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7/10.17.19                                            團費：每人／46,500 元起 

        7/24.31、8/7                                         團費：每人／45,500 元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簽證費，不含小費、高北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貼心好禮】 

★每人乙瓶(100 公克)澳洲綿羊霜。                  ★抵達澳洲時，為您準備乙瓶瓶裝水。 

★擁抱無尾熊拍照照片乙張。                       ★澳洲專用轉換插頭，每房乙個。《由領隊於機場發送》 

【行程特色】 

1.這裡最澳洲～天堂鄉農莊、擁抱無尾熊拍照 

 

2.海洋世界、海岸花園下午茶 



 

3.華納電影世界 

 

 
4.雙倍趣味：搭乘私人百萬遊艇暢遊黃金海岸奈運河＋奇特水上教堂。 

 

5.SKY POINT 觀景台：黃金海岸第一高，鳥瞰綿延 30 公里的黃金沙灘。 



 
6.海港城購物中心體驗最在地生活，當地人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完整呈現。 

 
【風味餐食】 

★西式牛排餐／澳式炸魚餐／農莊澳式午餐／港式飲茶／義式風味餐/西式自助餐／螃蟹風味餐。 

★特別企劃：SEA WORLD RESORT 海岸花園下午茶每人乙份。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315  台北(桃園)  布里斯本  23:00  09:50+1  

第六天 BR316  布里斯本  台北(桃園)  22:15  05:15+1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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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天  桃園布里斯班 
【貼心好禮】★每人乙瓶(100 公克)澳洲綿羊霜。    ★抵達澳洲時，為您準備乙瓶瓶裝水。 
★擁抱無尾熊拍照照片乙張。★澳洲專用轉換插頭，每房乙個。《由領隊於機場發送》 
今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澳洲第三大城也是昆士蘭省首府的布
里斯班。夜宿於機上。註：飛行時間約八小時三十分 
■旅遊記事：出發嚕！孩子期待許久的旅遊終於出發了，或許您因為太過興奮無法在機上入睡，機上有許
多娛樂設施，遊戲機、旅遊頻道、各式音樂以及首映電影(不知道您是否跟筆者一樣，忙到沒時間進電影院，
這時候倒是趕上電影進度的好時機)等等，或許您可以有個舒適的睡眠，無論如何，請拋開腦中工作的事，
好好陪陪孩子，畢竟，童年是有保存期限的。 
■提醒家長的話：許多孩子在就寢時，都會有習慣抱著或握著他們喜愛的小物品，例如：玩偶、小毛巾..
等等。請記得攜帶，讓孩子出門在外會睡得更安穩。  
貼心叮嚀：為使旅程順遂，並保障參團貴賓的人身財物安全，除有必要者，建議貴賓避免攜帶如珠寶首飾、鉅額現金等貴重物

品出國。另務請貴賓妥善保管並留意自身財物或重要證件(如收藏於隱密處或包裝上鎖)，以免予歹徒宵小有可趁之機；若貴賓

發現自身財物有疑似遭竊遭搶之情況者，請儘速聯繫領隊導遊人員，以便協助報警處理。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夜宿機上 

第2天 布里斯班布里斯本舊市政廳～喬治王廣場庫莎山袋鼠角黃金海岸(布

里斯班) 
班機於今早抵達澳洲第三大城～布里斯班。 
【布里斯本舊市政廳】高達 90 公尺，巍峨壯麗的鐘樓儼然成為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地標，鐘樓在整點時的
鐘聲清脆悅耳，讓路過的人們可以準確的知道當下時刻；整體建築物採用砂岩石建材，賦予了舊市政廳有
了更多令人津津樂道以及駐足觀賞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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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風格最佳呈現。 
【庫莎山】布里斯本市的至高點，海拔約 323 公尺的高度就地理學的角度，嚴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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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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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當地人還有遊客的腳步紛紛踏至的景點。  
【袋鼠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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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前往渡假勝地～黃金海岸。  
■旅遊記事：抵達陽光之州，旅遊的氛圍漸漸呈現，在庫莎山上才明白原來城市依然可以擁有許多綠樹，
到了袋鼠角才了解在都市中也能海天一色，旅遊該是如此愜意吧。 

