繽紛澳洲
Colorful Australia
Sydney, Melbourne, Gold Coast

悉尼 ·墨爾本 ·黃金海岸

三大名城

行程特色
•
•
•
•

悉尼墨爾本黃金海岸
三大名城，一次暢遊
兩人成行，天天出發
機場起始，貼心服務

•
•
•
•

行程順序可自由組合
主要景點門票全包含
城市中心區星級酒店
出行用餐購物更方便

菲利普島企鵝歸巢

第1天  抵達墨爾本 Arrive Melbourne
乘國際航班抵達，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在機場舉牌迎接，送您到酒店
休息，剩餘時間可以自由遊覽市區。
第2天  墨爾本 Melbourne ﹣ 菲利普島企鵝歸巢
Phillip island Penguin Parade
早餐後自由遊覽市區，於中午時分出發參加企鵝島一日遊。菲利普
島位於墨爾本東南128公里處，也被稱作“企鵝島”，是墨爾本甚至
是澳洲最著名的觀光勝地之一，每年吸引著上百萬的國內外遊客來
這裡一睹難得一見的企鵝歸岸生態奇景。企鵝大遊行是每天暮色時
分上演的大自然奇妙景觀。從觀景台、棧道和導遊指引下觀賞小企
鵝搖搖擺擺的走過沙灘，回到沙丘中的巢穴，為遊客提供體驗小企
鵝歸巢的奇趣。(溫馨提示: 由於風大，請備防水禦寒服裝，並禁止
拍攝企鵝)。結束後返回墨爾本酒店休息。

大洋路

午餐推薦漢堡薯條 Suggested lunch: $14

第3天  墨爾本 Melbourne ﹣ 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早餐後參加大洋路一日遊，乘車一路沿著海岸線行駛，其中包括
大洋路180公里的精華，經角海小鎮及大洋路紀念牌樓、阿波羅
灣，到達坎貝爾港國立公園，從懸崖邊的吉普森階梯走到海灘上
，可以拍到最漂亮的畫面。之後到達大洋路最壯觀的景點十二門
徒石，經過幾百萬年的風化和海水侵蝕形成的斷壁岩石，形狀各
異。站在岬角邊的步道上，一面吹著強風，一面伴隨著海浪拂岸
的聲響，這種神秘的氣氛只有親臨現場才能感受。結束後返回墨
爾本酒店休息。

可倫賓鳥園

途中可自費搭乘直升機從空中欣賞十二門徒石的全景
15 minutes optional Scenic Helicopter Flight: $140
午餐推薦炸魚薯條和飲料 Suggested lunch: $13

第4天  墨爾本 Melbourne > 黃金海岸 Gold Coast ﹣ 可倫賓鳥園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 抓螃蟹遊船 Catch a crab Cruise
早餐後送往機場，搭乘國內航班飛往度假勝地黃金海岸。抵達後接
機參加生態一日遊。前往可倫賓鳥園，因可餵食彩虹鳥而知名的可
倫賓是澳大利亞最好的野生動物園之一，同時也是running man的
拍攝地，擁有超過1400種澳大利亞特有的動物，是接觸大自然的
好地方。除了可觀賞澳大利亞的特產如袋鼠、樹熊、鱷魚、袋貂之
外，園區的日常表演也妙趣橫生: 彩虹鸚鵡餵食，鳥類飛行表演，
剪羊毛表演，兩棲類表演等等。(停留2小時，導遊視人數情況入內
)下午乘坐遊船去特維德角港口抓螃蟹。長達3個小時的捕捉螃蟹與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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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其他活動將帶給您意想不到的愉快感受，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
包括釣魚，捕捉淡水蟹蝦，捕蟹，螃蟹展和餵食雀鳥等，了解當
地獨特的生活方式，了解螃蟹知識並更加積極參與其中，同時享
用採用新鮮捕捉泥蟹烹煮的午餐，加上豐富自助餐，包括湯，米
飯，沙律，麵包和水果為行程增色不少！(全程3小時，導遊視人
數情況上船)。結束后返回黄金海岸酒店休息。
自費門票 Admissions payable on-board:
• 可倫賓野生動物園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49.95/成人，$35.95/兒童4-14歲
• 特維德角港口抓螃蟹含午餐 Catch a Carb cruise with lunch:
$100/成人，$100/兒童3-14歲

第5天  黃金海岸 Gold Coast ﹣ 天堂農莊 Paradise Country >
电影世界 Movie World
早餐后参加歡樂一日遊。前往著名的天堂農莊，餵袋鼠、與考拉合
影、跟綿羊及小豬親密接觸，觀看騎馬、牧羊、擠奶、剪羊毛及扔
迴力鏢等各種表演。(停留2小時，導遊入內)下午前往三大主題公園
之一的電影世界，在童話天地中與兔八哥等卡通明星們不期而遇。
這裡還經常會有和華納電影有關的特技表演，金牌警校軍的警察抓
小偷的特技表演也很有看頭，尤其是漂移飛車表演，一定令你驚呼
不已！(停留4小時，導遊不入內)結束后返回黄金海岸酒店休息。
自費門票 Admissions payable on-board:
• 天堂農莊 Paradise Country: $50/成人，$40/兒童3-13歲
• 電影世界 Movie World: $90/成人，$80/兒童3-13歲

