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富美食：
＊重本安排，悉尼塔360度旋轉餐廳享用豐富自助晚餐，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悉尼迷人景緻。
＊著名Ashmore海鮮西餐廳品嚐優質T-骨牛排或燒雞排或漁夫精選。
＊於丹頓農山黑森林咕咕鳥餐廳享用自助餐，並可欣賞德國、奧地利山區民謠。
＊華納兄弟電影世界Ricks Cafe餐廳提升享用Pizza、意粉自助餐連雪糕汽水任飲任食。
＊菲利普島品嚐龍蝦中式晚餐。          ＊海濱餐廳Dundee’s享用新派澳洲菜。

行程特點：
＊金怡團友特別安排於指定時間與卡通明星「阿寶」合照，每2-3人可獲一張相連精美相架，4-5人兩張，如此類推。
＊乘坐Puffing Billy普芬古董蒸汽火車，穿山越嶺前往風景如畫的丹頓農山脈。
＊悉尼歌劇院導賞遊，由專人帶領參觀各個主要演奏廳，其獨特設計概念及建築上每個細節，令你嘆為觀止。
＊乘坐Army Duck水陸兩用軍車遨遊熱帶雨林及觀賞澳洲土著民族歌舞表演。
＊乘坐「太陽戀人號」遊船前往大堡礁（外礁），包浮潛、玻璃底船、小型半潛艇觀賞瑰麗大堡礁奇觀。
＊歡樂農莊觀賞剪羊毛、牧羊狗趕羊、甩皮鞭表演、品嚐比利茶Billy Tea及營火燒丹波Damper麵包。
＊翠兒河品蠔捉蟹船河之旅，泥灘捉Yabbie作魚餌約魚及捉泥蟹、餵塘鵝及海鷗（10人品嚐4隻泥蟹及每人2隻生蠔）。

澳洲
9天 墨爾本、開恩茲（大堡礁海龜島、熱帶雨林）、
       黃金海岸、悉尼暢意之旅 AFS9

大堡礁海龜島

墨爾本【Puffing Billy普芬古董蒸汽火車，菲利普島夜觀神仙企鵝回巢、丹頓農山】

開恩茲【大堡礁海龜島、熱帶雨林】、黃金海岸【歡樂農莊、翠兒河捉泥蟹、華納兄弟電影世界】

悉尼【漁人碼頭、悉尼歌劇院導賞遊、維多利亞女王大廈、悉尼塔】

暢遊：

大堡礁海龜島是開恩茲近海面積最大，熱帶雨林覆蓋面最多的島嶼

。在這未被污染的世外桃源，遊客可盡享悠閒和寧靜。可登上怪石

嶙峋的【燈塔山】，在至高點遠眺大堡礁諸島，心曠神怡；或可穿

越靜謐的林間小道，在【神秘花園】聆聽大自然的天籟之音，呼吸

原生態熱帶雨林奇花異草的芬芳；或在著名的【天體海灘】體驗澳

洲人的浪漫豪放之情懷。金怡假期率先帶你投入蔚藍大海的懷抱與

熱帶魚和海龜一同在陽光中玩遊戲，觀賞五彩斑斕的珊瑚花園。

開恩茲

布里斯本

悉尼

墨爾本

黃金海岸

 香港

香港 

特別安排住宿一晚大堡礁海龜島 Fitzroy Island
真正享受大堡礁的悠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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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墨爾本

Hong Kong  Melbourne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過

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往澳洲第

二大城市 ─ 墨爾本。晚餐於航機上。

第二天

墨爾本～市內觀光～費茲羅花園～

庫克船長小屋【門外拍照】～聖伯多祿大教堂～

Puffing Billy 普芬古董蒸汽火車～丹頓農山～

黑森林咕咕鳥餐廳自助餐～菲利普島～

Panny’s 朱古力廠～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墨爾本

Melbourne～City Tour～Fitzroy Garden～
Cook’s Cottage～Puffing Billy～Dandenongs～
Buffet at Cuckoo Restaurant～Phillip Island～
Panny’s Chocolate Factory～Penguin Parade～
Melbourne