   
(早餐) 機上輕食 (午餐) 港式飲茶 (晚餐) 澳式牛排餐 

住宿：Mercure Gold Coast Resort 或 Sea World Resort 或 Mermaid Water 或 Mantra On View 或 Vibe 或 

Holiday Inn Brisbane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黃金海岸天堂鄉農莊與綿羊無尾熊邂垢(剪羊毛秀、牧羊犬追趕羊隻、馬術表演、甩皮鞭跟投

擲迴力鏢、贈送擁抱無尾熊拍照) 海港城購物中心黃金海岸 
【天堂鄉農莊與綿羊無尾熊邂垢】澳式農莊精華體驗就在天堂鄉農莊，在此，可親手擁抱模樣可愛極了的
無尾熊拍照留念；觀賞澳洲人養殖的各種綿羊種類，集體演出的剪羊毛秀、精彩萬分的澳洲牛仔的馬術表
演、聰明伶俐的牧羊犬追趕羊隻、以及澳洲牧羊人最擅長的甩皮鞭跟投擲迴力鏢表演，讓你大呼過癮！除
了精彩的表演之外還可大快朵頤地品嚐到道地澳洲牛仔在牧羊的過程中所泡製出的香濃比利茶，還淋上黃
金蔗糖漿的香酥可口的丹波麵包。 
中午就在農莊裡享用農莊為我們準備的澳式燒烤午餐。 
【海港城 HARBOUR TOWN】黃金海岸最大的 OUTLET 購物中心。在海港城，各式名牌商店林立，有超
過 500 個澳洲與世界的品牌在這裡設點販售，每一條街道的設計也讓人感到舒服，這裡同時結合了餐飲與
娛樂，到處可見餐廳與露天咖啡座，讓您在購物之餘還可以享受美食或喝杯咖啡歇腳，舉凡生活的各種用
品，在這裡都可以買得到，讓你充份體驗最在地的澳洲人生活。 
■旅遊記事：提醒您該在前一晚充好您相機的電池與帶足記憶卡，因為今天是最澳洲的一天，除了農場逗
趣新奇的剪羊毛秀以外，近距離的接觸無尾熊、袋鼠(小心別踩到袋鼠尾巴)、鴯苗還有駝羊(四不像)。  
■提醒家長的話：專家說無尾熊因為環境的關係，將在 50 年後絕跡，請利用今天給予孩子環境保護的重要
觀念。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農莊澳式午餐 (晚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Mercure Gold Coast Resort 或 Sea World Resort 或 Mantra On View 或 Mermaid Water 或 Vibe 或 

Ramada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黃金海岸海洋世界(園區海岸花園下午茶；午餐自理) 黃金海岸 
【海洋世界】觀賞各種精彩節目，包括世界各類海洋生物表演，在北極熊海岸，遊客可看到北極熊游泳英
姿。還可欣賞各種驚險水上摩托車表演，並可乘坐緊張刺激的雲霄飛車、海盜船、獨木舟。 
卡通海灘是個有趣、互動的探險式遊樂場，當然還有孩子們的最愛全球著名卡通明星，有《海綿寶寶、派
大星、朵拉..》等等，孩子們可以與卡通合照。另有還有《大鯊魚區及內潮區》，可親自觸摸各種海洋動物，
如海膽、海星和幼鯊等。 
2011 年海洋世界更斥資 1200 萬澳幣打造的企鵝館，在館中您可以親眼看見企鵝中體型最大的國王企鵝
以及少見的金圖企鵝。當然不可錯過的還有新開幕的卡斯特維灣，園方將遊客分成兩組，展開一場激烈的
水槍大戰。註：如欲參加本活動，請自行準備備用衣物更換。 
★特別企劃：SEA WORLD RESORT 海岸花園下午茶每人乙份。 
今日午餐記得不要吃得太飽，因為我們為您特別企劃海岸花園下午茶，包含特色蛋糕、英國司康鬆餅、煙
燻鮭魚雞蛋三明治、咖啡或茶。 
■旅遊記事：黃金海岸的海洋世界除了海洋生物以外有項重點不能錯過，難得一見的北極熊。 
■提醒家長的話：請詳讀行程第八天關於海綿寶寶的重要訊息，因為今天你將可以成為孩子心目中的偶像，
"哇！把鼻，你怎麼都知道...."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西式自助晚餐 

