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資首選通通包~雪墨黃金 x 東澳三城樂遊 8 日 

   (火車、纜車、電車、雙夜遊、升等五星級THE STAR GOLD COAST) 
【行程特別企劃】 

為了讓您有不同的旅遊經驗，特別安排不同的旅遊體驗： 

**獨家特別安排 贈送雙夜遊：雪梨夜遊含雪梨塔門票、黃金海岸螢火蟲洞夜遊。 

讓您出國後無須再自費！輕鬆無負擔！ 

 

  



 

 

  



  



 



 



 



【飯店介紹】 

特別安排入住一晚 THE STAR GOLD COAST (原邱比特賭場飯店) 

地理位置優越-位於黃金海岸的中心，只需五分鐘就能抵達海灘，離黃金海岸機場只有 30 分鐘車程，

離布里斯本機場也只要一小時即可抵達，無論是澳洲本地旅客或是國際旅客交通都非常方便，就連黃

金海岸的美麗景致也能夠讓旅客留下美好印象，一飽眼福! 

想去玩水只需輕鬆步行或搭乘單軌電車，就能抵達黃金海岸沙灘，或是在鄰近的購物中心盡情採購。 

註: 住宿會因旺季飯店安排，調整同等 5 星級飯店如 SOFITEL GOLD COAST/ROYAL PINE RESORT 或同級 

您也可以享受獲獎的豪華游泳池，做個 Spa 按摩，放鬆身心靈，或是體驗各項頂級娛樂，包括餐廳、

酒吧、華麗的舞台表演與全年無休的賭場，這裡結合了世界級的設備，以及 24 小時的娛樂休閒、豪

華等級的住宿品質，是您首選的國際旅館。  

 

 



 

 

 

 

 

  



 



【參考航班】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KA455 高雄 香港 1920 2050 

CX101 香港 雪梨 2355 1055+1 

回程 
CX156 布里斯班 香港 0055 0735 

KA432 香港 高雄 0850 1020 

 

第一天 高雄(台北) 香港 雪梨 

今日集齊於機場，港龍(國泰)航空團體櫃檯，準備辦理出境手續。 搭乘豪華噴射客機，經香港飛往

澳洲第一大城也是新南威爾斯省的首府—雪梨。今日晚上於機上充分休息，班機於次日抵達。香港直

飛雪梨飛行時間約需 9 小時 05 分鐘。(請自備輕薄衣物以備不時之需) 

【雪梨 SYDNEY】新南威爾斯省的省府，人口約 417 萬人，是澳洲第一處建立殖民地，以當時移民

事務大臣的名字命名，今日為澳洲最繁榮的城市。整個市區大致上分為六個部分，人口當中約有 1/3

以上來自海外移民，是個融合世界各國文化而發展出具有獨創性嶄新文化的城市，現今是澳洲第一大

城。 

【餐食】早：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二天 雪梨 奧林匹克運動公園 藍山國家公園★礦坑絞鏈纜車+★空中大型吊纜車

雪梨 

【奧林匹克運動公園 OLYMPICK PARK】位於雪梨西方約 30 分鐘車程的家寶灣 HOMEBUSH BAY。

2000 年千禧年舉辦世界奧運比賽聚集場地，澳洲政府花了 7 年的時間，進行一場澳洲有史以來最大

的環保建設行動，落實了澳洲人最引以為傲的綠色環保理念，而多種頗具巧思的設計，亦顯示了澳洲

人充分利用環境的能力。(如遇特殊事件或場地保養, 則無法參觀)  

【藍山國家公園 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藍山國家公園為由一系列高原和山脈的總稱，

由於山上生長著不少桉樹，樹葉釋放的氣體聚集在山間，形成一層藍色的薄霧，藍山因此得名。 

卡通巴附近怪石林立，有三姐妹岩等天然名勝。同時以其豐富的澳洲原住民文化遺產而聞名。由藍山

山脈的部分地區及附近地區組成的大藍山區於 2000 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我們將參觀藍山國家

公園最熱門的「傑美遜峽谷」及「三姐妹岩」景點，並且分別搭乘鉸鍊纜車、空中觀景纜車，以不同

角度欣賞國家公園豐富的景觀與生態。園內隨處可見斷岩峭壁、峽谷、瀑布。我們將與您前往搭乘急

陡直下的★礦坑絞鏈纜車，下到深入 300 公尺、斜 52 度的谷底探奇，此纜車為最早期開採煤礦所建

造特殊交通工具，沿途山勢壯麗，美不勝收。並於回程時搭乘標高 200 公尺★空中大型吊纜車，讓您

可以從空中鳥瞰峽谷美麗的風光。 

【入內參觀】奧林匹克運動公園、藍山國家公園 

【特別安排】礦坑絞鏈纜車、空中觀景纜車 

【餐食】早：機上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中西式豐盛自助餐 

【住宿】NOVOTEL BRIGHTON BEACH/MANTRA PARAMATTA / MERCURE PARAMATTA 或同級 

 

