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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夜遊ｘ黃金五星廚師帽美食  

(國家公園螢火蟲夜遊、黃金海岸五星 +澳洲廚師帽餐廳 )  

 澳洲，一個豐富奇妙的旅遊國度，充滿獨特的自然景觀、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饒富活力

與時尚氣息的城市、古代原住民光彩奪目的文明遺跡、高度發展的旅遊設施、薈萃多元文化的各國美

食、澳洲特產的葡萄佳釀。這裡崇尚自由，多彩多姿，處處皆有動人魅力。由於澳洲的四季恰與北半

球相反，溫和的氣候使澳洲成為四季皆宜的觀光勝地。 

 

【行程重點特色】 
1. 豐富完整三城全覽行程 

2. 黃金海岸入住兩晚五星級飯店 

3. 餐食再升等(廚師帽精緻美食、河畔西式餐、西式龍蝦餐配美酒、雪梨塔景觀餐) 

4. 登三城高塔一覽不同城市風貌(雪梨塔、尤瑞卡 88 大樓、黃金海岸 Q1 大樓) 

5. 特別贈送價值 85AUD 國家公園螢火蟲夜遊(非一般市場安排春之泉螢火蟲) 

6. 還要再送您每人一個紐澳規格轉接插頭 

Australia Australia 



【精選住宿】 
特別安排入住兩晚黃金海岸五星級飯店，徹底享受完美度假風情 

將安排入住五星級 The Star Hotel(原邱比特)或 Sofitel  

或 RACV 高爾夫球渡假村或其他五星級飯店 

※如遇黃金海岸五星級飯店皆客滿情況，則改安排布里斯本或其他城市雪梨或墨爾本之五星級飯店 

本公司將會盡力安排，讓您不失所望 

★五星奢華星空賭場酒店 The Star Hotel & Casino(原邱比特)★ 
 

 

 

   

★索菲特五星級飯店 Sofitel Gold Coast★ 

 

 

 

 

 

 

 

 

 



 

【獨饗美食】 

全程餐食豐富多樣化，精心規劃中式美味料理及各色風味美食交互搭配 

讓您享受美食之餘，不用擔心外國料理吃不慣或是總是一直在吃中式料理 

 
 

 

 

 

 

★黃金海岸 Bazaar Restaurant 

 

由在雪梨共贏得三頂廚師帽名廚 GEORGE FRANCISCO 親自操刀的 BAZAAR RESTAURANT，簡潔

現代感的空間，全開放式的廚房為您提供一窺美食出爐的機會。您可以選擇自己心儀琳瑯滿目的各種

異國料理：摩洛哥、地中海、亞洲、中東….等等。雖然是自助餐，餐廳依然著重盤飾，當然多樣化的

甜點可塞滿您另一個胃！美食當前，這時誰會管它體重破表呢!! 

 

什麼是廚師帽 

一般人對頂級美食多是以「米其林」星星判別，但在澳洲，卻自行創立了「廚師帽」評鑑制度，用擁

有幾頂「帽子」來判斷。為什麼澳洲人這麼特立獨行？因為澳洲既是種族大熔爐，也是美食天堂，匯

聚了種族的多元文化，讓澳洲最早發展出「無國界美食」，名闖世界，因此澳洲人對澳洲美食非常有

信心，「帽子」與「米其林星星」的效力可是不相上下，來到澳洲別錯過進行一場帽子美食之旅！ 

   『The Good food guide』是各地報社以最公正且最有影響力的標準評比，每年十月會有盛

大的頒獎典禮，還有一整個月的 Good Food Month 美食月，美食指南在餐廳的評比中滿分 20 分、

美味占 10 分、酒單及服務占 5 分、餐廳氣氛占 3 分、整體表現占 2 分，總分超過 15 分的餐廳才有

資格掛上象徵澳洲廚師最高榮譽的廚師帽殊榮。 

[ 15 分以上 一頂帽子 、16 分以上 二頂帽子 、18 分以上 三頂帽子  ] 

雪梨港灣遊船餐        西式龍蝦風味餐+美酒 

雪梨塔自助餐          ASHMORE 豪邁牛排 

咕咕鳥德國自助風味餐  港式飲茶 

河畔景觀西式餐廳 Watt Restaurant 

黃金海岸 Bazaar Restaurant 三頂廚師帽名廚自助餐 

 



★河畔景觀西式餐廳 Watt Restaurant 

   

