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POD07BRS-T

《澳洲黃金海岸《澳洲黃金海岸TheStar五星酒店》尋找野生袋鼠．日落螃蟹河．直升機．電影世界正義聯盟．陸海空．活力７五星酒店》尋找野生袋鼠．日落螃蟹河．直升機．電影世界正義聯盟．陸海空．活力７
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12/07(五) 列印時間：2018-08-27 16:34


參考航班

去程

2018/12/07(五) 23:20 桃園機場 2018/12/08(六) 10:20 布里斯班機場 長榮航空  BR315

回程

2018/12/12(三) 22:45 布里斯班機場 2018/12/13(四) 05:25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BR316


價格說明

應付訂金： $5,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40,800 

孩童佔床

$38,800 

孩童不佔床

$35,800  

孩童加床

--  

嬰兒

--

備 註： ◎售價已含兩地機場稅；若遇國際燃油稅調漲售價將依漲幅調整。

◎參團貴賓須持中華民國護照，並且為中華民國單一國籍；雙重國籍欲參團者，請洽業務人員。

◎如參加貴賓為1大人1小孩(未滿12歲)，小孩須佔床，與該大人同房。
◎因安全考量，須全程參團，行程中恕不接受脫隊要求。


行程特色

2018/08/21 16:42 更新

●新品預購優惠．卡位LET'S GO●

即⽇起⾄⾄2018／9／30前報名並繳付訂⾦

第2⼈可享折扣＄3,000優惠(⼩朋友同享優惠)

機位有限，欲購從速！

優惠僅限全程參團，舉凡湊票、JOIN TOUR、嬰兒、不適用此優惠，且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企業優惠、銀行優惠)及折價券併用。

【蜜⽉獨享，好禮⼤⽅送】

憑"半年"內喜帖正本及已登記為正式夫妻雙⽅⾝分證影本，即可享有以下優惠！

浪漫滿分～澳洲新婚好禮加贈～【新婚夫妻香檳⼀瓶或巧克⼒⼀份】

◆六⼤必拜的理由◆
★【勇闖考拉奔農莊】尋找野⽣袋鼠．南⼗字星空下的營火晚會！

★【天堂鄉牧場】萌萌無尾熊甜蜜合照．留下澳洲最閃亮的回憶！

★【5分鐘直升機⾶⾏體驗】綿延黃⾦海岸線．浪漫沒有終點！

★【電影世界】正義聯盟出沒．神⼒女超⼈出任務．玩下去！

★【趣味螃蟹河】⾃⼰的螃蟹⾃⼰抓．⽇落幻影碼頭巡⼷！

★【太平洋購物中⼼Pacific Fair】瞎拚無極限．買好買滿 ！

★黃⾦海岸★
昆士蘭州是東澳唯一有機會親自擁抱可愛無尾熊拍照之地～您有沒有聽到無尾熊在呼叫你呢？黃金海岸位於澳洲的陽光之州－昆士蘭州，是澳洲最受歡迎的度假勝

地，也是座充滿絢麗高樓大廈的現代之都。擁有２６個絕美的沙灘，不但是衝浪者的天堂，也是比基尼的誕生之地。黃金海岸擁有５０座以上的高球場，３０多個主

題遊樂園及熱帶雨林保護區，同時也是台北市及台南市的姊妹市，榮獲世界女子職業高球巡迴賽冠軍的曾雅妮贏得最終勝利的地點也正是黃金海岸。

�主題住宿�

★坐落布里斯班市區～★坐落布里斯班市區～Sheraton Four Point 酒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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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海岸度假山莊～華美達考拉奔袋鼠度假村★黃金海岸度假山莊～華美達考拉奔袋鼠度假村  

★特別升等★特別升等The Star五星賭場酒店住宿兩晚五星賭場酒店住宿兩晚  

☆☆精彩景點活動☆☆

★昆士蘭省獨特的抓泥蟹活動★昆士蘭省獨特的抓泥蟹活動

比臉還要大的泥蟹, 一呀一呀張著大螯，還有一系列活動等您唷！ 



★華納電影世界★華納電影世界Warner Bros. Movie World 
澳洲的世界級的樂園，您絕對想不到的是將電影場景活生生搬到您的面前上演，逼真的現場演出讓您彷彿進入電影中的世界。深受小朋友喜愛的《超人》、《蝙蝠

