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15 ASG7A/ASM9A - Google Docs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mXVIKNA1aqWolVIM04rstj_m1Vu2KFx-A6kAAcRW8Ug/edit 1/6

                            澳洲 

7/9 天 澳洲  
悉尼  ·  開恩茲（大堡礁、熱帶雨林） 
·  黃金海岸  ·  墨爾本精彩之旅            ASG7A/ASM9A 

 

 

十二門徒石及大洋路(Twelve Apostles & Great Ocean Road) 

【乘坐直昇機觀賞】   

最引人注目的是坎貝爾港的石灰岩懸崖，長達40公里，最遠至華南埠外數公里之處。大洋路沿路

可看到「十二門徒石」及「阿德湖峽」。天然美景瞬息萬變，稍縱即逝，要把握當下。根據地質

家估計， 十二門徒石可能會有一天全部倒塌。行程重本安排乘坐直昇機觀賞十二門徒石及大洋路 

壯麗景緻，為您旅程劃上完美句號！ 

 
團費 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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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G7A/ASM9A 

 

 

行程特點 :  

● 重本安排於悉尼塔360度旋轉餐廳享用豐富海鮮自助晚餐，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悉尼市

迷人景緻 

● 著名Ashmore海鮮西餐廳品嚐優質T－骨牛排或燒雞排或漁夫精選 

● 悉尼歌劇院導賞遊，由專人帶領參觀各個主要演奏廳，其獨特設計概念及建築上每個細節

都令人嘆為觀止 

● 乘坐「Great Adventure」或「Reef Magic」遊船前往大堡礁（外礁），包浮潛、小型半

潛艇觀賞瑰麗大堡礁 

● 體驗翠兒河品蠔捉蟹船河之旅，泥灘捉Yabbie作魚餌約魚及捉泥蟹、餵塘鵝及海鷗（10人

品嚐4隻泥蟹及每人2隻生蠔） 

● 金怡團友特別安排於華納兄弟電影世界，於指定時間與卡通明星合照，每2-3人可獲一張相

連精美相架、4-5人兩張，如此類推 

 

 
 團費 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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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G7A/ASM9A 

 

第一天 

香港  悉尼 

Hong Kong Sydney 

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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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
城市~悉尼。晚餐於航機上。 
 
 
第二天 

悉尼～漁人碼頭～悉尼歌劇院導賞遊～ 

市內觀光～海港大橋～麥奎理夫人石椅～ 

維多利亞女皇大廈～悉尼塔自助晚餐 

Sydney～Fish Market～ Opera House 
Guided Tour～City Tour～ Harbour Bridge
～Mrs Macquarie Chair～ Queen Victoria 
Building～Sydney Tower Buffet Dinner 

 

悉尼歌劇院導賞遊 ：由歌劇院專業導遊親身帶領參觀各
個主要演奏廳，為您詳細講解其獨特設計概念及建築上
的每個細節。 

（註：若悉尼歌劇院內之音樂廳（Concert Hall/Main   
Hall）進行維修或綵排或表演，因而未能安排入內參觀
，將不另行通知，客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另外，若
歌劇院因有特別節慶或活動或被人包場而未能安排導賞
遊，將改為於院外拍照，敬請注意！) 

 

維多利亞女王大廈 ：全球最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融合
了拜占庭式、圓頂式羅馬風格和維多利亞式設計。走進
內部可以看到拱頂或窗門裝飾著色彩鮮明的彩繪玻璃，
地面是幾何圖形的羅馬磁磚，而位於樓梯與中庭的鐵鑄
欄杆，皆充滿著復古氣息。 

早餐：航機上       午餐：港式點心豐富中餐   

晚餐： 悉尼塔360度旋轉餐廳豐富自助餐 

住宿：HOTEL INN POTTS POINT 或 
RYDGES WORLD SQUARE 或同級 

 
第三天 

悉尼 開恩茲～熱帶雨林區～ 

乘Army Duck水陸兩用軍車遨遊熱帶雨林～ 

澳洲土著民族歌舞表演～夢幻之旅【土著表
演飛茅、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齊玩回
力鏢】 

Sydney Cairns～Rainforestation～Army 
Duck～ Pamagirri Dance～Dreamtime 
Walk 

 

開恩茲熱帶雨林區： 乘車前往熱帶雨林區體驗獨特的自
然生態（世界自然遺產）。欣賞土著歡迎舞，走一趟夢

 
 團費 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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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G7A/ASM9A 

 
幻之旅觀賞土著飛矛、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試
玩回力鏢，更可登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遺留下來的水陸
兩用軍車遨遊充滿神秘色彩的熱帶雨林。 

早餐：輕便早餐盒         午餐： 熱帶雨林餐廳燒烤美食自
助餐         晚餐： 豐富中餐 

住宿： PULLMAN CAIRNS INT’L 或 
PULLMAN REEF CASINO 或 HILTON 或同級 
 
第四天 
開恩茲～乘坐「Great Adventure」或 
「Reef Magic」遊船前往諾曼礁海中心浮台
全日遊玩【包浮潛、小型半潛艇觀賞大堡礁
珊瑚奇觀】～開恩茲夜市場  