在坐落布里斯班河畔的 Watt Restaurant，擁有絕佳的景觀及用餐環境 

安排享用道地澳式炸魚薯條餐，配有麵包、茶和咖啡，餐後還有美味甜點呢！ 

 

★咕咕鳥德國自助風味餐 The Cuckoo Restaurant 

  

道道地地的德國巴伐利克式餐廳，風味十足的德式香腸搭配傳統德式歌舞秀 

餐廳內還有金氏世界紀錄世界最大的獨立咕咕鐘，享用完美時別忘了來份現煎鬆餅配冰淇淋！ 

 

★西式龍蝦風味餐+美酒  

  

特別安排在墨爾本菲利浦島的精緻西式龍蝦配葡萄美酒，  

若正逢澳洲夏季時間，您還可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窗外海岸美景 

※正常情況下將安排於 The Cape Kitchen 用餐，如遇餐廳未開或特殊原因無營業(極少情況)， 

則將安排其他同價位餐廳之西式龍蝦或改中式龍蝦七菜一湯，並退價差新台幣 NTD$500 元 

 

 



【三城登三高塔】 

帶您登上三城最高塔，獨覽不同城市特色風貌，將三個城市完美盡收眼底 

  
尤瑞卡發現大樓－看墨爾本城市現代及復古的完美融合 獨具風情的雅拉河貫穿其中 

  
雪梨塔－在 360°旋轉自助餐廳上，一睹雪梨超過 70 個天然海港及海灣 

  
天頂瞭望台－世界上最美麗沙灘之一的黃金海岸，欣賞綿延 70 公里的海岸線 

 



【樂玩三城】 

★～感受澳洲‧體驗雪梨～★ 

1.  《藍山國家公園》搭乘礦坑絞鏈纜車，深入峽谷；搭乘《空中大型吊纜車》，鳥瞰藍山全景。 

2.  入內參觀《雪梨歌劇院》澳洲著名建築，為雪梨最具代表性建築，安排當地專業中文解說員。 

3.  搭乘《雪梨港灣遊船》，特別安排於船上用餐，親身悠遊雪梨美麗港灣欣賞不同角度歌劇院 

 

★～感受澳洲‧體驗墨爾本～★  

1. 參觀墨爾本經典地標《聯邦廣場、聖派翠克大教堂、維多利亞藝術館》感受現代與古典衝突。 

2. 搭乘《普芬古董森林蒸氣火車》前往藍色丹德農山脈，欣賞山林美景。 

3. 前往《菲律浦島》欣賞可愛神仙小企鵝歸巢的大自然生態，可愛小企鵝讓您難忘。 

 

★～感受澳洲‧體驗布里斯班、黃金海岸～★  

1. 不可錯過布里斯班驕傲《南岸河濱公園參觀》一探澳洲人的優閒生活。 

2. 觀賞精采的天堂鄉農莊《剪羊毛牧場秀》《甩皮鞭+比利茶丹波麵包》《馬術表演秀》 

讓您一睹澳洲傳統牧羊人的特殊技術。 

3. 暢遊老少咸宜的《夢幻世界》全日狂歡～內有多種遊樂設施及逗趣表演，讓您樂翻天。 

4. 超可愛《無尾熊、超愛跳袋鼠、超可人的羊咩咩》已經在迎接你嚕。 

5. 特別安排自然橋國家公園螢火蟲夜遊之旅，特殊體驗螢火蟲星光閃閃的奇妙。 

 

 

 

 

 

 

                    超可愛《無尾熊、跳袋鼠、超可人的羊咩咩》已經在迎接你囉！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I057 中華航空  台灣(桃園)  墨爾本 23:30  11:50+1  

回程 CI054 中華航空  布里斯本  台灣(桃園)  23:00  05:55+1  

地圖： 

 



行程內容： 

★：內含門票 ◎：下車參觀 

 

 

第一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墨爾本Melbourne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澳洲花園之城－墨爾本。

今晚將夜宿於機上，於次日抵達。 

墨爾本被公認為是澳洲文化的靈魂城市，又有澳洲的文化首都之稱，市民以極高的文化涵

養而著稱於世。城市無論在建築、多元文化、飲食、文學、體育、藝術及時尚方面都處於

澳洲乃至世界的最前沿。在「經濟學人宜居城市調查報告」中，澳洲墨爾本連續好幾年蟬

聯全球最適合居住城市，成為世界上首個5連霸的城市。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機上 

 

 