第三天 雪梨 澳洲最繁榮熱鬧的城市巡禮 入內參觀★雪梨歌劇院 搭乘★港灣遊艇

前往當地免稅店購物 ★特別獨家貼心贈送您雪梨夜遊活動 登上★雪梨高塔

★+參加空中遊覽 

市區觀光景點包括：位於植物園內的馬垮瑞夫人座椅、眺望港灣大橋最好的點，聖瑪麗亞大教堂、海

德公園、岩石區、達令港等等。 



【雪梨歌劇院 SYDNEY OPERA HOUSE】 閃亮著雪白之美的★歌劇院是二十世紀最具特色的建築之

一，也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藝術中心、雪梨市的標誌性建築。 

設計者為丹麥設計師約恩‧烏松，建設工作從 1959 開始，1973 年大劇院正式落成。 

在 2007 年 6 月 28 日這棟建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世界獨一無二的造型，是每

一位到訪澳洲的旅客必定拜訪之地，也是澳洲重要的標誌。 

【港灣遊艇 HARBOUR CRUISE】世界級的天然良港—雪梨港 SYDNEY HARBOUR。 

我們將輕鬆的★搭乘遊船暢遊此一天然良港。從海面眺望陸地上澳洲最熱鬧繁榮的美麗的城市景觀。 

景色萬千的雪梨港、港灣大橋、歌劇院、遊艇俱樂部、高級住宅區都將一一呈現您眼前。 

【雪梨夜遊活動 SYDNEY NIGHT TOURS】獨家贈送您★雪梨夜遊，我們將登上雪梨上空的最高點★

雪梨塔，最美的景色。1981 年峻工的雪梨塔是雪 梨的地標之一，塔樓總高度達 305 公尺高，每年

慶祝新年時，為官方公開施放煙火的地點 之一。可 360 度欣賞雪梨景觀，俯瞰大雪梨市的整個範圍，

璀燦亮麗的景色，毫不保留的在您眼前上演。 

並欣賞一場難得精采的動感電影。一個集動畫影片、3D 立體音響，提供置身雨林、城市、大堡礁等

身臨其境的幻景。(此項若臨時遇故障或維修或安全考量停止使用，將會無法進行。請瞭解！)。 

之後來到維多利亞女皇中心參觀美麗的維多利亞式，百年的歷史建築。時裝界名人皮爾卡登讚譽它是

全世界最美麗的百貨公司！羅馬式建築，百年歷史的百貨公司也是當地人休閒購物的最愛。 

之後來到達令港，其發音是 Darling，故又稱為情人港。這裡是雪梨有名的夜生活區，各種餐廳、酒

吧，越夜越熱鬧，來此感染歡樂的氣氛，接著抵達北雪梨，從北邊可往南眺望整個雪梨市中心，高樓

大 廈美麗繁華燦爛的景色。海港一帶有著大型的港灣購物中心、酒店及高級餐廳外，還有悉尼水族

館、國立海洋博物館和 LG IMAX 超感官電影院等熱門娛樂景點。站在皮蒙特橋(Pyrmont Bridge) 可

以飽覽海扇灣，達令港兩岸的風景。達令港的繁華和多姿多彩，總能滿足任何人的任何喜好和興趣。 

(若逢南半球夏季期間晝長夜短，夜遊活動可能天色尚未完全黑暗!! 敬請瞭解) 

【雪梨高塔 & 空中遊覽 SYDNEY TOWER & SKY TOUR】位於市區中心購物大樓中心點 CENTER 

POINT 上的高塔。這座塔在市中心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見，是雪梨觀光不可錯過的重要景點之一。 距

離地面 250M 的★瞭望台，可 360 度眺望雪梨灣以及室內景緻，透過 4D 的映像和音響，虛擬體驗周

遊澳洲大陸的樂趣。 

【入內參觀】雪梨歌劇院 

【下車遊覽】維多利亞女皇中心、達令港 

【特別安排】港灣遊艇、雪梨夜遊活動 

【餐食】早：飯店內自助     午餐：港灣遊船自助    晚餐：星辰飯店西式百匯自助晚餐 

【住宿】MANTRA PARAMATTA / MERCURE PARAMATTA 或同級 

 