俠》、《史瑞克》等卡通明星，在園區內也都可以隨處跟這些華納的巨星合影留念。

★餵食野生大嘴鳥★餵食野生大嘴鳥

鴰！鴰！鴰！搖搖擺擺大嘴鳥，童話上的鳥兒就在您身邊！

★【５分鐘直升機飛行體驗】～★【５分鐘直升機飛行體驗】～

暢遊黃金海岸周邊美景、讓您不虛此行。



★【無尾熊愛的抱抱放閃照】～★【無尾熊愛的抱抱放閃照】～

超萌可愛無尾熊．甜蜜放閃一瞬間。

★【尋找野生袋鼠】～★【尋找野生袋鼠】～

蹦及車全面出動．到底是人的遊行還是袋鼠遊行？



★【太平洋購物中心★【太平洋購物中心Pacific Fair】～】～
沒有買對不起自己！買好買滿！

備註：參團條件備註：參團條件

＊本行程限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本行程限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單一國籍單一國籍)者報名！者報名！(未符合條件者，售價請洽詢服務人員未符合條件者，售價請洽詢服務人員)
＊因安全考量，須全程參團，中途不得脫隊！＊因安全考量，須全程參團，中途不得脫隊！

＊若為整團包團，不適用於本行程報價，需另行報價。＊若為整團包團，不適用於本行程報價，需另行報價。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8/21 16:42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 布理斯班

餐食餐食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旅館旅館 夜宿機上

第2天 布里斯班 － 市區觀光【POWER HOUSE、南岸公園、庫莎山、袋鼠角】－ 黃金海岸(布里斯班)

安排許久的假期即將到來，帶著為這次行程準備行囊出發前往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澳洲，今晚夜宿於飛機上，享受著機上的影

音設備，有許多影片可選擇可觀看，今晚好好休息，補充體力，迎接明日開始的精彩澳洲之行！



餐食餐食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 希臘捲餅簡餐   晚餐／ 澳式牛排餐

旅館旅館 MERCURE GOLD COAST 或 MANTRA 系列 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RISBANE 或同級

第3天
布里斯班 － 考拉奔度假農莊【高爾夫球車尋找野生袋鼠、營火晚會、剪羊毛秀、甩皮鞭、澳洲傳統比利茶、擲飛鏢】— 考拉
奔袋鼠度假村

澳洲的多樣道地的活動體驗，讓您從早忙到晚，玩得不亦樂乎呢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西式自助餐   午餐／ 澳式漢堡餐   晚餐／ 農莊自助餐

旅館旅館 考拉奔袋鼠度假村

第4天
考拉奔袋鼠度假村 － 電影世界主題樂園【神力女超人、蝙蝠俠出任務、尋找我的英雄、多樣遊樂設施】 － 布洛德沙灘 － 黃
金海岸 The Star 五星賭場酒店

今日班機抵達澳洲第三大城－布理斯班。布理斯班是昆士蘭州的首府，更是昆士蘭州的經濟文化和商業中心。

★●【Power House】～矗立在貴族區河畔的文化熱點，改建於20世紀初的布里斯班發電廠，富有歷史的磚造建築下包覆著藝術、文
化、戲劇和特色餐館，融合成獨特的藝術空間。這裡所擁有的獨特氛圍、建築與河岸景觀，值得您前來一探究竟，運氣好還可以碰到不

定期舉辦的各種展覽與市集唷!

★●【南岸公園】～為1988年世界博覽會的舊址，位於布理斯班河南岸，占地16公頃，是最受市民喜歡的地點，而北岸正是大廈林立的
市中心.市民會在假日時觀看廣場上街頭的表演,是享受亞熱帶氣候的好去處，也是每年各式慶典活動中心，觀看跨年煙火之地!南岸公園
亦是昆士蘭美術館，圖書館及博物館的所在地。

●【庫特沙】～位於布理斯班市區西方約七公里的距離，海拔２８７公尺的小山丘，雖然海拔只有２８７公尺，但可遙望整個布理斯班市
區風景，天氣好時可見到摩瑞頓灣。

●【袋鼠角】～Kangaroo Point為一處位於布里斯本河河畔的天然岩壁，可以眺望整個布里斯班河岸的美麗天際線，對當地攀岩愛好
者，來說是最佳的運動場所，對岸是昆士蘭省最高學府－國立昆士蘭科技大學。