第二天 墨爾本－市區觀光【聖派翠克教堂、費茲洛花園、聯邦廣場、維多利亞現代

藝術館】－尤莉卡觀景台-墨爾本 

 

於今日抵達墨爾本後，展開市區觀光： 

◎【聖派翠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尖塔式的哥德式建

築，感受安詳寧靜的氣氛。 

◎【費茲洛花園Fitzroy Gardens】：擁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園區內

草地翠綠、花木扶疏。超過70年歷史的溫室花園內一年四季綻放出

不同花朵供遊客欣賞。 

此外，位於花園內，於1933年自從庫克船長的英國老家，一磚一

瓦搬運來到澳洲的★【庫克船長小屋Captain Cook's Cottage】，★

特別安排入內參觀，一探庫克船長故居。庫克船長是第一位抵達澳

洲的歐洲船長，於1934年4月運抵墨爾本同年10月在費茲洛花園內重新組裝完成，為十八

世紀英格蘭的簡樸建築。 

◎【聯邦廣場Federation Square】：墨爾本市的新興

知名地標，在維多利亞式舊建築群中顯得突出且融

合於墨爾本的現代景觀，造費時超過4年，將墨爾本

市中心及亞拉河串連在一起，是一個多功能的複合

式開放空間,有購物、藝術、運動、娛樂等空間可提

供日常生活的另一個休閒去處。 

◎【福林德斯車站Flinders Station】墨爾本當地人的



重要地標，不僅是墨爾本最大的車站，同時也是全澳洲最早的火車站，有著濃厚維多利亞

時期的建築風格，展現出另一種古典華麗的風貌。 

◎【維多利亞現代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媲美巴黎的龐畢度文化中心，不定

期展示澳洲現代藝術作品、原住民藝術創作

等。 

之後前往★【尤瑞卡景觀台Eureka Skydeck 

88】(未含天空步道)：位在亞拉河南岸的尤瑞

卡天台，同時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住宅大樓，這

裡同時也是墨爾本的地標之一，在透明的玻璃

景觀間，可以360俯瞰墨爾本市，無論是歷史

悠久的古老建築，亦或河流及綠地，在這裡你

會改變觀看墨爾本乃至於整個世界的方式，快

來這裡感受這「世界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吧。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義大利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住宿： MERCURE MELBOURNE ALBERT PARK或 TRAVELODGE或 PARK VIEW或NOVOTEL

或 VIBE 或 BAYVIEW 或 MANTRA 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三天 墨爾本－普芬古董火車－咕咕鳥餐廳－龍蝦風味－小企鵝歸巢－墨爾本 

 

今日用完早餐後，將前往環繞在墨爾本東北邊的丹頓農山脈，在此特別安排★【普芬古董

蒸汽火車Puffing Billy】，丹頓農山脈是墨爾本人夏天的避暑勝地，涼爽的氣候造就許多花

圃和農地。 

而遊覽此地最好的方式是搭乘普芬古董蒸汽火車了，火車慢吞吞的行駛於山區，前方的車

頭飄來陣陣的煤油煙味，這般復古的感覺好似回到百年前般；坐在窗台上將雙腳掛在車窗

外，是傳統的乘坐方式，旅程中可以看到許多遊客，伸出雙腳在風中晃盪，露出童心未泯

並大聲的向過路客揮手問候、拍照留念。 



下午驅車前往★【菲利普島自然公園】，傍晚欣賞世界上體型最小的企鵝自海裡返回陸地

歸巢囉！小企鵝又稱為神仙企鵝，只有33公分高，鐵藍色的背及雪白色的胸，看起來可愛

又帥氣。小企鵝們在日落時上岸，日出前1、2小時前離巢出海，因此晚間是觀賞小企鵝最

好的時機，看它們歪歪斜斜、踩著不太平穩的步伐前進，真是可愛又有趣。 

※為了不驚嚇打擾到可愛的小企鵝，園區內禁止拍照喔！（今晚需準備禦寒衣物）。 

★【精選特色餐食】： 

★咕咕鳥德國風味自助餐：品嚐巴伐利亞的傳統珍饈美饌，德式風格的餐廳不時穿插的歌

舞樂聲在用餐時更添熱鬧氣氛，加上餐廳內還有全世界最大的獨立咕咕鐘，加上其他大大

小小不同可愛的咕咕鐘，絕對又是拍照的一大亮點，品嘗美味佳餚後，別忘了來一份現煎

鬆餅配上美味的香草冰淇淋！ 

※如遇餐廳週六、週日，將改同等級、由香港知名美食家蔡瀾推薦的Shoya日式料理替代。 

★西式龍蝦餐：來澳洲豈有不吃海鮮的道理？特別安排精緻西式龍蝦餐，您可以在優質的

用餐環境享用精緻美食配著美酒。 

※12歲以下兒童餐將安排經典澳式炸魚薯條餐配果汁。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咕咕鳥德國自助風味餐 晚餐：西式龍蝦餐(半隻)+美酒 