Cairns～Great Adventure (Norman Reef)～ 
Night Market 

 

大堡礁 :  澳洲大堡礁被列為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是
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連綿不絕二千公里，孕育著無數
色彩繽紛之珊瑚群及海洋生物。金怡假期所選擇的珊瑚
礁，均被列為環境保護及客量限制。抵達後，乘坐小型
半潛艇觀賞色彩瑰麗奪目之珊瑚魚及多姿多彩珊瑚等，
又或暢泳碧波中，一睹海底奇景（註：如遇船公司客
滿、維修或故障則改乘Sunlover或Quicksilver）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 大堡礁遊船自助餐   

晚餐： 著名海濱餐廳 Dundee’s 享用新派澳洲菜 

住宿：PULLMAN CAIRNS INT’L 或 
PULLMAN REEF CASINO 或 HILTON 或同級 
 

第五天 

開恩茲 布里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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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irns  Brisbane～Paradise 
Country～ Gold Coast～Duty Free 
Shopping 

 

歡樂農莊 :   歡樂農莊體現出澳洲的傳統鄉村文化，在農
莊內可以體驗各種活動，例如觀賞剪羊毛、牧羊狗趕羊
及甩皮鞭精彩表演，團友可體驗泡製地道比利茶Bill y 
Te a 及營火燒Damper丹波麵包，更可自費手抱樹熊拍
照留念。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 農莊風味澳式燒烤餐 
晚餐： Ashmore海鮮西餐廳品嚐優質T-骨牛排或燒
雞排或漁夫精選 

住宿：WATERMARK HOTEL & SPA 或 LEGENDS 或 
同級 

 

第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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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指定時間與卡通名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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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 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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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兒河 :  翠兒河位於昆士蘭及新南威爾斯的交界，因為  
正處於鹹、淡水交界處，所以有豐富的水產。安排在翠
兒河展開品蠔捉蟹之旅，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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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納兄弟電影世界  :  合家歡的機動遊戲樂園，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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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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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速穿梭Scoo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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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亦可走進「Fun Zone」裡探訪卡通明星們，
包括有家傳戶曉的翠兒、阿寶、賓尼兔等。晚上可由領
隊代為安排自費參加夜探螢火蟲之旅。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豐富中餐 

住宿：WATERMARK HOTEL & SPA 或 LEGENDS 或 
同級 
 
 
 
 
 

第七天 

黃金海岸～布里斯本   香港 

Gold Coast～Brisbane  Hong Kong 

早餐後，乘車前往布里斯本機場，乘搭澳洲
航空公司客機飛返香港。航機於同日傍晚時
份抵達香港。 

 

參加九天團（ASM9A）將繼續下列行程： 

 
第七天 

黃金海岸～布里斯本 墨爾本～菲利普島～ 

～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墨爾本 

Gold Coast～Brisbane  Melbourne～ 
Phillip Island～Penguin Parade～
Melbourne 

 
菲利普島： 菲利普島乃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之地，此
類企鵝每天清晨出海覓食，傍晚時份帶回食物結隊依歸
餵養妻兒。由於企鵝體形嬌小，從海中左搖右晃地登上
沙灘，可愛趣緻。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 中國餐館享用龍蝦餐 

住宿： 五星級CROWN METROPOL 或同級 

 
第八天 
墨爾本～奧特威樹頂步道～大洋路及十二門
徒石【包乘直昇機觀賞】～墨爾本 

Melbourne～Otway Treetop Walk～ Great 
Ocean Road～Twelve Apostles (Including 
Helicopter Ride)～Melbourne 

 
 團費 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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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特威樹頂步道： 步道入口設計了一條25 米高、600米
長的森林步道，蜿蜒在雨林般的樹海中，這樣的高度讓
遊客彷如漫步在樹頂中，以不同的角度觀賞這片綠意盎
然的雨林。團友更可攀上迴型樓梯至45米高的瞭望台，
一覽一望無際的雨林美景及享受這片除了鳥鳴外的寂靜
大自然。 

 

十二門徒石： 十二門徒石位於坎貝爾港國家公園，是一
組自然形成的石灰岩。重本安排乘坐直昇機觀賞十二門
徒石及大洋路壯觀景緻，為您的旅程劃上完美句號！
（上述節目如因天氣影響將會被取消）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豐富中餐 

住宿： 五星級CROWN METROPOL 或同級 

 

第九天 

墨爾本 香港 

Melbourne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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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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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所
列之城市酒店，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
茶會時通知或由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 

-行程中有部份景點，列明入內參觀如博物館，古堡,皇
宮，神殿或表演等，如遇事故，政局，節日，休息，關
閉維修,或行程延誤等，不能或不夠時間入內參觀，則此
節目取消，若涉有入場費，則退回有關入場費，如不涉
及入場費，則無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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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旅遊警示於2009年10月20日起生效，欲取到
訪地區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請瀏覽保安處網頁
( www.sb.gov.hk/chi/o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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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團費 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http://www.goldjoy.com/
http://www.sb.gov.hk/chi/ota
http://www.t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