第四天 雪梨 墨爾本 花園城市觀光 ★庫克船長小屋 特別精心安排體驗搭乘觀光

電車 登上★發現摩天大樓★觀景台（Eureka Tower） 

【墨爾本 MELBOURNE】是澳洲東南部維多利亞省的首府。此城市內處處可見花團錦簇的花園、公

園，街道上綠樹婆娑，不僅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城市，更是澳洲的文化中心，有超過 100 家的藝術表

演場所、古色古香的咖啡館、別樹一格的電車，以及維多利亞式、哥德式和現代風格的各種建築物，

值得您細細品味。費茲洛花園、聖派屈克大教堂、省議會、維多利亞藝術中心、 亞拉河南岸公園、

聯邦廣場、達克蘭新區…等，都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費茲洛花園 FITZROY GARDEN】是墨爾本面積最大的公園，園內樹木壯碩、綠意盎然。最著名的

觀光點便是坐落於南區的★庫克船長小屋、溫室及都鐸村 TUDOR VILLAGE。 

【庫克船長小屋 CAPTAIN COOK’S COTTAGE】他是第一位抵達澳洲的英國船長，故居為十八世紀



英格蘭的簡樸建築，一石一瓦從英國運送到此重新拼湊起來。可於此觀察瞭解到庫克先生三次航行的

偉大路線。 

【聖派屈克大教堂 ST.PATRICK’S CATHEDRAL】哥德式建築代表風格，歷時 80 年才完全竣工，以

拱廊、石柱、彩繪玻璃花窗、馬賽克鑲嵌畫牆面和祈禱堂的雕刻最具特色。 

【聯邦廣場 FEDERATION SQUARE】是墨爾本的新地標，廣場內有露天圓形劇場、週遭有維多利亞

藝術館、藝術中心、旅客服務中心、咖啡館、商店林立，還有設計前衛、以不規則面構圖而成的建築

等等，所共同組成的一個別具一格的市民廣場。 

【南門 SOUTHGATE】位於亞拉河南岸，此區以皇冠賭場娛樂中心為主，包括賭場、希臘咖啡館、

名店街等，即使在此逛一天也不會無聊。 

【觀光電車 CITY CIRCLE】電車車廂漆成酒紅色，此觀光電車的路線設計剛好環繞市中心老區一圈，

可讓您沿路觀賞到新舊建築的不同風貌，享受城市巡禮的樂趣。電車約 15 分鐘一班，繞著市區的街

道跑，有順時針方向，也有逆時針方向走，幾乎市中心的重要景點都會經過，提供旅客深度的了解墨

爾本。 

【發現摩天大樓 Eureka Tower】摩天觀景台位於大樓的 88 樓全層，摩天台特別設有三十個觀景器，

協助遊客準確觀察墨爾本各處的重要地標，並提供望遠鏡免費使用。在這個３６０度的觀景台上，除

了可以清楚的看到墨爾本全景外，塔上還有一個長達６公尺，寬兩公尺的超巨大觸碰式螢幕，裡面輸

入許多與墨爾本和維多利亞州相關的小故事，只要一觸碰，便會跳出各種歷史、建築、文化、體育...

等等的圖片與資料。  

再來便是塔上最出名的懸崖箱，這可是繼美國大峽谷天空步道後全球的另一個建築創舉。 所謂的懸

崖箱是崁在８８樓裡的一個大玻璃箱，當您踏進玻璃箱後，玻璃箱會緩緩將您推出大樓，由於腳踏玻

璃，您會覺得自己懸浮在半空中 ，此時您可以看到在腳下的建築物、汽車、絕對讓您腎上腺素激增 。 

【入內參觀】發現摩天大樓 

【下車遊覽】費茲洛花園、庫克船長小屋、聖派屈克大教堂、聯邦廣場、南門 

【特別安排】觀光電車 

【餐食】早：飯店內自助         午餐：中西式豐盛自助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MERCURE ALBERT PARK HOTEL / BAYVIEW ON THE PARK 或同級 

 

第五天 墨爾本 丹頓農山區 ★蒸氣火車之旅 菲律浦島 ★神仙小企鵝歸巢 

【丹頓農山區 DANDENONG RANGES】環繞在墨爾本東北邊的丹頓農山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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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涼爽的綠林為世人提供最好的森林浴場所。我們將於