★【華美達考拉奔袋鼠度假村】位於布里斯班與黃金海岸金山角風景旅遊區，坐落於布里斯班西南方的考拉本山谷〈KOORALYBN
VALLEY〉。依山傍水被群山和河流環繞的山莊單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在昆士蘭州都是獨一無二的，而在這特別的地理位置，山莊發展出多
項的免費娛樂活動。

★【澳洲牛仔好忙～澳洲農莊活動】:帥氣的牛仔們還會表演甩馬鞭，或是由工作人員帶領下學習體驗原住民狩獵工具迴力鏢，並體驗農
場生活親手擠牛奶，還有欣賞精彩的剪羊毛秀。之後品嘗澳洲牛仔上午茶【澳式比利茶及丹波麵包】。

★【黃昏開GOLF BUGGY車尋找野生袋鼠】您可自行駕駛或是兩人一同乘坐高爾夫球車;尋找可愛野生袋鼠的蹤跡，享受穿梭在渡假村
內遨遊的時光。

（高爾夫球車為２人一部，自行駕駛必須持有駕照以及年滿１６歲，才可自行駕駛喔）

★【歡樂營火晚會】晚餐後，會由農莊的主人，一同會帶領我們感受最澳式的營火晚會，在營火旁大家一同唱歌跳舞，是多麼歡樂的一

件事啊～

※若因天候因素，基於考量安全營火晚會活動改於室內且無營火

【自費活動推薦】

山莊內自由活動時間您可自費【*草地滾球、*打高爾夫球、*迷你高爾夫球、*卡拉OK、*山地自行車、*熱氣球、*無尾熊生態體驗、*
打撞球、*釣魚 等多種自費活動】
(以上活動因季節及氣候不同將有所調整，活動內容以當地村外旅遊處公告為準)有"*"符號之活動，需於當地自費或負擔部分費用，為避
免臨時取消產生費用，建議於當地確認並做購買★

★◎【華納電影世界Warner Bros. Movie World】－澳洲的世界級的樂園，您絕對想不到的是將電影場景活生生搬到您的面前上演，
逼真的現場演出讓您彷彿進入電影中的世界。裡頭結合了燈光、聲效、電影場景，每天的電影主角人物大遊行您可以一次看盡華納電影

中的各種角色一定不會讓您感到陌生，可說是處處充滿驚奇，在園區內您可以隨處跟華納的巨星合影留念。

經典設施

【超人大脫逃】－場景在紐約大都會地鐵站中搭乘地鐵，然後碰上搖天晃的的大地震，之後超人出現拯救受困的乘客，接著雲霄飛車行

駛出密閉的空間，爬升到760公尺高的鐵軌，在不到２秒鐘的時間，無重心的下降後，再來個３６０度的大翻轉，速度由０加速到１０
０，一下子往前一下子又倒退，刺激程度可比擬電影中的情節！是讓人感受到驚人的重力加速度的超高速雲霄飛車。

【致命武器】－全澳洲最高速的雲霄飛車致命武器，讓雙腳從５度騰空翻轉到３６０度的空中懸吊式雲霄飛車，也讓人嚇到最高點，讓

你體驗到腳底發麻的刺激感。

【史瑞克四度空間大冒險】－４Ｄ的立體聲光效果，讓觀眾身歷其境般與電影中的史瑞克和費歐娜面對面接觸喔！

【蝙蝠俠冒險航行】－運用影像和體感型座椅讓人彷彿置身在蝙蝠俠的世界。

【史酷比幽靈快車】－置身史酷比的暗黑幽靈城堡，永遠不知道何時要轉彎的你可以體驗到如同史酷比電影中的速度感。

【小朋友專區】－身高在９５公分以下的小朋友又想追求刺激，不彷可試試瘋狂西部歷險乘遊和必必鳥高速滑車必定讓小朋友快速轉大

人。

●【布洛德沙灘B】～前往黃金海岸著名的布洛德沙灘，綿延無盡的黃金沙灘保證 讓
您無法忘懷！您可漫步沙灘上，享受海天一色的美景，也可以找個安靜的角落來享受一下南半球溫暖的

