受失重墜落的刺激和快感。另一受歡迎的

[SCOOBY-DOO幽靈快車], 配以激光, 特殊音效, 動畫

和立體空間效果, 極速穿過 SCOO-BY-DOO 的魔幻虛

擬國度。[超人極速彈射飛車]將給予您[飛]一般的刺激

享受, 2 秒間便能以時速 100 公里急速彈前進, 體驗如

超人般的速度。您亦可走進 [FUN ZONE]裡探訪

LOONEYTUNES 的卡通明星們, 包括有家傳戶曉的翠

兒, 阿寶, 賓尼兔, 小鳥咇咇, 威利狼, 德菲鴨, 火星人

馬榮等。晚上可由領隊代為安排自費參觀夜探螢火蟲之

旅。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自理   晚餐:中餐享用加菲蟹 

住宿:GRAND CHANCELLOR 或MANTRA LEGENDS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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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金海岸〜全日自由活動(自費活動: 

熱氣球昇空旅程, 高空跳傘之旅) 
GOLD COAST〜FULL DAY FREE TIME〜 

(OPTIONAL): HOT AIR BALLOONING〜 

SKY DIVING 

是日全日自由活動。本公司領隊可代安排各項自費活動, 

如:熱氣球昇空旅程居高臨下, 整個黃金海岸優美景緻, 

盡入眼廉, 使人心矌神怡; 或可參加高空跳傘透過專

業導師安全講解及配上所需裝備後, 從一萬四千呎高

空一躍如下, 終極挑戰團友的膽量。晚餐可由領隊代為

安排自費品嚐澳洲地道美食套餐, 例如:原隻鮑魚, 皇

帝蟹等美食, 各式其式。詳情請參閱澳洲自費節目簡

介。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自理   晚餐: 自理 

住宿:GRAND CHANCELLOR 或 MANTRA LEGENDS

或同級。 

 
 

5 布里斯本悉尼〜漁人碼頭〜 

悉尼歌劇院(外觀)〜海港大橋〜 

悉尼水族館(包入場) 
BRISBANESYDNEY〜FISH MARKET〜 

OPERA HOUSE(Out Look)〜CTIY TOUR〜 

HARBUOR BRIDGE〜AQUARIUM〜 

SYDNEY AQUARIUM(Incl Entrance Fee) 

早上乘內陸機飛往澳洲第一大城市—悉尼. 抵達後, 乘

車前往悉尼漁人碼頭. 是遊客必到景點之一. 這裡的海

產非常新鮮又便宜, 各團友可以自由選購各類新鮮海

產, 例如: 生蠔, 龍蝦, 巨蟹, 虎蝦, 鮑魚, 鯨魚, 翡翠

螺, 帶子, 海魚…等, 有生有熟, 定必令您大飽口福! 

稍後前往悉尼水族館(SYDNEY AQUARIUM)是世界上

最大的水族館之一, 這裡收集了來自澳洲北部熱帶區, 

大堡礁以及國內大小湖泊溪流的超過 5000 種澳洲土產

海洋生物, 在水族館內真正刺激的是走過位於兩個巨

大流動海洋水族館之下的透視水底隧道, 在這裡您會

看到鯊魚在您上方滑行而過, 看到閃耀著光澤的魚兒

和珊瑚形成的巨大堡礁及全球最細小之神仙企鵝, 澳

洲獨有之鴨嘴獸等… 

早餐:輕便餐盒 午餐:自費於漁人碼頭 晚餐: 豐富中餐 

住宿:HOLIDAY INN DARLING HARBOUR 或 VIBE 

HOTEL SYDNEY或同級。 
 

6 悉尼香港 
SYDNEYHONG KONG 

早餐後, 乘車前往機場，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返香

港。航機於是日傍晚時份抵達香港。祝君愉快! 
 

註： 

1)回程可自由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 HK$1,100。旺季停留附加費為
HK$1,600。機票有效期為 35天（由出發日起計算）。 

2)回程可自由更改回程地點，附加費 HK$1,100，客人須另繳付由尾站往回
程地點之內陸機票，請於報名時查詢。 

3)出機票後不可更改回程日期及地點。若團友之回程停留機位於出發前未

能辦妥，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費用，並改為隨團返港，團友不得藉詞退
出。 

4)團友不隨團返港，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機場。 

5)行程之先後次序，將按內陸航機時間而有所調動，敬請留意。 

6)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維修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
將另作安排。另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入住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

並於茶會時通知或由領隊於出發前個別通知。 

7)於旺季及長假期出發，將有旺季附加費，請於報名時查詢。 

8)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三人房或加床，須繳付單人房

附加費。 

9)行程所列之航空公司，如遇爆滿，為免因而取消該團，則屆時可能改乘
其他航機。將於報名或茶會時告知待團友接納否，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

茶會為盼。 

10) 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致增加/減少之機場稅項
及燃油附加費，客人必須於出發前補回/取回差額，詳情將於團隊確定

出發及總人數後確實。 

11) 客人需持有有效澳洲簽證入境，如需本公司代辦澳洲電子簽證，客人須
繳付簽證費用 HK$150及有關證件副本（適用於 HKSAR及 BNO），持

其他護照者，請於報名時查詢。 

1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旅
客，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13) 凡自行辦理簽證及自購保險之團友，請於出發前 7 天，將護照副本及
個人旅遊保險單之副本交予本公司以作紀錄。 

14)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考，每團按該時

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船期等作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
定行程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而行程、膳
食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況而有所調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15) 團費並未包括燃油費及有關適用之稅款等。 

16) 團費並未包括服務費: 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之
服務費。每位每天 HK$140，全程共 HK$840每位 

17) 報 名 前 請 細 閱 本 社 之 責 任 細 則 ， 最 新 版 本 以 網 頁 為 準
www.goldjoy.com。 

18)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

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
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
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http://www.gold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