住宿：Mercure Gold Coast Resort 或 Sea World Resort 或 Mantra 或 Mermaid Water 或 Vibe 或 Ramada 或 同級

旅館 

第 5天  黃金海岸生態螃蟹船SKY POINT 觀景台黃金海岸 
【生態螃蟹河觀光】 
★搭特製的舢舨船，一人發一枝釣竿，享受垂釣之樂。 
★提供吐司讓您餵食可愛的塘鵝。 
★前往淺沙地抓蝦猴。 
★尋找螃蟹落網的蹤跡：教您辨別雄蟹與母蟹，船上品嚐黃金海岸美味的螃蟹。 
享受獨特難忘的捉螃蟹樂趣，渡過一個非常休閒的昆士蘭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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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螃蟹風味餐 (晚餐) 西式排餐 

住宿：Mercure Gold Coast Resort 或  Sea World Resort 或  Ramada 或  Vibe Surfers Paradise 或  Mantra 或 

Crowne Plaza 

第 6天  黃金海岸華納電影世界免稅商店黃金海岸 
【華納電影世界】參觀各個最新完成之攝影棚，推薦您觀賞著名之飛車特技表演，幽默逗趣的特效演出保
證讓您耳目一新。在樂園中當然少不了體驗刺激的娛樂活動，有：
蝙蝠俠急速之旅、超人一飛衝天，而致命武器可說是世界上速度最
快且兩腳懸空的雲霄飛車絕對令您永生難忘。另外小精靈的電影特
技等。最後並參觀驚險的西部特技表演及及蝙蝠俠的冒險世界，史
酷比狗等電影名片拍攝地，精彩絕倫、身歷奇境如同電影一般。  
【免稅商店】可購買羊毛被、綿羊油等特產。  
■旅遊記事：今天得犒賞自己買些澳洲最在地的戰利品，還有長輩、
親友、同事以及小朋友....。 
■提醒家長的話：採買紀念品給與朋友很重要，但是請在意孩子的好朋友，請詢問孩子要買些什麼給最好
的朋友？當然，別忘記他的級任老師、鋼琴老師、補習班老師....。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義式風味餐+飲料 

住宿：Mercure Gold Coast Resort 或 Sea World Resort 或 Mermaid Water 或 Mantra On View 或 Vibe Surfers 

Paradise 或 同級旅館 

第 7天 黃金海岸皇家遊艇全家遊船河水上教堂幻影碼頭名人購物精品街

神仙灣布洛德沙灘布里斯班桃園 
【皇家私人遊艇】澳洲人生平最希望擁有的三大夢想就是遊艇，因為遊艇造價所費不貲，因此也是澳洲人
最難達成的夢想。這艘私人遊艇市價約 400 多萬澳幣，船內設備相當豪華完善，三房兩廳兩衛浴設備以及
吧台跟大型液晶電視；遊艇外則是迷人風景盡收眼簾，開過黃金海岸市的奈蘊河灣，兩岸佈滿個人建築風
格的富人別墅還有私人碼頭，遊艇時尚之旅讓人沉醉在美景及奢華的氛圍中。 
可進入億萬遊艇內參觀 VIP 級的裝修佈置，有客廳、主臥房、客房、SPA 衛浴設備、廚房等應有盡有。並
可躺在甲板上迎風及精緻的香檳招待。更可從海上眺望世界住宅第一高樓～Q1 美景，一切的全新體驗，
不容錯過此一奢華享受之旅。  