陽光，欣賞海上衝浪好手的佼健身手。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西式自助餐   午餐／ 園區自助餐   晚餐／ 韓式風味餐

旅館旅館 The Star Gold Coast 或同級

第5天
黃金海岸 － 天堂鄉牧場【澳洲經典剪羊毛秀、擁抱無尾熊拍照、親手餵袋鼠】－ 大嘴鳥(鶶鵝)餵食秀 － 幻影碼頭 － 螃蟹河
生態之旅 － 黃金海岸 The Star 五星賭場酒店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西式自助餐   午餐／ 澳式炸魚餐   晚餐／ 海鮮自助晚餐

旅館旅館 The Star Gold Coast 或同級

第6天 黃金海岸 － 特別安排直升機飛行體驗 － 免稅店 － 太平洋購物中心Pacific Fair － 神仙灣 － 布里斯班 台北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西式自助餐   午餐／ 港式料理   晚餐／ 南洋風味餐

旅館旅館 夜宿機上

第7天 台北

餐食餐食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天堂鄉牧場】～【無尾熊、袋鼠、迴力縹、甩皮鞭、剪羊毛表演、品嚐澳洲丹波麵包及比利茶】在這裡您可以與成群的綿羊玩

耍，從事有趣的牧場活動：擲迴力縹、甩皮鞭，品嚐澳洲特製的丹波麵包及原味十足比利茶，最精彩的就是讓人嘆為觀止剪羊毛表演及

令人拍案叫絶的牧羊犬趕羊，令您體驗到真的澳洲牧場生活有趣的地方！特別安排讓您在這裡與可愛的無尾熊合照呦！ 

●【欣賞野生大嘴鳥(鶶鵝)】～前往海岸邊，尋找從卡通中飛出來的大嘴鳥，現實中的大嘴鳥喉囊裡雖然沒有藏著鳥寶寶，但看著成群的
野生大嘴鳥伊呀伊呀的張開令人驚嘆的喉囊，閒適的踩踏在沙灘上，這就是黃金海岸的樂活！

●【幻影碼頭】－名人購物精品街，逛逛各具特色的精品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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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河生態之旅】～聞名世界的渡假天堂~黃金海岸，當然少不了豐富的戶外休閒活動，其中獨特的捉泥蟹遊船體驗，是黃金海岸獨
特的戶外休閒活動之一。約兩個小時的泥蟹之旅，豐富多樣的活動安排，帶您體驗獨特的旅程，Let’s Go~!!! 

遊船魚樂趣：

從幻影碼頭出發，在前往Broadwater的15分鐘船程中，感受著微風輕撫，郵輪滑過奈蘊河面，除了河畔風光，還能享受釣魚趣~！

泥蟹大追擊：

在Broadwater邊，開始捕捉昆士蘭獨特的泥蟹囉~在25分鐘的活動中，不但能親手籠補泥蟹，在活動結束後，還有最令人期待的品嘗時
刻，肥美的泥蟹+蝦+生蠔在呼喚您唷~！
**在昆士蘭的內河流域，純淨無汙染的水域中，盛產獨特的昆士蘭泥蟹，碩大的體型、不但藏著飽滿多汁的蟹肉，還有非常豐富的營養
價值。

沙灘捉捉樂：

大快朵頤後，登上Broadwater的淺灘，開始60分鐘的沙灘捉捉樂~黃金海岸有著豐富的自然生態，在潮汐相間的沙灘上，尋找可愛的小
藍蟹、藏在沙灘中的ＹＡＢＢＩＥ等多項體驗。

休憩樂船遊：

意猶未盡的沙灘活動後，將啟程回到幻影碼頭，在20分鐘的回程中，享受著迷人的遊船風情，豐富的活動內容，美味的泥蟹，甜滋滋您
的心和胃。

★◎【太平洋購物中心Pacific Fair】～位於黃金海岸布洛德海灘附近，是一個綜合性大型購物商場，裡面有K-Mart、Zara、LV、
Hermes、Target、Coles、Woolworth等大型超市，還有澳洲著名百貨Myer，以及眾多時尚品牌小店，商場設計的動線與空間相當寬
敞舒適，讓購物中心不只是買東西或吃東西，同時也很像是休閒娛樂加上購物的樂園，是黃金海岸最大的購物中心，絕對逛到你流連忘