航機於早上抵達後，展開市內觀光，包括墨爾本面積

最大的花園 ─ 費茲羅花園、庫克船長小屋（門外拍

照）、聖伯多祿大教堂等。稍後乘坐Puffing Billy普

芬古董蒸汽火車前往景色怡人的丹頓農山，沿途飽覽

翠綠的山林，清澈的溪流，仿如正在觀賞一幅幅鮮明

的油畫，饒富味道。午餐於著名咕咕鳥餐廳享用自助

餐（一間來自德國Koeppen家族，開設於1958年的

特色餐廳，各團友還可在用餐時欣賞德國、奧地利山

區民謠，是每位走訪丹頓農山必到之餐廳）。餐後前

往郊外著名渡假勝地 ─ 菲利普島。首先前往Panny’s
朱古力廠，這裡的朱古力豆均來自比利時，同時只會

做六個星期的存貨，以保證味道夠新鮮，並且不會分

銷到其他地方，想吃的話，只可在這裡品嚐，並可參

觀全以人手監控整個生產過程及了解其工序。菲利普

島乃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之地，此類企鵝每天清晨

出海覓食，傍晚時份帶回食物結隊依歸餵養妻兒。由

於企鵝體形嬌小，從海中左搖右晃地登上沙灘，趣緻

可愛。遊畢，乘車返回墨爾本。

第三天

墨爾本 開恩茲～大堡礁海龜島～自由暢泳或浮潛

Melbourne  Cairns～Fitzroy Island～
Free for Swimming or Snokelling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轉乘內陸航機飛往澳洲著名渡假

小鎮 ─ 開恩茲。抵達後，乘車前往碼頭，乘船向大

堡礁海龜島進發。海龜島上擁有度假村及許多珍貴的

原始植物，是眾多島嶼中最不受人工破壞，最具大自

然氣色的小島。首先參觀海龜中心，是昆士蘭同類型

志願團體中最大的，有超過五十名義工幫助大堡礁中

患病及受傷的海龜，讓你對海龜加深了解。隨後各團

友可在清澈通透的海水下，自由暢泳或浮潛。喜歡登

山健步行的話，島上有地勢比較和緩的秘密花園步道

（Secret Garden Walk），可以輕鬆地在雨林中散步

，喜歡挑戰自己的人則可選擇走燈塔山步道（Light-
house Summit Trail）。

第四天

大堡礁海龜島～乘坐「太陽戀人號」遊船前往摩爾堡

礁海中心浮台全日遊玩【包浮潛、玻璃底船、小型半

潛艇觀賞大堡礁珊瑚奇觀】～開恩茲夜市場（自行前

往）

Fitzroy Island～Sunlover Cruise (Moore Reef)～
Night Market

澳洲大堡礁被列為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是世界上

最大的珊瑚礁，連綿不絕二千公里，孕育著無數色彩

繽紛之珊瑚群及海洋生物。金怡假期所選擇的珊瑚礁

，均被列為環境保護及客量限制。抵達後，乘坐小型

半潛艇及玻璃底船觀賞色彩瑰麗奪目之珊瑚魚及多姿

多彩珊瑚等，又或暢泳碧波中，一睹海底奇景。晚上

各團友可自由前往開恩茲最大之夜市場，內裡精品琳

瑯滿目，讓您選購心愛的禮品，更有各種不同地道風

味之小食店，團友一定不愁寂寞。

第五天

開恩茲～熱帶雨林區～

乘Army Duck水陸兩用軍車遨遊熱帶雨林～

澳洲土著民族歌舞表演～夢幻之旅【土著表演飛茅、

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齊玩回力鏢】

Cairns～Rainforestation～Army Duck～
Pamagirri Dance～Dreamtime Walk

早上可由本公司領隊可代安排熱氣球昇空旅程，居高

臨下，整個開恩茲優美景緻，盡入眼廉，使人心曠神

怡。早上前往熱帶雨林區體驗獨特的自然生態（世界

自然遺產），欣賞土著歡迎舞，走一趟夢幻之旅觀賞

土著飛矛、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試玩回力鏢

並享用燒烤美食自助餐。餐後登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遺留下來的水陸兩用軍車“Army Duck”遨遊充滿神