【水上教堂】世界唯二，南半球唯一的水上教堂，除了風景獨特以外，更是黃金海岸地標性旅遊景點，也
是各國人士最嚮往的結婚勝地，遊客可入內參訪水上教堂特殊典雅佈置及體驗獨特的水上真愛之旅，您怎
可錯過此一奢華享受之旅。  
【幻影碼頭名人購物精品街】，逛逛各具特色的精品店；海邊魚市場欣賞大嘴鳥餵食。 
【神仙灣】黃金海岸近郊最高級的區域，此區擁有美麗的海灘、高級的住宅區、高爾夫球場等。可前往具
有歐洲風情的徒步區，逛逛各具特色的精品店，一定會讓您大有斬穫。 
■旅遊記事：奢華的私人遊艇優游在奈運河上，套句貴賓說過的話：夫復何求?，而神仙灣的精品徒步區，
更令人印象深刻...  
■提醒家長的話：經驗告訴筆者，當船離開碼頭時，大家總是興奮的這裡看看、那裡拍照，但是不一會兒，
大伙兒就安靜了，都在享受這片寧靜，請利用這一片寧靜與孩子說說話，你會覺得這樣子與孩子說說笑笑
真的很幸福。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澳式風味炸魚餐+飲料 (晚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夜宿機上 

第 8天 桃園 
今日飛抵台灣，結束愉快又充實的澳洲之旅。 
■協助您輕鬆完成暑假作業： 
1.澳洲馬桶沖水後的旋轉方向為何與台灣不同?(地球科學) 
2.澳洲特有的動物有哪些?(自然生態) 
3.澳洲的螢火蟲與台灣的有何不同?(自然生態) 
4.澳洲牧羊人如何管理羊群?(世界風情) 
5.澳洲名產有哪些?(世界風情) 
6.拍一張北極熊的照片(旅遊日記) 
■親子互動秘密武器：海綿寶寶基本資料 
全名:SpongeBob SquarePants(譯為:海綿寶寶) 
綽號:海綿鮑伯.方塊褲子 
性別:男 
種類:海綿 
眼睛的顏色:黃色眼球和綠色瞳孔 
生日:7 月 14 日(年份不詳) 
婚姻狀況:單身 
寵物:小蝸 
身高:4 英吋 (10 公分) 
體重:1 盎司(30 公克) 
地址:太平洋.比奇堡.海螺街道 124 號 
職業:蟹堡王餐廳的油炸廚師 
專長:問您的孩子 
(早餐) 機上輕食 (午餐) 甜蜜的家 

住宿：甜蜜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
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
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
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
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Ｂ.簽證： 
申根免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
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
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自  費  活  動 :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黃金海岸 

夜間自然橋

螢火蟲國家

公園 

1.欣賞黃金海岸夜景。 2.欣賞南半球星空，認識南十字星及其他星座。（PS.若遇天
雨，會停止介紹星座，其他活動不受限） 3.前往國家公園，每人持手電筒欣賞雨林
世界及森林探險。 4.進入螢火蟲洞觀賞螢火蟲的自然光芒。 
活動時間： 約３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 
費用包含： 車資、門票、國家公園導遊 
特別說明： 大人-澳幣 110，小孩-澳幣 100 
營業時間： 依當地公佈時間為準 
 

幣別：澳幣 

大人：$110 

小孩：$100 

黃金海岸 

熱汽球 

HOT AIR 

BALLOON 

1.5 歲以上方可參加。 2.含旅館來回接送。 3.包含 A$30 保險費。 4.乘坐熱氣球附
近較偏遠，出發前請先上洗手間。 
活動時間： 約 30 分鐘 
報名方式： 依當地公佈 
費用包含： 1.含旅館來回接送 2.包含澳幣 A$30 保險費 
特別說明： 此活動須視天氣狀況而定 且需在氣流穩定 的情況下才可操作 (若價格

有變動 依當地牌價為主) 
營業時間： 依當地公佈 
 

幣別：澳幣 

大人：澳幣 230 

小孩：澳幣 190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本團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每位貴賓每人每天美金 10元 Ｘ 7天＝美金 70元（或等值澳幣）。 
※床頭小費、行李小費、電話費、洗衣費、房間內之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8.04.16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