返。

★◎【特別安排直升機飛行體驗】搭乘直升機，翱翔在黃金海岸城市天際，靜謐內海與藍色外海美景當前，一覽黃金海岸的城市之美。

之後前往澳洲當地的特產店，您可以購買到澳洲特有的羊毛製品和其他代表澳洲的特色紀念產品。(停留時間約45分鐘)

●【神仙灣】－黃金海岸近郊最高級的區域－神仙灣。此區擁有美麗的海灘、高級的住宅區、高爾夫球場等。您可漫步在神仙灣遊艇碼頭
欣賞美麗的海港風情，或是前往具有歐洲風情的徒步區，逛逛各具特色的精品店，彷彿置身歐洲小鎮。

精采的澳洲之行，在不知不覺中度過了，美妙經典的旅遊體驗，依然歷歷在目～晚餐後前往國際機場搭乘豪華班機，返回台北，在回程

的飛機上，看著相機裏的照片，回想著這幾天在澳洲的美好回憶，結束了歡樂的澳洲之旅。

而班機將於今日清晨抵達中正國際機場，返回甜蜜的家！


行程備註

★ 參 團 條 件 及 貼 心 叮 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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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行程報價僅適用於單一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持外國護照或雙重國籍者，費用需另計，請洽業務人員。
2．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內容、班機時間、降落城市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4．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而做前後順序調整，景點及餐數絕不減少。
5． 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
6． 為顧及旅客在旅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內，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
7．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徵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8． 若為整團包團，不適用於本行程報價，須另行報價。
9．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方便提早為您處理。
10．在澳洲，茹素者為少數，故素食菜色並不常見。
建議茹素旅客如前往澳洲旅遊請先自備素食罐頭或素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11．在澳洲，團體房房型無三人房。
如要三個人睡一間，則為雙人房加床，有可能是一大床加一小床，也有可能是加行軍床或沙發床，亦有因飯店設計只能提供兩張大床而無法加床。

12．住房安排為二人一室，如需求單人住宿一間房，則須補價差(請洽您的業務人員)。
13‧澳洲房間普遍不大，且多為二張單人床，若您是2位大人帶2位小朋友參團建議您使用兩間房。
14．如參加貴賓為1大人1小孩(未滿12歲)，小孩須佔床，與該大人同房。
15．本行程安排澳洲當地土產店參觀購物。
16．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50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保額為新臺幣200萬元

※ 行程最低成行人數為15人以上(含)，最多為49人以下(含)。
可賣團位非成團人數之依據，將依據航空公司提供之機位而有調整。如貴客有包團需求，

請務必向承辦業務人員提出。

★ target=_blank> 想要擁有無後顧之憂以及更完整的旅遊平安保障嗎? 請洽服務人員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自身安全，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1. 出發當天請嚴守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機場集合地點，若因故無法準時抵達，務必馬上聯絡領隊，以免遲到後，航空公司服務櫃已關櫃，導致無法登機的嚴重情況
發生。

2. 出國當天請隨身攜帶手機，以免有遲到、塞車、轉機..等意外狀況聯絡不上領隊的困擾。
3.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4. 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5.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策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及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6.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7.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或乘坐快艇時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8. 海邊戲水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9. 如活動具有刺激性，請依個人身體狀況斟酌參加。
10.因行車方向與台灣相反，行走在路上時，請注意來車方向以免發生危險。
11.搭乘纜車時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依序上下。 
12.此為團體旅遊，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3.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及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4.因地形地勢與台灣不一定，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5.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6.遵守領隊所宣布之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及集合時間地點。
17.與團體走失時，請站在原地等侯領隊來尋找，或電話連絡領隊或其他團友。
18.2005年10月之後澳洲政府頒佈新法：餐廳周圍六公尺之內禁止吸煙。
19.入住飯店時，請勿在房內吸煙，澳洲法規對在房內吸煙的罰款嚴重，罰金最高900澳幣。
20.浴室通常皆為乾濕分離式，若因淋浴或不當使用造成房間地毯淹水損壞需付清潔費用，每次約300澳幣起跳。