秘色彩的熱帶雨林。遊畢，乘車返回酒店。

第六天

開恩茲 布里斯本～歡樂農莊【觀賞剪羊毛、牧羊

狗趕羊、甩皮鞭表演、品嚐比利茶Billy Tea及營火燒

丹波Damper麵包】～黃金海岸～免稅土產店（自由

購買當地手信及澳洲特產）～Sky Point觀景層

Cairns  Brisbane～Paradise Country～
Gold Coast～Duty Free Shopping～
Sky Point Observation Deck

AFS9

用力急速下降，讓您感受失重墜落的刺激和快感。另

一受歡迎的「Scooby-Doo幽靈快車」，配以激光、

特殊音效、動畫和立體空間效果，極速穿梭Scoo-
by-Doo的魔幻虛擬國度。「超人極速彈射飛車」將

給予您「飛」一般的刺激享受，2秒間便能以時速

100公里急速彈射前進，體驗如超人般的速度。您亦

可走進「Fun Zone」裡探訪LooneyTunes的卡通明

星們，包括有家傳戶曉的翠兒、阿寶、賓尼兔、小鳥

咇咇、威利狼、德菲鴨、火星人馬榮等。晚上可由領

隊代為安排自費參加夜探螢火蟲之旅。

第八天

黃金海岸～布里斯本 悉尼～漁人碼頭～

悉尼歌劇院導賞遊～市內觀光～海港大橋～

麥奎理夫人石椅～維多利亞女皇大廈～

悉尼塔自助晚餐

Gold Coast～Brisbane  Sydney～Fish Market～
Opera House Guided Tour～
City Tour～Harbour Bridge～
Mrs Macquarie Chair～Queen Victoria Building～
Sydney Tower Buffet Dinner

早上乘內陸機飛往澳洲第一大城市 ─ 悉尼。抵達後

，乘車前往悉尼漁人碼頭，是遊客必到景點之一，這

裡的海鮮非常新鮮又便宜，各團友可自由選購各類新

鮮海產，例如：生蠔、龍蝦、巨蟹、虎蝦、鮑魚、翡

翠螺、帶子、海魚...等，有生有熟，定必令您大飽口

福！稍後展開悉尼歌劇院導賞遊，由歌劇院專業導遊

親身帶領參觀各個主要演奏廳，為您詳細講解其獨特

設計概念及建築上的每個細節。（註：若悉尼歌劇院

內之音樂廳 (Concert Hall/Main Hall) 進行維修或綵

排或表演，因而未能安排入內參觀，將不另行通知，

客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另外，若歌劇院因有特別

節慶或活動或被人包場而未能安排導覽遊，將改為於

院外拍照，敬請注意！）。隨後前往麥奎理夫人石椅

，是觀賞悉尼歌劇院及海港大橋視野最佳的地方。遊

畢，前往全球最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維多利亞女王

大廈」，融合了拜占庭式、圓頂式羅馬風格和維多利

亞式設計。走進內部可以看到拱頂或窗門裝飾著色彩

鮮明的彩繪玻璃，地面是幾何圖形的羅馬磁磚，而位

於樓梯與中庭的鐵鑄欄杆，皆充滿著復古氣息。

第九天

悉尼 香港

Sydney Hong Kong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返

香港。航機於是日傍晚時份抵達香港。

註：
回程可自由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HK$1,100。旺季停留附加費為
HK$1,600。機票有效期為35天（由出發日起計算）。回程可自由更改回
程地點，附加費為HK$1,100／HK$1,600（旺季），客人須另繳付由尾
站往回程地點之內陸機票，請於報名時查詢。

出機票後不可更改回程日期及地點。若團友之回程停留機位於出發前未
能辦妥，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費用，並改為隨團返港，團友不得藉詞退
出。團友不隨團返港，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機場。

行程之先後次序，將按內陸航機時間而有所調動，敬請留意。以上行程
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維修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將另作
安排。另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入住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茶
會時通知或由領隊於出發前個別通知。於旺季及長假期出發，將有旺季
附加費，請於報名時查詢。

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三人房或加床，須繳付單人房
附加費。

行程所列之航空公司，如遇爆滿，為免因而取消該團，則屆時可能改乘
其他航機。將於報名或茶會時告知待團友接納否，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
茶會為盼。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致增加/減少之
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客人必須於出發前補回/取回差額，詳情將於團
隊確定出發及總人數後確實。

