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假期 

海水正藍～布里斯班農莊＋凱恩斯大堡礁８天 CX  (8 天 7 夜)  

★ 特色介紹： 

世界自然遺產景觀~~大堡礁海洋公園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大堡礁是一個最豐

富、最複雜和多樣性的生態系統，也是澳洲人最引以為自豪的天然景觀。位於澳洲昆士蘭省

東北海岸的大片海域，綿延約 2300 公里長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地帶，縱貫蜿蜒於澳洲東

海岸，是在數百萬年悠遠的歲月中，由珊瑚礁慢慢累積成長而形成的，本身也是全世界最大

的活珊瑚群；大堡礁既美麗又富有多樣性，壯麗非凡，是世界聞名的自然奇景之一。在退潮

時，部分的珊瑚礁露出水面形成珊瑚島。這裡景色迷人、險峻莫測，水流異常複雜，生存著

400 餘種不同類型的珊瑚礁，其中有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魚類 1500 種，軟體動物達 4000

餘種，聚集的鳥類 242 種，有著得天獨厚的科學研究條件，這裡還是某些頻臨滅絕的動物物

種（如人魚和巨型綠龜）的棲息地。 

 
【~~大堡礁區最閃亮的一顆珍珠~~綠之島 Green Island~~】綠之島位於聞名世界的澳洲大堡

礁海洋國家公園內，它是一個美麗的珊瑚環礁，享有極高的保存及觀賞價值，島上休閒空間

大，海洋生態極為豐富，搭乘大貓號前往綠之島，不僅提供由凱恩斯至大堡礁區最短的航行

距離及時間，可減少因搭船可能引起的暈船不適，更可以享有更多的時間沉浸在大堡礁的熱

帶風情中，一向有世界聞名的熱帶島嶼天堂之稱為一讓人身心放鬆的世外桃源。在這裡您可

以在美麗的白沙灘上緩緩漫步，也可以沿叢林小徑探索島上的翠綠熱帶雨林，更可以充分利

用綠之島渡假村內的各種設施；而喜歡親近海洋的您更不可錯過在此探索神奇無比的珊瑚礁

海底世界， 您可以看到多不勝數的彩色熱帶魚、海星、貝殼及許多不可思議的海洋生物；

如果您只想有一個無人打擾的慵懶假期，或者不想被置身於空間較為狹窄的海中平台，而且

伴隨著與浪一同搖晃而不適，甚至於必須利用不到 4 小時的時間匆匆享受午餐和參加各項蜻

蜓點水式海上設施，相信綠之島會是您拜訪大堡礁的最佳選擇，您也可以在此租借沙灘躺椅

及遮陽傘，在島上度過一段悠哉悠哉的時光；又或者如果您熱愛水肺潛水運動，這裡更是您

體驗化身海中魚兒的最好地點 (須自費)。我們慎重推薦您來綠之島享受一個讓您隨心所欲的

假期吧 ! 



 
 【~~熱鬧非凡的生命組曲~~熱帶雨林 Rainforests~~】熱帶雨林分布在熱帶地區，為一茂密

且品種繁雜的廣闊森林帶，主要集中在赤道及其兩側至南北迴歸線之間。熱帶雨林屬常綠闊

葉林，樹木枝葉茂盛、高低參差，呈現明顯的層次，因熱帶地區全年高溫多雨，在這種常年

潮濕炎熱的環境中，樹林生長快速，因此構成茂密和品種繁雜的熱帶雨林，常保密林的狀

態。林中棲息了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各式各樣生物，除了豐富的生態系之外，熱帶雨林也是

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供給氧氣，維持生物生存環境平衡的一個重要角色。來到雨林區中

可以體會 6 千萬年來的古老神韻，並有助於我們了解環境生態平衡的重要性。 

～

黃金海岸 Gold Coast～座落在布里斯班以南 75 公里的黃金海岸，是澳洲最負盛名的渡假勝

地。地屬亞熱帶氣候，終年陽光普照，全長 70 公里沙灘，有 Sunshine Capital 之美稱，是個

充滿陽光的城市。 

 

全球獨一無二綜合性生態旅遊勝地 

純自然生態休閒度假山莊 RAMADA RESORT KOORALBYN VALLEY 

華美達考拉笨度假山莊 Ramada Resort Kooralbyn Valley 位於布里斯班與黃金海岸金三角風景



旅遊區,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水被群山和河流環繞, 當您抵達此處將猶如置身於人間仙境