住宿：MERCURE MELBOURNE ALBERT PARK 或 TRAVELODGE 或 PARK VIEW 或 NOVOTEL

或 VIBE 或 BAYVIEW 或 MANTRA 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四天 墨爾本/(內陸飛機)/雪梨－藍山國家公園(世界遺產)【礦坑纜車、景觀纜車

親近大自然】－雪梨或藍山 

 

今日搭乘國內線飛往澳洲第一大城－◎雪梨。 

抵達後前往◎【藍山國家公園Blue Mountains】－世界自然遺產；來自於2億5千萬年以上

的沉積，後經侵蝕活動露出峭壁和峽谷。藍山國家公園為「大藍山區域」內7個國家公園內

最出名的一個，擁有廣大的尤加利樹林，空氣中經常懸浮著大量由尤加利樹所散發出的油

脂微粒，經過陽光折射後，一片淡藍氤氳引人入勝。 

首先造訪◎【回音谷瞭望台Echo Point】－此為觀賞三姐妹岩的最佳地點，同時也可欣賞整

片藍山及「傑美遜峽谷」的壯觀景緻。 

隨後特別安排搭乘★【礦坑鉸鏈纜車Scenic Railway】，此纜車為最早期開採煤礦所建造的

特殊交通工具，下到深入300公尺、斜52度的谷底探奇，沿途山勢壯麗，美不勝收。 

之後沿者景觀散步，享受森林芬多精,續搭乘★大型纜車返回山上。 

※今日將依飯店住房狀況，有可能安排入住藍山歷史小鎮一晚，或是入住雪梨住宅區兩個

晚上。 



 

早餐：飯店早餐或餐盒 午餐：中西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住宿：MANTRA PARRAMATTA HOTEL 或 TRAVELODGE 或 HOLIDAY INN PARRAMATTA 或

或 MECURE 或 NOVOTEL 或 ATURA BLACKTOWN 或 THE GREATSOUTHERN 或 PALAIS 

ROYAL 或 WALDORF LEURA GARDENS RESORT 或同級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五天 雪梨－【皇家植物園、岩石區、聖瑪莉大教堂、海德公園】－雪梨塔－雪梨

歌劇院－雪梨灣遊艇－雪梨 

 

 