客人需持有有效澳洲簽證入境，如需本公司代辦澳洲電子簽證，客人須
繳付簽證費用HK$150及有關證件副本（適用於HKSAR及BNO），持其
他護照者，請於報名時查詢。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旅客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凡自行辦理簽
證及自購保險之團友，請於出發前7天，將護照副本及個人旅遊保險單之
副本交予本公司以作紀錄。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考，每團按該時天
氣，該團地面情況，船期等作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
行程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而行程、膳食
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況而有所調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團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有關適用之稅款等。旅行團服務費為建議性
質，全程服務費為HK$1,260。此費用已包括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
之服務費。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
（www.goldjoy.com）。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
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
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
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大堡礁海龜島

觀賞神仙企鵝

玻璃底船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自備
住宿 : FITZROY ISLAND RESORT ( OCEAN SUITE )

【大堡礁海龜島海景套房】

酒店餐廳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黑森林咕咕鳥餐廳
自助餐

住宿 : CROWN METROPOL 或同級

中國餐館享用
龍蝦餐

P.07



第一天

香港 墨爾本

Hong Kong  Melbourne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過

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往澳洲第

二大城市 ─ 墨爾本。晚餐於航機上。

第二天

墨爾本～市內觀光～費茲羅花園～

庫克船長小屋【門外拍照】～聖伯多祿大教堂～

Puffing Billy 普芬古董蒸汽火車～丹頓農山～

黑森林咕咕鳥餐廳自助餐～菲利普島～

Panny’s 朱古力廠～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墨爾本

Melbourne～City Tour～Fitzroy Garden～
Cook’s Cottage～Puffing Billy～Dandenongs～
Buffet at Cuckoo Restaurant～Phillip Island～
Panny’s Chocolate Factory～Penguin Parade～
Melbourne

航機於早上抵達後，展開市內觀光，包括墨爾本面積

最大的花園 ─ 費茲羅花園、庫克船長小屋（門外拍

照）、聖伯多祿大教堂等。稍後乘坐Puffing Billy普

芬古董蒸汽火車前往景色怡人的丹頓農山，沿途飽覽

翠綠的山林，清澈的溪流，仿如正在觀賞一幅幅鮮明

的油畫，饒富味道。午餐於著名咕咕鳥餐廳享用自助

餐（一間來自德國Koeppen家族，開設於1958年的

特色餐廳，各團友還可在用餐時欣賞德國、奧地利山

區民謠，是每位走訪丹頓農山必到之餐廳）。餐後前

往郊外著名渡假勝地 ─ 菲利普島。首先前往Panny’s
朱古力廠，這裡的朱古力豆均來自比利時，同時只會

做六個星期的存貨，以保證味道夠新鮮，並且不會分

銷到其他地方，想吃的話，只可在這裡品嚐，並可參

觀全以人手監控整個生產過程及了解其工序。菲利普

島乃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之地，此類企鵝每天清晨

出海覓食，傍晚時份帶回食物結隊依歸餵養妻兒。由

於企鵝體形嬌小，從海中左搖右晃地登上沙灘，趣緻

可愛。遊畢，乘車返回墨爾本。

多彩珊瑚等，又或暢泳碧波中，一睹海底奇景。晚上

各團友可自由前往開恩茲最大之夜市場，內裡精品琳

瑯滿目，讓您選購心愛的禮品，更有各種不同地道風

味之小食店，團友一定不愁寂寞。

第五天

開恩茲～熱帶雨林區～

乘Army Duck水陸兩用軍車遨遊熱帶雨林～

澳洲土著民族歌舞表演～夢幻之旅【土著表演飛茅、

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齊玩回力鏢】

Cairns～Rainforestation～Army Duck～
Pamagirri Dance～Dreamtime Walk

早上可由本公司領隊可代安排熱氣球昇空旅程，居高

臨下，整個開恩茲優美景緻，盡入眼廉，使人心曠神

怡。早上前往熱帶雨林區體驗獨特的自然生態（世界

自然遺產），欣賞土著歡迎舞，走一趟夢幻之旅觀賞

土著飛矛、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試玩回力鏢

並享用燒烤美食自助餐。餐後登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遺留下來的水陸兩用軍車“Army Duck”遨遊充滿神