世外桃源! 此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不僅是您個人放鬆心情度假的好去處! 更是旅遊團體獨特

行程的最佳選擇!飯店團隊構建出了以當地山谷,河流,湖泊地勢與自然人文風情相結合的獨具

澳洲內陸土著風情的 80 多項娛樂活動! 澳洲剪羊毛,騎馬巡遊,飛碟射擊,高空跳傘,營火晚會,

山地自行車,熱帶雨林漫步,四驅探險等各種娛樂休閒活動! 連台灣人人最喜歡的自動麻 

將機和卡拉 OK 都應有盡有!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這一切的一切將會帶給您終身難忘的體驗與

難忘的回憶! 衷心期待您的光臨! 
 

★ 團費說明： 

團費包含： 含簽證費用,含國內外機場稅 

團費不含： 不含小費 
 

全  程：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0:00 12:00 TPE/HKG 國泰航空 CX469 

第 1 天 13:10 23:35 HKG/BNE 國泰航空 CX157 

第 8 天 15:05 20:25 CNS/HKG 國泰航空 CX146 

第 8 天 22:50 00:40 HKG/TPE 國泰航空 CX408 
 

 

 

出發日期：每週四、日
 

★ 第 1 天 台北 TPE／香港 HKG／布里斯班 BNE (當天抵達)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香

港轉機飛往澳洲第三大城布里斯班。夜宿於機上。 

航機介紹:飛航澳洲航班為空中巴士 A330-200，全艙配備有

MASC 3000i 的全數位自選互動式娛樂系統（Audio/Video on 

Demand），此系統為 目前航空業界中最先進、配備最齊全的機

上娛樂系統。 長榮航空自選互動式 娛樂系統（AVOD），特別命

名為「星空走廊」，可同時播放 10 部電影長片、 12 部電視短片、超過 500 首風格

各異的樂曲及 5 種讓您大顯身手的電腦遊戲， 陪伴您渡過一趟充實、愉悅的機上旅

程。 

符號說明：《●下車拍照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住宿：TRAVELODGE GRADEN CITY 或 THE CHIFLEY AT LENNONS 或 COUNTRY 

COMFERT IPSWICH 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X：機上輕食 晚餐 O：機上輕食 
 

★ 第 2 天  布里斯班 (市區觀光)－華美達考拉笨度假農莊 Ramada Resort 

Kooralbyn Valley 營火晚會 
 

《布里斯班 Brisbane》昆士蘭州的首府，也是澳洲的第三大城市，得天獨厚的地理位

置，一年四季都是迷人的亞熱帶氣候，這個城市年輕、溫馨、好客、氣候怡人舒適，

陽光普照，天空蔚藍，又有『豔陽之都』的美譽。 

《◎南岸河濱公園 South Bank Parkla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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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廳 City hall》是布里斯班市區的標誌，也是澳洲最富麗堂皇的市政廳。這

座具有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希臘式建築建於 1930 年，通體用棕黃色砂石建成，高

92 公尺，在 1971 年雪梨歌劇院建成之前，布里斯班市政廳是澳洲造價最貴的建築

物，因此被稱為“百萬市府（Million Pound Town Hall）。 

午後前往華美達考拉笨度假山莊 Ramada Resort Kooralbyn Valley 位於布里斯班與黃

金海岸金三角風景旅遊區,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水被群山和河流環繞, 當您抵達此

處將猶如置身於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此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不僅是您個人放鬆心情度

假的好去處! 更是旅遊團體獨特行程的最佳選擇!以當地山谷,河流,湖泊地勢與自然人

文風情相結合的獨具澳洲內陸土著風情的 80 多項娛樂活動! 澳洲剪羊毛,騎馬巡遊,飛

碟射擊,高空跳傘,營火晚會,山地自行車,熱帶雨林漫步,四驅探險等各種娛樂休閒活動! 

連自動麻將機和卡拉 OK 都應有盡有!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這一切的一切將會帶給您

終身難忘的體驗與難忘的回憶! 衷心期待您的光臨! 
 