此體驗搭乘 20 世紀初開發的★蒸氣火車之旅 PUFFING BILLY STEAM TRAIN，坐在緩緩爬行的老火

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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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茂密森林，沿途收覽翠綠的山林、清澈的溪流、古意盎然的湖

畔小鎮，宛如欣賞一幅幅鮮明的油畫般，饒富味道。 



特別安排享用★德國黑森林咕咕家族餐廳風味餐+巴伐利亞音樂表演~  

【菲律浦島 PHILLIP ISLAND】位於墨爾本東南方 140 公里處。在島的西南方保護區內的夏之旅海灘

SUMMERLAND BEACH 的★神仙小企鵝生態保育中心，可觀賞神仙企鵝回巢。小企鵝又稱為神仙企

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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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遊客服務中心裡，您可先觀看各種有關企鵝的介紹，了解企鵝的生活，最後的重頭戲是前往海灘區

靜坐等候，觀賞企鵝列隊歸巢奇觀。一列列整齊排列的神仙企鵝 FAIRY PENGUINS 左右搖晃的步上

海灘，沿著木板步道，您可以看到身長僅 30 公分的企鵝就在您身邊經過，非常的可愛逗趣！讓您大

呼大自然生態的奇妙。 

【下車遊覽】丹頓農山區、菲律浦島 

【特別安排】蒸氣火車之旅、神仙小企鵝生態保育中心、德國黑森林咕咕家族餐廳風味餐+巴伐利亞

音樂表演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德國黑森林咕咕家族餐廳風味餐+巴伐利亞音樂表演       

晚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每人半隻龍蝦+佐以葡萄美酒 

【住宿】MERCURE ALBERT PARK HOTEL / BAYVIEW ON THE PARK 或同級 

 