秘色彩的熱帶雨林。遊畢，乘車返回酒店。

第六天

開恩茲 布里斯本～歡樂農莊【觀賞剪羊毛、牧羊

狗趕羊、甩皮鞭表演、品嚐比利茶Billy Tea及營火燒

丹波Damper麵包】～黃金海岸～免稅土產店（自由

購買當地手信及澳洲特產）～Sky Point觀景層

Cairns  Brisbane～Paradise Country～
Gold Coast～Duty Free Shopping～
Sky Point Observation Deck

早上乘內陸航機飛往澳洲第三大城市 ─ 布里斯本。

抵達後，乘車前往歡樂農莊享用農莊風味澳式燒烤午

餐。餐後觀賞剪羊毛、牧羊狗趕羊及甩皮鞭精彩表演

，團友可體會泡製地道比利茶Billy Tea及營火燒

Damper丹波麵包，更可自費手抱樹熊拍照留念。稍

後前往Sky Point觀景層，是全世界最高的住宅大廈

，樓高80層，位於滑浪者天堂海灘中心，高322.5米

。乘高速電梯登上77樓觀景層，站在230米的高空上

，以360度景觀俯瞰整個黃金海岸，一切優美景色盡

入眼簾。

第七天

黃金海岸～翠兒河船河品蠔捉蟹之旅【捉泥蟹、釣魚

、餵塘鵝及海鷗】～華納兄弟電影世界【包全日任玩

証】【特別安排指定時間與卡通名星「阿寶」合照】

～鹿產品中心～夜探螢火蟲之旅（自費）

Gold Coast～Catch A Crab～Movie World～
Deer Product Centre～
Glow Worm Night Tour (Optional) 

早上前往翠兒河展開品蠔捉蟹之旅，可親身餵飼塘鵝

及海鷗，泥灘竹筒捉Yabbie作為魚餌釣魚及捉泥蟹

，即烹即食，新鮮美味！（特別安排每10人品嚐4隻

泥蟹及每人2隻生蠔）。稍後前往華納兄弟電影世界

，是個合家歡的機動遊戲樂園，全新推出的「好萊塢

飄移追車中的地獄飛車Hell Drivers」，嶄新設計的

現場特技飛車表演、驚心動魄的爆破場面，以及精彩

逼真的飆車追逐場面，令你目不暇給。「蝙蝠俠極速

之旅」，以極速垂直衝向60米高的塔峰，再以反作

AFS9

用力急速下降，讓您感受失重墜落的刺激和快感。另

一受歡迎的「Scooby-Doo幽靈快車」，配以激光、

特殊音效、動畫和立體空間效果，極速穿梭Scoo-
by-Doo的魔幻虛擬國度。「超人極速彈射飛車」將

給予您「飛」一般的刺激享受，2秒間便能以時速

100公里急速彈射前進，體驗如超人般的速度。您亦

可走進「Fun Zone」裡探訪LooneyTunes的卡通明

星們，包括有家傳戶曉的翠兒、阿寶、賓尼兔、小鳥

咇咇、威利狼、德菲鴨、火星人馬榮等。晚上可由領

隊代為安排自費參加夜探螢火蟲之旅。

第八天

黃金海岸～布里斯本 悉尼～漁人碼頭～

悉尼歌劇院導賞遊～市內觀光～海港大橋～

麥奎理夫人石椅～維多利亞女皇大廈～

悉尼塔自助晚餐

Gold Coast～Brisbane  Sydney～Fish Market～
Opera House Guided Tour～
City Tour～Harbour Bridge～
Mrs Macquarie Chair～Queen Victoria Building～
Sydney Tower Buffet Dinner