住宿：華美達考拉笨度假山莊 Ramada Resort Kooralbyn Valley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自助餐 中餐 O：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O：農莊自助餐 
 

★ 第 3 天 渡假農莊一系列活動 & 高爾夫球車巡遊找袋鼠 
 

今日展開一系列有趣的牧場活動。首先我們將為您安排★騎馬活動，您先選擇適合您頭部大

小的安全帽，並注意聽取馬師講解的注意事項之後，有專人指導帶著您,不會騎者亦可嘗試

享受騎馬樂趣。之後將與您一同學習澳洲原住民所使用★投擲的器具— 迴力鏢，可用來捕

捉野生動物。另外繼續觀看新奇有趣的★剪羊毛秀、★擠牛奶及★甩皮鞭、等傳統農莊技

藝。並可品嚐澳洲野外求生特製的丹波麵包 (Damper) 及原味十足的比利茶(Billy Tea)。午餐

於農場內享用道地★炭烤 B.B.Q.餐。午後帶您搭乘高爾夫球車尋找野生袋鼠。之後為自由活

動時間，您可自行安排（熱療池，戶外泳池, 划船，叢林漫步, 戶外巨大西洋棋, 餵魚, 餵

鳥）。晚餐後特別安排澳洲傳統土風舞＆營火晚會，讓您有個特別難忘的澳洲之夜! 
 

住宿：華美達考拉笨度假山莊 Ramada Resort Kooralbyn Valley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自助餐 中餐 O：澳式 B.B.Q.午餐 晚餐 O：飯店西式餐 
 

★ 第 4 天 渡假農莊－庫克船長燈塔－海港城 HARBOUR TOWN OUTLET－布

里斯班(黃金海岸) 
 

《◎海港城 HARBOUR TOWN OUTLET》海港城 outlet 是澳洲目前最大的連鎖暢貨

中心。開幕於 1999 年 12 月,在 2000 年時榮獲了澳洲皇家建築學院的黃金海岸年度最

佳建築獎,而且從 2 001 年到現在每年都榮獲昆士蘭旅遊獎的最佳旅遊購物區。從新

鮮美味的食品、家居用品 到時尚品牌，有 100 多家商店，從世界著名時裝品牌，藥

粧店到超市等，提供獨特的，創新的時尚產品。海港城購物中心定期都會推出優惠折

扣。各式各樣的名牌精品店一定會 讓您大有斬獲，並可以深入感受澳洲人的悠閒生

活。 

《◎庫克船長燈塔》位於危險角，此處為新南威爾斯州與昆士蘭州州界的所在地，危

險角 名稱是由庫克船長於１７７０年五月，在航經此地時，因當地海域有許多暗礁

的關係， 為了要閃躲暗礁群的關係，因此讓庫克船長下令要船員作出一個將近９０

度的急轉向， 才避免掉沈船的危機，因此才會有危險角的名號出來。 

《◎土產免稅店》輕鬆選購所喜愛的各式玩偶、澳洲特產綿羊油或羊毛製品及健康食



品。 
 

住宿：TRAVELODGE GRADEN CITY 或 THE CHIFLEY AT LENNONS 或 COUNTRY 

COMFERT IPSWICH 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O：義大利風味餐 晚餐 O：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 第 5 天布里斯班(黃金海岸)／(國內班機)凱恩斯－(澳洲原住民文化村體驗＆

水陸叢林坦克車) 
 

今日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凱恩斯。 

《凱恩斯 Cairns》 屬於熱帶氣候, 在全年都天氣溫暖,沿岸地區特別如此. 十二月至三

月的日間溫度約達攝氏 31 度, 五月至八月約為攝氏 26 度. 由於凱恩斯大堡礁全年雨

量甚高, 因此四周的熱帶樹木茂盛, 即使雨水也是暖暖的! 衣著方面基本上不需太注

意,帶好你的泳裝就可以了. 

《★水陸兩用坦克》安排搭乘原為二次世界大戰時所留下來的，展開刺激豐富的雨林

生態之旅 

《★原住民文化村》舞蹈可以藉由藝術、舞蹈、神話、音樂探索流傳了至少 5 萬年

之久的文化。欣賞澳洲原住民舞蹈及聆聽古老樂曲，流瀉出遠古的傳說。 

傍晚返回凱恩斯市區，可前往市區免稅店逛街購物，自用或饋贈親友兩相宜。 
 

住宿：MERCURE HABPURSIDE HOTEL 或 RYDGES ESPLANDE RESOET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自助餐(或餐盒) 中餐 O：西式 BBQ 餐 晚餐 O：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 第 6 天 凱恩斯--豪華遊艇大堡礁巡戈綠之島(請自備泳裝)--凱恩斯 
 