***行前準備事項有那些：
食品------澳洲禁止攜帶新鮮蔬果．肉類．蜂蜜．乳類製品．蜜餞．中藥等。可攜帶糖果．餅乾．茶葉及未含大料理包的泡麵，海產類零食。一般的西藥(最好外包裝
要有英文內含物說明)如有帶食品，請在入境卡背後food部分打”X”申報後攜入，不實申報會被重罰。

衣著-----早晚涼，中午熱，陽光強烈，冬季乾冷，夏可短袖短褲，冬季需保暖外套，四季皆陽光強烈，帽子(也可防夏季蒼蠅)，太陽鏡不可少。若有墨爾本賞企鵝行
程，則不論任何季節都需帶厚外套，圍巾，望遠鏡。輕便雨衣傘，保護皮膚防乾燥的乳液，護唇膏，眼藥水等。正式服裝不必要，鞋需好走。

春9.10.11月，夏12.1.2月，秋3.4.5月，冬6.7.8月
氣溫參考表：(目前全球氣候異動大，出發前請再洽詢領隊或上網查詢)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布里斯本 20~29 19~28 19~28 16~26 13~23 11~21 9~20 10~22 13~24 15~26 18~28 19~29
雪梨 18~26 18~25 17~25 15~22 11~19 9~17 8~16 9~17 11~20 12~22 15~24 17~25
墨爾本 14~26 14~26 13~24 11~20 9~17 7~14 6~13 6~15 8~17 9~20 11~22 13~24
柏斯 17~32 17~32 15~29 13~25 10~22 9~19 8~18 8~19 9~20 10~23 13~26 15~29 
達爾文 25~32 25~32 25~32 25~32 22~32 20~30 20~30 20~31 23~33 25~33 25~34 25~33

住宿------房間之床位基本上是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如旅客要二人睡一張大床，須事先在報名時向業務人員提出需求(需求後依照每間飯店的狀況而定，不一定有大
床)；另如需加床之旅客，請注意，飯店通常提供的是行軍床或沙發床，要依照每間飯店現場狀況為主。如有小孩不佔床之情形，依飯店提供之房型入住。電壓240
伏，八字型插頭。吹風機也大多有，並有可燒熱水之電壺，但無牙膏，牙刷，室內拖鞋請自備，(有些鄉村旅館沒有洗髮精)，並可準備小鬧鐘。

飛行-----飛行時數約8.5~9小時，機上相當乾燥，冷氣也涼，可準備乳液，長袖衣物．耳塞．眼罩．口罩．勿戴隱形眼鏡，絕對必要的東西如藥物，外套等請不要託
運，以免萬一遺失。體質因素會暈機.暈車.暈船..之旅客，請記得自行攜帶藥物。

金錢-----澳洲使用澳幣，在小商店需付現，中大型之商店可使用信用卡，唯有小費及自費活動不能刷卡，請先在台灣兌換好貨幣。請勿攜帶超過10000元澳幣。出境
攜帶新台幣以6萬元為限

煙酒-----澳洲政府宣布從2017年7月1日開始入境澳洲每人限帶免稅香菸25支或煙草25公克。請勿多帶，澳洲的煙檢查嚴格。酒2.25公升的酒或酒精飲料。攜帶
煙、酒以18歲以上為限。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
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886-800-
001922）。

http://tv.liontravel.com/world_media/show_detail.asp?index_id=737&selected_img=6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zetc/091019/d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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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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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榮澳洲團體經濟艙可單程或來回加價升等商務艙，費用另行報價，需與團 
體團去團回。升等商務艙航段可使用貴賓室，行李按商務艙規定。

2．加價商務艙需待長榮回覆機位狀況，無法保證一定有機位。
3．寒假及過年期間無法加價升等商務艙。
4．長榮團體經濟艙及加價商務艙均無法累積哩程數。
5．團體機票不可延回脫隊，需團去團回;如要延回需自行預訂個人機票。
6．團體機票不能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
7．團體機票無法加價升等商務艙，如需開立商務艙，請預訂個人機票。
8．如需開立搭機証明，依航空公司要求需支付每段費用NTD200。
9．旺季期間出發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10．嬰孩票若去程搭機日是未滿兩歲，返國日已是滿兩歲的小孩，那麼需開小孩票。 
**嬰孩票定義：未滿兩歲 
**小孩票定義：滿兩歲以上，未滿12歲的孩童。