今日於飯店用完早餐後，展開市區觀光： 

◎【海德公園及聖瑪莉大教堂】：位於雪梨市中心已有百年以上歷史，綠樹成蔭一片綠意盎

然的坐落在繁華的雪梨商業區內。教堂和海德公園公園彷彿為雪梨市區注入了一股寧靜祥

和的氣氛。 

◎【岩石區The Rocks】：是雪梨最古老的殖民地。1788



年由英國第一艦隊亞瑟菲利浦船長率領第一批歐洲移民和囚犯登陸的所在地，即今已是一

個觀光休閒和探索雪梨發展史的所在地。一旁就是雪梨最繁忙的環型碼頭和商業區，也是

雪梨市區新舊建築相互融合，現代與古典相互並存的最好典範。 

◎【皇家植物園】：佔地30公頃的公園綠地，是雪梨市區的天際線，雪梨歌劇院和港灣大橋

最佳的攝影景點，其中有十九世紀時期浪漫愛情故事加持的麥奎里夫人石椅是眺望雪梨港

船隻出入的最佳地點。 

午餐安排★【雪梨塔自助餐Sydney Tower Buffet】：雪梨塔是熟悉本市格局的好去處，它

360度的視野是令人無法置信的。 

★【雪梨歌劇院(入內參觀+中文專業導覽)】：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雪梨歌劇

院，坐落於雪梨港灣的班納隆角，一旁是綠意盎然

的雪梨植物園，被藍天綠地和大海包圍著。於1973

年啟用至今，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雪梨一

睹她的風采。也是20世紀的偉大建築工程之一。由

普立茲克獎得主丹麥建築師Jorn Utzon設計，外觀極具革命性和創新的設計彷彿是巨大的

貝殼般，從遠處遙望就像是一艘港灣中的巨大帆船與雪梨港灣大橋相呼應。內部有八個表

演廳，每年依不同季節上演著精彩的歌劇、戲劇、各式各樣的音樂表演活動。★我們將特

別安排歌劇院的解說員來一趟內部的中文專業導覽，親自體驗世界級的表演場地，內部的

精緻裝潢和極具現代感的空間設計彷彿進入了典雅高尚的藝術殿堂。 

傍晚安排★【雪梨港灣遊艇】－帶您一覽氣象萬千的雪梨港區。從雪梨碼頭上船，沿途欣

賞雪梨港邊的水岸住宅區，熱鬧繁華的都市景觀，全世界最大單拱型鐵橋－雪梨港灣大橋，

從港灣眺望建築群天際線雪梨歌劇院雪梨塔。 

之後前往◎免稅店參觀選購澳洲特產,無論送禮或自用兩相宜。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 雪梨塔景觀自助餐 晚餐：港灣遊船西式套餐 

住宿：MANTRA PARRAMATTA HOTEL 或 TRAVELODGE 或 HOLIDAY INN PARRAMATTA 或

或 MECURE 或 NOVOTEL 或 ATURA BLACKTOWN 或 THE GREATSOUTHERN 或其他同等級

飯店 

 

 

第六天 雪梨/(內陸飛機)/布里斯班－庫莎山－南岸公園－袋鼠角－黃金海岸－Sky 

Point觀景台－黃金海岸 (入住宿五星飯店) 

 

今日將搭乘國內飛機飛往澳洲－布里斯本。 

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 

◎【喬治王廣場】座落在舊市政廳前，舊市政廳



的經典義大利式文藝復興建築風格，搭配上喬治王廣場中擺放著萬國博覽會所留下的藝術

品，在不搭調的感官中揉合了對比的裝置藝術陳設，這就是澳洲式低調的奢華風格。 

◎【庫莎山Mt. Cootha】最佳呈現布里斯本市樣貌的至高點，海拔約323公尺的高度，就

地理學的角度來說屬於小丘陵地形，但是在這庫莎山上放眼眺望整個布里斯本市以及布里

斯本河是最棒的觀景點喔!! 在澳洲不受污染以及全年大多數都是晴朗無雲的因素下，明見

度非常高的庫莎山，是當地人還有遊客的腳步紛紛踏至的景點。 

◎【袋鼠角Kangaroo Point】是另一引人注目的景點，可一覽布里斯班的天際線及布里斯

班河。 

◎【南岸公園】位於布里斯班河南岸為1988年世界博覽會會址，現已開發成佔地16公頃的

文化、娛樂及休閒中心。園內除了有廣大的草地與樹林、露天音樂台、餐廳及池邊草地上

的烤肉區，還有一處人工海灘，細綿沙灘襯著湛藍海水，讓大人小孩都玩得很開心。 

隨後前往渡假勝地－黃金海岸。 

抵達後安排★【Sky Point觀景大樓】，鳥瞰黃金海岸綿延30公里的沙灘與海天一色的美景。 

註： Sky Point提供登上觀景台的旅客，免費Wifi一小時，讓您將美景即時與世界各地的

朋友分享。 

★【精選特色餐廳】： 

河畔餐廳西式餐食：位於布里斯本河畔的Watt Restaurant+Bar餐廳，是當地人常去的餐

廳之一，美麗的河岸景觀，地道的餐食，為澳洲旅遊來個美好的開始。 

※如遇此餐廳客滿則將安排市區其他同價位之特色西式料理餐廳。 

★今晚入住黃金海岸五星飯店. 

※如遇黃金海岸五星級飯店皆客滿情況，則改安排布里斯本或其他城市雪梨或墨爾本之五

星級飯店，本公司將會盡力安排，讓您不失所望 

 

早餐：飯店早餐或餐盒 午餐：河畔餐廳西式餐食 晚餐：海鮮自助餐  

住宿：THE STAR HOTEL GOLD COAST(原 JUPITER)或 SOFITEL HOTEL 或 RACV ROYAL PINES 

RESORT 或 SURFERS PARADISE MARROIT RESORT&SPA 或 HILTON SURFURS PARARDISE 或其

他同等級飯店 

 

 

第七天 天堂鄉農莊【剪羊毛秀+澳洲動

物奇遇記】－自然橋國家公園螢

火蟲之旅－黃金海岸 (入住宿

五星飯店) 