今日前往世界自然八大奇景之一「大堡礁」 ，早餐後前往碼頭搭乘★空調海上遊艇

出海前往綠之島，沿途風光明媚，海水湛藍。抵達後，您可選擇安排使用★浮潛裝

備，遨遊其中或是搭乘★玻璃底船 (二選一)舒適的觀賞海底珊瑚奇觀，五彩繽紛的海

洋生物，令人目不暇給 ，或是自費搭乘直昇機由空中俯瞰海面上一望無際的大堡礁

群，令人心曠神怡，中午於船上享用提供的各式冷熱食自助餐。在島上的空閒活動時

間，您亦可自費參加由教練陪同的水肺潛水直入海底，一償化身海中人魚蛟龍的心

願，下午返回凱恩斯。 

晚間您可以到當地最豪華的 The Reef Casino 試試您的手氣。(請攜帶飯店名片，並請

結伴和注意安全) 
貼心提醒： 

1. 需自備泳裝、毛巾、沙灘拖鞋、防曬乳液等個人必備物品。 

2. 進行各項水上設施、浮潛、游泳等活動，皆屬高危險項目，敬請衡量個人身體狀況，並

請避免單獨活動。謝謝您！ 

※請旅客在參加任何水中活動時(如浮潛…)，務必遵照安全指示，穿好救生衣以策安全。 

《綠之島》位於凱恩斯市東北海岸 27 公裏處，是距離市區最近的島嶼，這個美麗的小島長

660 米，寬 260 米，由純天然的珊瑚礁構成，就像是壹塊綠色寶石鑲嵌在藍色的大海中。在

這裡可以環島漫步，享受陽光和海風的吹拂；也可以下海潛水，探索五顏六色的海底世界。

在凱恩斯碼頭搭乘 BIG CAT 出海遊輪前往被譽為「堡礁明珠」的知名珊瑚小島 - 綠島，45

分鐘的航海遊覽，讓您盡情陶醉在南太平洋夢幻般的海洋美景之中。遊艇將在島上停留約 5

小時，您可選擇遊覽島上的國家原始森林公園，欣賞熱帶雨林獨特景觀，或漫步在純淨的海

灘上，享受陽光和海風的吹拂。島上有租借潛水裝備的服務，在水上救生員的陪同下，親自

體驗海洋潛水樂趣，觀賞色彩斑斕的海底珊瑚和多彩多姿的海洋生物，在南太平洋的沙灘上

享受陽光，感覺真是妙不可言。 
 



住宿：MERCURE HABPURSIDE HOTEL 或 RYDGES ESPLANDE RESOET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 O：船上自助餐 晚餐 O：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第 7 天 凱恩斯(全日自由活動)   ＊挑戰極限戶外活動之旅＊ 
 

雖然說今天是自由活動時間，但可不會就讓您這麼閒著，有多種不同的自費戶外活動供

您選擇，您可於清晨起個大早，來到曠野，搭上大夥兒所合力昇起的「熱氣球」，冉冉

昇空，讓心情跟著起飛，大片的原野景色盡在您的腳下（依當天氣候是否成行）；或是

前往「巴倫河急流泛舟」，安全可靠的裝備，由具經驗且專業人士引導向險峻的河流，

向四散的岩石及激流挑戰，讓您充分體驗泛舟的快感；或是參加「騎馬」，享受馳騁在

林野的快感，並悠閒欣賞一路的風景；或者可以選擇參加「ATV」(All Terrain Vehicl 

e)，搭乘四輪轉動越野車，體驗曠野中駕馭乘騎的刺激感；或搭乘由專業教練陪同的飛

機，享受自由自在的「高空跳傘」，從數千英尺高的空中降落，體驗馳騁於天際間的刺

激。  
 

住宿：MERCURE HABPURSIDE HOTEL 或 RYDGES ESPLANDE RESOET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 X：敬請自理 晚餐 O：飯店內享用 
 

★ 第 8 天 凱恩斯 CNS／香港 HKG／(高雄)桃園國際機場 
 

上午享受早餐後，整理行囊，拾起歡樂的心情，專車前往機場經香港返回台北溫暖的家。班

機於同日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本次精彩的東澳之旅至此結束，在此

本公司感謝您的選擇參加，敬祝旅途愉快！！謝謝！ 
 

住宿：HOME SWEET HOME  

早餐 O：飯店美式早餐 中餐 O：機上輕食 晚餐 O：機上輕食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