早上乘內陸機飛往澳洲第一大城市 ─ 悉尼。抵達後

，乘車前往悉尼漁人碼頭，是遊客必到景點之一，這

裡的海鮮非常新鮮又便宜，各團友可自由選購各類新

鮮海產，例如：生蠔、龍蝦、巨蟹、虎蝦、鮑魚、翡

翠螺、帶子、海魚...等，有生有熟，定必令您大飽口

福！稍後展開悉尼歌劇院導賞遊，由歌劇院專業導遊

親身帶領參觀各個主要演奏廳，為您詳細講解其獨特

設計概念及建築上的每個細節。（註：若悉尼歌劇院

內之音樂廳 (Concert Hall/Main Hall) 進行維修或綵

排或表演，因而未能安排入內參觀，將不另行通知，

客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另外，若歌劇院因有特別

節慶或活動或被人包場而未能安排導覽遊，將改為於

院外拍照，敬請注意！）。隨後前往麥奎理夫人石椅

，是觀賞悉尼歌劇院及海港大橋視野最佳的地方。遊

畢，前往全球最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維多利亞女王

大廈」，融合了拜占庭式、圓頂式羅馬風格和維多利

亞式設計。走進內部可以看到拱頂或窗門裝飾著色彩

鮮明的彩繪玻璃，地面是幾何圖形的羅馬磁磚，而位

於樓梯與中庭的鐵鑄欄杆，皆充滿著復古氣息。

第九天

悉尼 香港

Sydney Hong Kong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返

香港。航機於是日傍晚時份抵達香港。

註：
回程可自由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HK$1,100。旺季停留附加費為
HK$1,600。機票有效期為35天（由出發日起計算）。回程可自由更改回
程地點，附加費為HK$1,100／HK$1,600（旺季），客人須另繳付由尾
站往回程地點之內陸機票，請於報名時查詢。

出機票後不可更改回程日期及地點。若團友之回程停留機位於出發前未
能辦妥，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費用，並改為隨團返港，團友不得藉詞退
出。團友不隨團返港，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機場。

行程之先後次序，將按內陸航機時間而有所調動，敬請留意。以上行程
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維修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將另作
安排。另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入住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茶
會時通知或由領隊於出發前個別通知。於旺季及長假期出發，將有旺季
附加費，請於報名時查詢。

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三人房或加床，須繳付單人房
附加費。

行程所列之航空公司，如遇爆滿，為免因而取消該團，則屆時可能改乘
其他航機。將於報名或茶會時告知待團友接納否，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
茶會為盼。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致增加/減少之
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客人必須於出發前補回/取回差額，詳情將於團
隊確定出發及總人數後確實。

客人需持有有效澳洲簽證入境，如需本公司代辦澳洲電子簽證，客人須
繳付簽證費用HK$150及有關證件副本（適用於HKSAR及BNO），持其
他護照者，請於報名時查詢。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旅客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凡自行辦理簽
證及自購保險之團友，請於出發前7天，將護照副本及個人旅遊保險單之
副本交予本公司以作紀錄。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考，每團按該時天
氣，該團地面情況，船期等作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
行程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而行程、膳食
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況而有所調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團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有關適用之稅款等。旅行團服務費為建議性
質，全程服務費為HK$1,260。此費用已包括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
之服務費。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
（www.goldjoy.com）。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
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
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
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華納兄弟電影世界

歡樂農莊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大堡礁遊船自助餐

住宿 : PULLMAN CAIRNS INT’L 或
PULLMAN REEF CASINO 或 HILTON 或同級

豐富中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熱帶雨林餐廳
燒烤美食自助餐

住宿 : PULLMAN CAIRNS INT’L 或
PULLMAN REEF CASINO 或 HILTON 或同級

著名海濱餐廳Dundee’s
享用新派澳洲菜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農莊風味
澳式燒烤餐

住宿 : WATERMARK HOTEL & SPA 或 LEGENDS 或同級

Ashmore
海鮮西餐廳品嚐優質

T-骨牛排或燒雞排或漁夫精選

水陸兩用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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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墨爾本

Hong Kong  Melbourne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過

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往澳洲第

二大城市 ─ 墨爾本。晚餐於航機上。

第二天

墨爾本～市內觀光～費茲羅花園～

庫克船長小屋【門外拍照】～聖伯多祿大教堂～

Puffing Billy 普芬古董蒸汽火車～丹頓農山～

黑森林咕咕鳥餐廳自助餐～菲利普島～

Panny’s 朱古力廠～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墨爾本

Melbourne～City Tour～Fitzroy Garden～
Cook’s Cottage～Puffing Billy～Dandenongs～
Buffet at Cuckoo Restaurant～Phillip Island～
Panny’s Chocolate Factory～Penguin Parade～
Melbourne