 

今日於飯店用完早餐後，參觀★【天堂鄉傳

統牧場Paradise Country】在這裡您可以



與成群的綿羊拍照，從事有趣的牧場活動：投擲迴力鏢、甩皮鞭、擠牛奶，品嚐澳洲特製

的丹波麵包及原味十足的比利茶，最精彩的就是讓人嘆為觀止的剪羊毛表演及令人拍案叫

絕的牧羊犬趕羊，令您體驗到真正的澳洲牧場生活有趣的地方，您可自費與無尾熊拍照，

也可以和野生袋鼠碰面喔！ 

晚餐特別安排前往五星級飯店QT HOTEL內的★

【Bazaar Restaurant體驗精緻的自助晚餐】：由共

贏得三頂廚師帽名廚GEORGE FRANCISCO親自操

刀，新穎簡潔現代感的空間，獨特的陳列擺設，全

開放式的廚房為您提供一窺美食出爐的機會。從儲

藏室、冰箱到烹飪操作台皆一覽無遺。您可以瞭解

美食菜餚的製作流程和相關融合了藝術廚藝的技

術。您可以選擇自己心儀琳瑯滿目的各種異國料

理：摩洛哥、地中海、亞洲、中東….等等。雖然是自助餐，餐廳依然著重盤飾，當然多樣

化的甜點可塞滿您另一個胃！美食當前，這時誰會管它體重破表呢!! 

※如此餐廳逢特殊情況客滿，則將改為Versace五星飯店自助餐或是其他同價位之豐盛自

助餐 

★特別贈送：★黃金海岸夜遊－自然橋國家公園螢火蟲洞，自然橋國家公園的螢火蟲是真

正野生的螢火蟲非一般人工飼養，在洞中觀賞螢火蟲生態就好像置身在萬里無雲的曠野

中，被滿天的星斗圍繞。除了螢火蟲以外，雨林的生態更是不可或缺的重點，如天候許可，

您將會清楚的看見南極星與其它星座，體驗星光燦爛。 

★今晚入住黃金海岸五星飯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港式飲茶 
晚餐：BAZAAR RESTAURANT 三頂廚

師帽名廚精緻自助餐 

住宿：THE STAR HOTEL GOLD COAST(原 JUPITER)或 SOFITEL HOTEL 或 RACV ROYAL 

PINES RESORT 或 SURFERS PARADISE MARROIT RESORT&SPA 或 HILTON SURFURS 

PARARDISE 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八天 夢幻世界DREAM WORLD～一日遊 + 贈送擁抱無尾熊－布里斯班／台灣

(桃園國際機場) 

 

★【夢幻世界主題樂園DREAM WORLD】 

黃金海岸最大的樂園。在夢幻世界裡，除了歡樂還是歡樂，有GP500《超級機車》，讓您

體驗瞬間加速的快感以外還有《異形戰場》，每人配至雷射槍與接收器實際體驗對戰的刺

激與樂趣。在此您可全日體驗園內各項精彩刺激的遊樂設施，包括雷河快艇乘風破浪、飛



速穿越已被遺忘的黑暗礦坑隧道、全軍號在空中做 360度旋轉擺動，您可感受波浪起浮

之快感。另有讓您膽顫心驚的冒險號以每小時60公里的速度翻滾前進。更可在獨特出眾的

老虎島上欣賞到瀕臨絕種的孟加拉老虎精彩表演等。之後更別忘了前往其內的無尾熊王

國，並安排與無尾熊拍照，★特別贈送個人擁抱無尾熊合照每人一張。還有可愛的袋鼠在

等著你哦！ 

傍晚前往澳洲免稅紀念品商店，參觀選購您喜愛的商品。 

★【精選特色餐廳】： 

Ashmore澳式牛排餐：Ashmore牛排屋在黃金海岸挺受歡迎的，當地人喜歡在這裡聚餐，

就連世界各地的旅遊節目也喜歡介紹這裡給遊客，台灣遊客有時不吃牛，餐廳貼心的為我

們提供了雞肉與魚肉可以選擇。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樂園內自助餐 晚餐：Ashmore 澳式牛排餐 

住宿：機上 

 

 

第九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今日班機抵達桃園機場, 結束愉快難忘的澳洲之旅。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祝您   旅途愉快   萬事如意... 

※ 本行程表, 視航空班次的確認, 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 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 視航空班次的確認 , 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 , 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