第六天 墨爾本 布里斯班 城市觀光 黃金海岸 昆士蘭第一高樓★SKYPOINT 觀景

台★ ★贈送夜遊國家公園及螢火蟲洞之旅 

【布里斯班 BRISBANE】昆士蘭省的省府，人口約 89 萬 8000 人，澳洲第三大城市。整年陽光普照，

與"陽光之都"之名相互輝映。擁有全新都會以及大自然兩種面貌，同時也是前往黃金海岸度假勝地最

主要的據點。由於是根據規劃發展的城市，道路宛如棋盤般井然有序。位於布里斯班河畔的南岸公園，

是本地市民於假日最愛前往之地，除了有著日本風味的和式公園、烤肉區、步道區、兒童遊戲區、美

術館、還有宛如海濱沙灘的安全戲水區等等。位於市中心的全澳洲最具獨特建築風味的市政大樓建築

所在地—喬治廣場，也是不可錯過的。 

【黃金海岸 GOLD COAST】對於澳洲國內外的人而言，黃金海岸永遠充滿了想像，不僅新移民和觀

光客喜愛黃金海岸的濱海風光和山林景觀，甚至富有的退休者、投資客和商界人士也認為黃金海岸奔

放的色彩十足迷人。位於布里斯班南方 80 多公里處，北起南港 SOUTHPORT，南至庫蘭加塔

COOLANGATTA。海岸線全長 42KM 美麗的海灘景觀，天然的地形具備了度假地所有的要素。沿途

湛藍的海水、黃金般細柔綿密的沙灘，以及全年亞熱帶的氣候，吸引著每年超過 1 百萬的外國觀光客

造訪。 



【SKYPOINT 觀景台】SKYPOINT 能看到整和黃金海岸的海岸線全景。坐落在衝浪者天堂的豪華社

區，是整個海灣的主要景點之一。是由設計凡賽斯飯店的公司設計及施工大樓外觀像一幢辦公樓，以

玻璃帷幕覆面，層疊式的外觀和天桿是建築設計的焦點。建築的設計源自悉尼奧運會場及悉尼歌劇院

的優美線條。SKYPOINT 象徵黃金海岸頂級公寓大樓居住風格，結合度假勝地的悠閒及都會區的時髦、

便利及高科技網路建設。在此可觀賞３６０度的南昆士蘭美景。 

【夜遊螢火蟲之旅】特別安排贈送您★"國家公園螢火

蟲夜遊之旅"，抵達國家公園後，首先帶您觀賞螢火蟲生態影片，在影片觀賞中，你會了解到螢火蟲

的一生以及大自然的奧妙，澳洲的螢火蟲和亞洲的品種是不同的， 亞洲的螢火蟲會發光 是成蟲階段

才會發綠黃光；而澳洲的螢火蟲會發光的形態則是在幼蟲的階段 ，而且不會飛，只會附在泥土或岩

壁上，而發出的是藍光， 為了下一代犧牲自己，藍光蟲的靈性，很讓人感動。導遊為你解說夜間動

植物與螢火蟲在自然的環境中隱藏在國家公園的瀑布裡。前往螢火蟲保護區，觀看螢火幼蟲，仿如一

盞盞藍色小燈泡垂掛於南半球的熱帶雨林，還可透過國家公園導遊的介紹了解園區內熱帶雨林生態及

認識各種不同雨林植物，新鮮而有趣，如果天候許可，您還可以看到只能在南半球看到的南十字星。 

特別安排入住一晚 THE STAR GOLD COAST (原邱比特賭場飯店) 

地理位置優越-位於黃金海岸的中心，只需五分鐘就能抵達海灘，離黃金海岸機場只有 30 分鐘車程，

離布里斯本機場也只要一小時即可抵達，無論是澳洲本地旅客或是國際旅客交通都非常方便，就連黃

金海岸的美麗景致也能夠讓旅客留下美好印象，一飽眼福! 

想去玩水只需輕鬆步行或搭乘單軌電車，就能抵達黃金海岸沙灘，或是在鄰近的購物中心盡情採購。 

註: 住宿會因旺季飯店安排，調整同等 5 星級飯店如 SOFITEL GOLD COAST/ROYAL PINE RESORT 或同級 

您也可以享受獲獎的豪華游泳池，做個 Spa 按摩，放鬆身心靈，或是體驗各項頂級娛樂，包括餐廳、

酒吧、華麗的舞台表演與全年無休的賭場，這裡結合了世界級的設備，以及 24 小時的娛樂休閒、豪

華等級的住宿品質，是您首選的國際旅館。  

【入內參觀】SKYPOINT 觀景台 

【下車遊覽】黃金海岸 

【特別安排】夜遊螢火蟲之旅 

【餐食】早：飯店內自助       午餐：港式飲茶風味          晚餐：特選豐盛海鮮自助餐 

【住宿】五星 THE STAR GOLD COAST/ SOFITEL GOLD COAST/ROYAL PINE RESORT 或同級 

 

第七天 黃金海岸 ★夢幻世界 傍晚前往當地免稅店購物 布里斯班機場 

【夢幻世界 DREAMWORLD】 

黃金海岸最大的樂園佔地 85 公頃，是多功能的★主題樂園。暢遊園內各項不同主題的設施，有刺激

的也有可愛有趣的活動：您可乘坐遊園小火車逛逛園區。除此園區裡還有滑落式歐利卡山礦車、雙環

雲霄飛車及大翻滾等，也有可親子同樂的碰碰車。算算園內共有河畔小城、淘金鎮、石洞…等十二個

主題區，還有專為小朋友設計、最適合小朋友的肯尼樂園，裡面有旋轉木馬、飛行員、夢幻直昇機、

瘋狂小車等遊樂設施可供小朋友玩樂。園內的可口可樂 I- MAX 劇場，有六層樓高的銀幕，每季會上



映不同的精彩動感節目，而喜歡驚險刺激的您更不能錯過恐怖之塔，7 秒之內爬升到 119 公尺高再垂

直而下神情未定的感覺。也可觀賞到剪羊毛秀表演。傍晚前往澳洲免稅紀念品商店，參觀選購您喜愛

的商品。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返香港。 

【入內參觀】夢幻世界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       午餐：園內享用自助午餐         晚餐：豪邁西式牛排晚餐 

1. 主廚香蒜麵包 2.(請選一)主廚牛排 或主廚魚排或主廚香烤雞 配上健康蔬菜沙拉與新鮮

薯條 

3. 冰淇淋 或 咖啡 或 紅茶 

【住宿】機上  

 

第八天 布里斯班 香港 高雄(台北) 

抵達香港後隨即轉機返回高雄國際機場。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回到闊別多日之家園。結束此

一難忘的另類體驗活力東澳全覽之旅。 

【餐食】 早：機上    午餐：X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上述行程視航空班次的確認，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提供之資料為主 

★以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等為考量，凡年滿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

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澳洲電子簽證所需資料 

※家裡電話：                                 ※住家地址：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是否有其他國籍護照(若有請說明): 

※護照正本. 

    ※※※※新辦護照無任何出入境紀錄者、請附上身分證影本、已確認旅客身分無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