航機於早上抵達後，展開市內觀光，包括墨爾本面積

最大的花園 ─ 費茲羅花園、庫克船長小屋（門外拍

照）、聖伯多祿大教堂等。稍後乘坐Puffing Billy普

芬古董蒸汽火車前往景色怡人的丹頓農山，沿途飽覽

翠綠的山林，清澈的溪流，仿如正在觀賞一幅幅鮮明

的油畫，饒富味道。午餐於著名咕咕鳥餐廳享用自助

餐（一間來自德國Koeppen家族，開設於1958年的

特色餐廳，各團友還可在用餐時欣賞德國、奧地利山

區民謠，是每位走訪丹頓農山必到之餐廳）。餐後前

往郊外著名渡假勝地 ─ 菲利普島。首先前往Panny’s
朱古力廠，這裡的朱古力豆均來自比利時，同時只會

做六個星期的存貨，以保證味道夠新鮮，並且不會分

銷到其他地方，想吃的話，只可在這裡品嚐，並可參

觀全以人手監控整個生產過程及了解其工序。菲利普

島乃觀賞神仙企鵝歸巢奇觀之地，此類企鵝每天清晨

出海覓食，傍晚時份帶回食物結隊依歸餵養妻兒。由

於企鵝體形嬌小，從海中左搖右晃地登上沙灘，趣緻

可愛。遊畢，乘車返回墨爾本。

多彩珊瑚等，又或暢泳碧波中，一睹海底奇景。晚上

各團友可自由前往開恩茲最大之夜市場，內裡精品琳

瑯滿目，讓您選購心愛的禮品，更有各種不同地道風

味之小食店，團友一定不愁寂寞。

第五天

開恩茲～熱帶雨林區～

乘Army Duck水陸兩用軍車遨遊熱帶雨林～

澳洲土著民族歌舞表演～夢幻之旅【土著表演飛茅、

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齊玩回力鏢】

Cairns～Rainforestation～Army Duck～
Pamagirri Dance～Dreamtime Walk

早上可由本公司領隊可代安排熱氣球昇空旅程，居高

臨下，整個開恩茲優美景緻，盡入眼廉，使人心曠神

怡。早上前往熱帶雨林區體驗獨特的自然生態（世界

自然遺產），欣賞土著歡迎舞，走一趟夢幻之旅觀賞

土著飛矛、吹奏土著樂器Didgeridoos、試玩回力鏢

並享用燒烤美食自助餐。餐後登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遺留下來的水陸兩用軍車“Army Duck”遨遊充滿神

秘色彩的熱帶雨林。遊畢，乘車返回酒店。

第六天

開恩茲 布里斯本～歡樂農莊【觀賞剪羊毛、牧羊

狗趕羊、甩皮鞭表演、品嚐比利茶Billy Tea及營火燒

丹波Damper麵包】～黃金海岸～免稅土產店（自由

購買當地手信及澳洲特產）～Sky Point觀景層

Cairns  Brisbane～Paradise Country～
Gold Coast～Duty Free Shopping～
Sky Point Observation Deck

用力急速下降，讓您感受失重墜落的刺激和快感。另

一受歡迎的「Scooby-Doo幽靈快車」，配以激光、

特殊音效、動畫和立體空間效果，極速穿梭Scoo-
by-Doo的魔幻虛擬國度。「超人極速彈射飛車」將

給予您「飛」一般的刺激享受，2秒間便能以時速

100公里急速彈射前進，體驗如超人般的速度。您亦

可走進「Fun Zone」裡探訪LooneyTunes的卡通明

星們，包括有家傳戶曉的翠兒、阿寶、賓尼兔、小鳥

咇咇、威利狼、德菲鴨、火星人馬榮等。晚上可由領

隊代為安排自費參加夜探螢火蟲之旅。

第八天

黃金海岸～布里斯本 悉尼～漁人碼頭～

悉尼歌劇院導賞遊～市內觀光～海港大橋～

麥奎理夫人石椅～維多利亞女皇大廈～

悉尼塔自助晚餐

Gold Coast～Brisbane  Sydney～Fish Market～
Opera House Guided Tour～
City Tour～Harbour Bridge～
Mrs Macquarie Chair～Queen Victoria Building～
Sydney Tower Buffet Dinner