第6天  黃金海岸 Gold Coast ﹣ 海洋世界 Sea World > 悉尼 Sydney
早餐後出發前往海洋世界，作為澳大利亞首屈一指的海洋公園，海
洋世界是華納威秀主題公園集團旗下歷史最悠久的景點。與一般的
海洋公園一樣，黃金海岸的海洋世界分幾大塊區域，包括嶄新的企
鵝館、北極熊海岸和鯊魚灣等特色場館。(停留4小時，導遊不入內
)。下午搭乘飛機前往悉尼，若時間允許可以瀏覽布里斯班市區。
抵達悉尼，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在機場迎接，送您到酒店休息。
自費門票 Admissions payable on-board:
• 海洋世界 Sea World: $90/成人，$80/兒童3-13歲

第7天  悉尼 Sydney ﹣ 市區遊覽 Sydney city
早餐後遊覽市區，著名的邦迪海灘、南角咀、屈臣氏灣、紅燈區、
牛津街，都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下午參觀悉尼地標歌劇院。
途中可自費參觀遊覽 Optional programs:
• 悉尼水族館 Aquarium: $40/$28
•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40/$28
• 野生動物園 Wildlife Park: $40/$28
達令港午餐遊船 Darling harbor lunch cruise: $55/$35

第8天  悉尼 Sydney ﹣ 藍山 Blue Mt
早餐後參加藍山一日遊，乘車前往新南威爾士州著名風景區藍山，
搭乘三種不同類型的觀景纜車全方位欣賞三姐妹峰和原始森林景觀
。結束後返回悉尼酒店休息。

團費

Twin-share

$1799 起

單房差

Single Supp.

$650

2-11小孩 years old ：佔床 with bed
$1739
0-2歲小孩 years old：不佔床 without bed $200
費用包含 Inclusions

酒店：3.5-4★酒店住宿 (雙人房) 3.5-4★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機票：國內航班機票及其稅 Domestic airfare & taxes
交通：機場來回接送 + 旅遊巴士 Airport transfer + coach transportation
門票：行程上列明的主要景點門票 Main admission as indicated

費用不含 Exclusions

膳食：午餐或晚餐 Lunch/Dinner
小費：建議澳元 5/人/天 Tippings AUD$5/day/person
門票：部分景點及自費項目 (價格請參考行程內)
Admission & Optional Programs as indicated
保險：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預定條款

1. 行程順序或根據出發日期前後調整，請於預訂時諮詢抵達及離開航班時
間要求。
2. 新洲及維洲法律規定兒童滿6個月必須佔座，預訂時請註明兒童年齡及身
高，我社會酌情提供安全座椅；昆州法律允許2歲以下兒童不佔座。
3. 學校假期、公眾假期、重大活動及中國新年期間酒店會有附加費，請預
訂前諮詢。
4. 行程中門票及自費項目須向導遊直接購買，否則導遊有權拒絕提供交通。
5. 導遊會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調整行程順序，但保證景點數量。
6. 旅客請自行購買旅遊保險，因航班延誤或取消而導致客人未能如期參團，
我社可以協助安排食宿交通，但費用由客人自行承擔。
7. 預定時需支付全款，訂單一经確認，距出團日期21天前取消或更改，扣
除$500/人團費；距出團日期21天內取消或更改，扣除50%團費；距出團
日期14天內取消恕不退款。後續行程適用相應產品條款。
8. 因酒店及澳洲內陸段機票等因素，部分日期需額外附加費，請來電查詢。

後續行程推薦 Extensions
• 凱恩斯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via Cairns 3天2晚
3天2晚
• 南澳阿德萊德袋鼠島

$399起
$579起

• 西澳珀斯尖峰石陣 Pinnacles via Perth
• 紅色中心烏魯魯 Red Center Uluru
• 蜜月聖地漢密爾頓島 Hamilton Island
• 塔斯馬尼亞環島 Tasmania
• 新西蘭北島 New Zealand North

3天2晚

4天3晚

$499起
$510起
$789起
$650起
$630起

• 新西蘭南島 New Zealand South

6天5晚

$1100起

Kangaroo Island via Adelaide

(每週五出發)

(每週一、日出發)

3天2晚
4天3晚
5天4晚

途中可自費參觀遊覽 Optional programs:
• 費瑟戴爾野生動物園 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32.5/$18.5
• 土著文化中心表演 Waradah Aboriginal Centre: $20/$10
• 珍羅蘭鐘乳石洞 Jenolan Caves: $35/$24
中式团餐午餐 Suggested lunch: $18/$14

第9天  離開悉尼 Depart Sydney
早餐後自由活動，指定時間送往機場，結束繽紛澳洲之旅。
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