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門徒石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9 天 澳洲東岸『十二門徒石．大堡礁』奇趣遊

Tour Code: AEMA09V

暢遊：布里斯本、黃金海岸、開恩茲、墨爾本、悉尼

『閃亮推介』
『幸會小企鵝』神仙企鵝

『黑暗裡的小星光』螢火蟲探險之旅

安排於菲臘島 Penguin Plus 專區，一睹可愛神仙小企鵝歸

深入受政府規管的國家公園，於黑夜中觀賞螢火蟲以及南

巢奇景。

半球星空。

『高空巨石巡禮』十二門徒石

『世界七大自然奇觀』大堡礁

從空中俯瞰墨爾本海岸線自然美景，以與別不同的角度飽

選乘『Great Adventure』豪華雙體船前往大堡礁，乘坐玻

覽十二門徒石壯闊景致。

璃底船及半潛水艇觀賞海底奇觀，尊賞體驗外礁絢麗風

『親身體驗捉蟹樂』捕捉泥蟹遊船樂

采。

登上捉泥蟹遊船，享受捕捉泥蟹、泥灘管筒捉泥蝦、釣魚

『雨林生態遊』庫蘭達

及餵塘鵝/海鷗樂趣。

搭乘水陸兩用車穿越世界遺產的熱帶雨林，體驗當地原住

『澳式農莊生活』歡樂農莊

民文化與探訪澳洲特有動物。

與不同澳洲小動物作近距離接觸，更可欣賞剪羊毛等表

『最著名地標之一』悉尼歌劇院

演，了解澳式農莊生活，更有機會親自體驗，難忘有趣！

特別安排入內參觀及專業人員講解，詳細了解劇院的歷
史、背景及其迷人風采。

『極致享受』
乘坐澳洲航空，布里斯本入，悉尼走，不走回頭路。
確保乘坐中午後內陸航班，預留足夠時間參觀景點。
全程安排住宿 5 星級酒店，休閒舒適。
行程特別悉心策劃，無須每天清晨起床，份外體貼。
於墨爾本安排乘坐直昇機，由高空角度欣賞十二門徒石奇觀，無須自費。
於黃金海岸安排螢火蟲探險之旅，無須自費

『精選美饌』
黃金海岸 ~ 捉泥蟹游船午餐、酒店自助餐
開恩茲

~ Dundee’s 海濱餐廳、雨林 BBQ 燒烤

墨爾本

~ 中式龍蝦餐

悉尼 ~

The Star 酒店自助餐

全程中式晚餐安排八菜一湯

第 1 天 香港布里斯本

Hong Kong  Brisbane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澳洲航空直航飛往澳洲–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昆士蘭省首府，更是澳洲第三大城市。
第 2 天 布里斯本~黃金海岸~捉泥蟹游船之旅~歡樂農莊
(澳式農莊之旅)~ 鮑魚工廠~螢火蟲探險之旅
Brisbane ~Gold Coast ~ Crab Cruise Tour ~ Paradise
Country (Aussie Farm Tour) ~ Abalone World ~
Glow Worm Tour
航班到達後，專車前往黃金海岸，展開捉泥蟹遊船之旅，其
後遊覽歡樂農莊。稍後參觀鮑魚工廠及觀賞螢火蟲。
黃金海岸：位於昆士蘭省東南部，有長達57公里的海岸線。
捉泥蟹游船之旅：捕捉昆士蘭州有名的泥蟹，享受捕捉
泥蟹、泥灘管筒捉泥蝦、釣魚及餵塘鵝/海鷗樂趣；品嚐新
鮮茄菲蟹、生蠔及鮮蝦。
歡樂農莊：親近可愛的袋鼠與無尾熊，觀看剪羊毛、牧羊
狗趕羊及甩皮鞭等精彩表演，更可親嚐地道比利茶及鬆餅。
I 鮑魚工廠：了解鮑魚養殖過程，更可試食澳洲出產鮑魚。
螢火蟲探險之旅：於專業導遊帶領下，深入受政府規管的
國家公園，於黑夜中觀賞螢火蟲以及南半球星空。
：5 星級 QT 或 Hilton 酒店
第 3 天 黃金海岸~華納兄弟電影世界(包入場及任玩套票)~
~土產店~布里斯本開恩茲
Gold Coast ~ Warner Bros. Movie World ~Local Product
Shop~Brisbane Cairns
早餐後，暢玩華納兄弟電影世界，下午乘坐內陸航班前往昆
士蘭省北部城市–開恩茲。
華納兄弟電影世界：又有「澳洲荷里活」之美譽，樂園
以多個著名電影包括「超人」
、「蝙蝠俠」等作主題，並創
作成刺激有趣的機動遊戲體驗。
開恩茲：位於昆士蘭省北部，遊客可透過大堡礁以及熱帶
雨林區充滿了解澳洲的天然生態。
：5 星級 Riley Crystalbrook 或 Pullman 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開恩茲~大堡礁遊船之旅~開恩茲夜市
Cairns ~ Great Barrier Reef Cruise ~ Night Market
早餐後，乘坐豪華雙體船展開大堡礁遊船之旅。
大堡礁遊船之旅：延綿不絕二千公里的大堡礁，被列為
世界七大自然奇景及世界遺產。大堡礁地處大堡礁景觀漂
亮的外海，團友可乘坐半潛艇及玻璃底船觀賞色彩瑰麗奪
目之珊瑚魚及珊瑚群，或是使用浮潛用具暢泳碧波中一睹
海底奇景。團友亦可自費參加專人領導的潛水團或是直昇
機漫遊。
(註：如遇以上船公司客滿、維修或故障，則改乘其它船公司；如因天氣關
係而被迫取消，將退回船費及餐費成人約 AUD100，午餐自理。)