早上乘內陸機飛往澳洲第一大城市 ─ 悉尼。抵達後

，乘車前往悉尼漁人碼頭，是遊客必到景點之一，這

裡的海鮮非常新鮮又便宜，各團友可自由選購各類新

鮮海產，例如：生蠔、龍蝦、巨蟹、虎蝦、鮑魚、翡

翠螺、帶子、海魚...等，有生有熟，定必令您大飽口

福！稍後展開悉尼歌劇院導賞遊，由歌劇院專業導遊

親身帶領參觀各個主要演奏廳，為您詳細講解其獨特

設計概念及建築上的每個細節。（註：若悉尼歌劇院

內之音樂廳 (Concert Hall/Main Hall) 進行維修或綵

排或表演，因而未能安排入內參觀，將不另行通知，

客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另外，若歌劇院因有特別

節慶或活動或被人包場而未能安排導覽遊，將改為於

院外拍照，敬請注意！）。隨後前往麥奎理夫人石椅

，是觀賞悉尼歌劇院及海港大橋視野最佳的地方。遊

畢，前往全球最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維多利亞女王

大廈」，融合了拜占庭式、圓頂式羅馬風格和維多利

亞式設計。走進內部可以看到拱頂或窗門裝飾著色彩

鮮明的彩繪玻璃，地面是幾何圖形的羅馬磁磚，而位

於樓梯與中庭的鐵鑄欄杆，皆充滿著復古氣息。

第九天

悉尼 香港

Sydney Hong Kong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飛返

香港。航機於是日傍晚時份抵達香港。

註：
回程可自由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HK$1,100。旺季停留附加費為
HK$1,600。機票有效期為35天（由出發日起計算）。回程可自由更改回
程地點，附加費為HK$1,100／HK$1,600（旺季），客人須另繳付由尾
站往回程地點之內陸機票，請於報名時查詢。

出機票後不可更改回程日期及地點。若團友之回程停留機位於出發前未
能辦妥，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費用，並改為隨團返港，團友不得藉詞退
出。團友不隨團返港，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機場。

行程之先後次序，將按內陸航機時間而有所調動，敬請留意。以上行程
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維修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將另作
安排。另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入住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茶
會時通知或由領隊於出發前個別通知。於旺季及長假期出發，將有旺季
附加費，請於報名時查詢。

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三人房或加床，須繳付單人房
附加費。

行程所列之航空公司，如遇爆滿，為免因而取消該團，則屆時可能改乘
其他航機。將於報名或茶會時告知待團友接納否，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
茶會為盼。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致增加/減少之
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客人必須於出發前補回/取回差額，詳情將於團
隊確定出發及總人數後確實。

客人需持有有效澳洲簽證入境，如需本公司代辦澳洲電子簽證，客人須
繳付簽證費用HK$150及有關證件副本（適用於HKSAR及BNO），持其
他護照者，請於報名時查詢。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旅客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凡自行辦理簽
證及自購保險之團友，請於出發前7天，將護照副本及個人旅遊保險單之
副本交予本公司以作紀錄。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考，每團按該時天
氣，該團地面情況，船期等作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
行程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而行程、膳食
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況而有所調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團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有關適用之稅款等。旅行團服務費為建議性
質，全程服務費為HK$1,260。此費用已包括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
之服務費。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
（www.goldjoy.com）。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
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
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
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AFS9

悉尼海港大橋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自費於
悉尼漁人碼頭

住宿 : HOLIDAY INN POTTS POINT 或 
RYDGES WORLD SQUARE 或同級

悉尼塔360度
旋轉餐廳豐富自助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華納兄弟電影世界
Ricks Cafe餐廳享用
Pizza、意粉自助餐

連雪糕汽水任飲任食

住宿 : WATERMARK HOTEL & SPA 或 LEGENDS 或同級

豐富海鮮中餐
（鮑魚雞湯、
薑蔥焗泥蟹、
XO醬蝦球、

蒙古羊肉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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