11．高鐵接駁：長榮提供台灣高鐵標準車廂8折/商務車廂85折的優惠服務，票價以出發地點至桃園高鐵站為基 
準。

※長榮高鐵優惠以長榮航空網站公告為主，一旦長榮公告無此優惠，此項優惠即終止。

※旅客需機票號碼以及姓名自行於以下網址預定http://www.evaair.com/zh-tw/book-and-manage-your-trip/thsr-Reservation/，系統將提供起飛航班前三日
(含當日)或抵達航班後三日(含當日)之車次得以選擇並預定。後續高鐵車票之取票、搭乘等規範事項仍維持不變。


旅遊資訊

小費小費

在紐澳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

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如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本公司建議：司機與當地導遊如遇有多站替換時，請於每站結束之前給付，或經旅客同意由領隊統一收取，再分配給各站司機、導遊小費。

1.房間清潔工：每房美金一元，置於枕頭上。
2.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美金一元。
3.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小費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以美金為標準(每位)：
* 五天團美金 5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六天團美金 6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七天團美金 7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八天團美金 8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九天團美金 9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十天團美金 10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十一天團美金11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十五天團美金150 (含司機/領隊/導遊)
* 為避免入境澳洲之通關延誤及困擾，請各位貴賓拒絕幫他人攜帶香煙入境澳洲．

4.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簽證簽證

★澳洲電子團體簽證資料

1. 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返國日算起六個月以上的效期)
2. 基本資料 (內容詳見旅客基本資料表) 
3. 如需辦個簽之旅客需補個簽差價及填寫個簽表格(內容詳見澳簽個簽表格)
4. 工作天約3-4天(國定假日不算工作天)

備註:
1. 未滿十八歲之小孩需另填父母同意書 (各國皆有固定格式)，並附學校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2. 護照不可塗改,、毀損或重覆簽名

★持哪些國家護照進入澳洲可以辦理電子 ETA 觀光簽証呢？
Andorra安道爾 Belgium比利時 Brunei汶萊
Canada加拿大 Denmark丹麥 Finland芬蘭
France法國 Germany德國 Greece 希臘 
Hong Kong香港 Iceland冰島 Ireland愛爾蘭 
Italy義大利 Japan日本 Korea(South)南韓 
Liechtenstein 列支敦斯登 Luxembourg盧森堡
Malaysia馬來西亞 Malta馬爾他 Monaco摩納哥
Netherlands荷蘭 Norway挪威 Portugal葡萄牙 
San Marino聖馬利諾 Singapore新加坡 Spain西班牙
Sweden瑞典 Switzerland瑞士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國
Vatican City梵諦岡 United Kingdom 英國

澳洲辦事處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24樓 電話:+852 2585 4139

電壓時差電壓時差

＊＊電壓：220伏特，扁頭八字型插座，需要轉換插頭才可使用。 
＊＊東澳夏令節約時間(10月底至3月底):
　　昆士蘭省(布里斯班、黃金海岸、凱恩斯等)比台灣快２小時
　　新南威爾斯省(雪梨、藍山、坎培拉等)比台灣快３小時
　　維多利亞省(墨爾本、菲利普島等)比台灣快３小時
　　東澳冬令時間(4月初至10月底前):均比台灣快２小時
　　西澳(如柏斯)則無時差

電話電話

紐澳地區的公用電話可直撥國際電話回台灣，為付費方式有投幣、電話卡、信用卡三種。

澳洲市內公用電話費為40A￠
人在澳洲要打回台灣時

撥號順序：當地國際冠碼 + 欲通話國碼 + 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撥號順序為：0011 + 886 + 2 + 250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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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澳洲，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撥號順序： 當地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0以後的號碼
撥號順序為： 0011＋ 886 ＋ 932.......(0932....不撥0)

人在台灣要打到澳洲時

撥號順序：當地國際冠碼 + 欲通話國碼 + 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撥號順序為：002 + 61 +區域碼 +電話號碼

＊澳洲地區使用網際網路皆需付費，費用約每小時AUD-10元起，部分飯店有提供有線或無線寬頻
依不同城市收費皆不盡相同，需依照各飯店定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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