I 開恩茲夜市：有不同款式藝品，團友可自由選購心頭好。
：5 星級 Riley Crystalbrook 或 Pullman 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開恩茲~庫蘭達熱帶雨林區
(水陸兩用軍車、土著民族歌舞舞蹈、動物園)墨爾本
Cairns ~ Kuranda Rainforestation  Melbourne
早餐後，前往庫蘭達遊覽熱帶雨林。遊畢前往機場，乘坐
客機飛往墨爾本。
庫蘭達熱帶雨林區：安排乘坐二戰時期的水陸兩用軍車
穿梭雨林沿途觀賞珍稀植物；造訪當地雨林原住民，觀賞
當地土著表演特色的歌舞、長矛及回力鏢表演，吹奏傳統
樂器；到訪無尾熊野生動物園觀賞可愛樹熊及袋鼠，精彩
早
午

Day 1
---

Day2
航班上/自理
捉泥蟹游船午餐

Day3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晚

航班上

酒店自助餐

航班上/自理

Day4
酒店餐廳
船上自助餐
Dundee’s
海濱餐廳

無比。
墨爾本：維多利亞省首府，1913 年前更是澳洲首都。
：5 星級 Sofitel 或 Pan Pacific 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墨爾本~聖伯多祿大教堂~布萊頓海灘~菲臘島~
朱古力工廠~神仙企鵝歸巢
Melbourne ~ St. Patrick Cathedral ~ Brighton Beach ~
Philip Island ~ Chocolate Factory ~ Penguin Parade
早餐後，專車前往市內觀光。
I 聖伯多祿大教堂：南半球最大教堂，始建於 1858 年，經
歷了 80 年才正式完工。
I 布萊頓海灘：墨爾本市內地標之一，著名之處不是海灘，
而是灘上 80 多間色彩奪目的「彩虹小屋」
。
朱古力工廠：菲臘島上最具甜美誘惑的地方，是一個集快
樂、趣味、美食為一體的巧克力樂園。
神仙企鵝歸巢：菲臘島西南海角一帶，是野生小企鵝出沒
之地。日落時神仙企鵝覓食後回巢，聯群結隊時潛上海灘，
營造出「企鵝巡遊」的畫面，蔚為奇觀。特別安排於 Penguin
Plus 區域觀看，勝人一籌！
(註：如未能安排於菲臘島 Penguin Plus 專區內觀賞神仙企鵝，將安排普通
入場，並會退回有關差價)

：5 星級 Sofitel 或 Pan Pacific 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墨爾本~大海洋路~十二門徒石(直昇機遊覽) 悉尼
Melbourne ~ Great Ocean Road ~ 12 Apostle Rocks
(Helicopter Ride)  Sydney
早餐後，前往著名大海洋路，乘坐直昇機，由高空觀賞十二
門徒石壯麗景觀。稍後，乘坐內陸航班前往悉尼。
十二門徒石：十二 門徒石因經歷長期海蝕而形成不同形狀
的大岩石豎立於海洋之中，感受大自然的巨大力量。特別安
排乘坐直升機欣賞十二門徒石及大海洋路一帶海岸景色。
(註：如因天氣因素導致直昇機行程取消，本社將退回有關費用，敬請留意。)

悉尼：位於澳洲東岸，新南威爾士省首府，更是澳洲國內人
口最高及最稠密的城市。
5 星級 Sofitel Darling Harbour 酒店或同級
第 8/9 天 悉尼~邦迪海灘~悉尼塔~維多利亞女王大廈~
漁人市場~悉尼歌劇院(入內參觀)香港
Sydney ~ Bondi Beach ~ Sydney Tower ~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 Fish Market ~
Opera House Tour  Hong Kong
早餐後，前往悉尼南部著名邦迪海灘參觀，及後登上地標–悉
尼塔。稍後前往維多利亞女王大廈及漁人市場，於專業導賞
員帶領下，遊覽悉尼歌劇院。及後專車前往機場，乘客機飛
返香港。航機於第 9 日抵達香港，旅程於此，完滿結束！
I 邦迪海灘：澳洲最著名而且享譽全球的海灘之一。每年有
數以萬計遊客到訪這片綿延一公里長的遼闊金色沙灘，在此
漫步、慢跑或享受日光浴。
悉尼塔：建於 1981 年，高 305 米，除了是悉尼最高的建築
物外，更是南半球第二高的觀光塔。
I 維多利亞女王大廈：始建於 1893 年，曾被用作市場之用，
更一度被廢棄，甚至幾乎被拆卸。其後被復修，並變成現的購
物中心。踏入大廈內，無論是地板、拱門、玻璃窗及燈飾等，
亦可感受到大廈的古典美。
I 漁人市場：集海鮮批發、零售和餐飲的綜合市場，團友
更可自由選購及品嚐生蠔、三文魚。
悉尼歌劇院：安排入內參觀及專人導覽，了解劇院的歷
史、背景及其迷人風采。

Day5
酒店餐廳
雨林 BBQ 燒烤

Day6
酒店餐廳
中式餐廳

Day 7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航班上/自理

中式龍蝦餐

航班上/自理

Day 8
酒店餐廳
自理
The Star 酒店
自助餐

Day 9
航班上
---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
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
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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