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豔陽黃金海岸７日(含稅) 

出發日期.售價:12/03、12/07、12/18   32,800 元 

12/22   33,800 元        12/25   36,800 元 
   

行程特色 

贈送---前 5 組兩人同行報名繳訂的旅客可享免費 WIFI 機一台!趕緊呼朋引伴去澳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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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海岸經典推薦景點★ 

 經典推薦１．★【夢幻世界 DREAM WORLD】～全日狂歡－內有十一個遊樂區，讓您樂翻天，這裡

還特別安排您跟無尾熊拍照唷。 



 
 

 經典推薦２．【黃金海岸１０１～ＳＫＹ ＰＯＩＮＴ】～登上黃金地標，明信片景點黃金海岸線

盡在您眼前！ 

 
 

 經典推薦３．★【品酒巡禮之旅】－寧靜、舒適的環境能讓您放鬆心情、品嚐澳洲生產的醇美葡萄酒！ 

藍騰酒莊擁有 30年以上的製酒經驗，善於製造葡萄酒及獨特的蜂蜜酒，您可更深入了解製酒過程，也可前往婀娜多姿的

波羅尼亞園林，可和美麗諾綿羊玩耍及觀看蜂箱等，這能讓你體會澳洲自然風情。 



 
 

 經典推薦４．★【黃金豪華遊艇 & 浪漫水上教堂】－搭乘百萬豪華遊艇欣賞黃金海岸河岸風光！迷

你的可愛水上教堂別千萬別錯過哦！ 

 
 

 經典推薦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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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海岸邊旁的當地魚市場,每天利用賣剩下的漁貨,來餵食大嘴鳥,因為經過數十年的餵食,這些塘鵝也已養成習慣,每天

時間一到就會出現在這間漁市場旁邊,等候店家的餵食,這樣的活動,也引來了需多當地居民前來欣賞人潮。 



 
 

經典推薦６．★【波利特國家公園】－絕美的海天一線，任雲霧淹沒海市蜃樓！ 

在海灘上你也可以見到許許多多的衝浪人在海上展現英姿，在這裡可以延著黃金海岸的海岸沿線遠眺黃金海岸市的全景，

或而探訪位於海灘旁國家公園內的森林步道，親自體會這千萬年來地殼與地形變化的奇景。 

 
 

經典推薦７．★【南岸河濱公園】－布理斯班市民最喜歡的城市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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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推薦８．★【海港城購物商場】－黃金海岸最大的 Outlet！ 

比台灣便宜的 Coach、有澳洲 Coach 之稱的 Oroton、澳洲必拜羊毛靴－UGG，都讓你以平價的價格，享受購買名牌的樂趣，

高貴不貴，瘋狂"刷"拚，絕對不虛此行! 

 
 

經典推薦９．★【庫特沙山】－遙望布里斯班的都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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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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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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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X  午餐／X  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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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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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昆士蘭大學。 

餐 食：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日式壽司餐  晚餐／中式料理  

旅 館：MANTRA ON VIEW HOTEL 或 MANTRA ON SHARKS 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RISBAN

E  或同級 

第 3

天 
黃金海岸 － 夢幻世界主題樂園【澳洲經典剪羊毛秀、擁抱無尾熊、親手餵袋鼠、無尾熊拍照、多樣刺激遊樂設

施】－ 黃金海岸 

◎【夢幻世界綜合性主題樂園】～上午前往榮獲昆士蘭省觀光局頒發最佳遊樂區及榮獲觀光局選為最受歡迎的夢

幻世界，整座樂園分成鄉村集山、樹熊王國、海洋盛會、綠色村莊橡樹溝、河畔小城、石洞及藍色珊瑚礁等。由

領隊帶領著各位貴賓欣賞精彩無比的剪羊毛秀、狗趕羊等活動！ 

 

【澳洲經典剪羊毛秀】～在全新落成的 Dream Woolshed觀賞剪羊毛秀，原汁原味牧場生活感動呈現，看看靈巧

的牧羊犬如何狗趕羊、以及牧場技師精湛的剪羊毛秀！ 

 

【夢工廠體驗樂園】～史瑞克的遙遠王國、馬達加斯加的冒險叢林、功夫熊貓的阿寶樂園等多位來自夢工廠的卡

通明星，等你來玩呦！ 

 

【澳洲動物體驗區】～昆士蘭東南部最大的本土野生動物園之一，佔地四公頃，擁有多樣澳洲特有動物：無尾

熊、袋鼠、塔斯馬尼亞惡魔、袋熊以及澳洲國鳥．．． 



 

【勇氣大考驗】 

●極速摩托車－騎上極速摩托車！讓你親身體驗甚麼叫做摩托車界的雲霄飛車！ 

●驚懼之塔－夢幻世界重頭戲，一列倒著飛的特級列車，飆上青天後會再以絕快的速度飛回發車點 

●大墜落－號稱全世界速度最快、高度最高的自由落體，由最高點落下時十度高達每小時１３５公里 

●瘋鋸驚魂－１５層樓高的過山車，將以時速１０５公里驟然下墬！ 

 

【闔家同樂趣】喊破你的喉嚨～ 

●龍捲風雲霄飛車－３６０度圓環重力過山車，嚇破膽大體驗！ 

●殭屍逆襲－拿起雷射槍一起消滅殭屍！但也要小心殭屍的逆襲～ 

●夢幻小火車－一起搭上夢幻小火車，探險夢幻世界的每個角落吧！ 

●雷河泛舟－搭上小舟，在雷河上泛舟漂流，與急流險灘對抗。 

●功夫熊貓轉盤－和功夫熊貓大轉盤一起旋轉大搖擺吧！ 

●逃離馬達加斯加－小朋友最狂野最有趣的過山車體驗～ 

●快樂滑翔翼－臉朝下平躺，讓你在棒棒糖和大水滴中飛翔！ 

 

※全園區提供免費ＷＩ－ＦＩ，讓您隨時上傳歡樂照片，分享歡樂零時差！ 

※若遇部分設施維修期間敬請見諒，遊玩時間寶貴敬請自行調配設施使用時間。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園內自理餐  晚餐／義式料理  

旅 館：MANTRA ON VIEW HOTEL 或 MERCURE GOLD COAST 或 PARADISE RESORT  或同級 

第 4

天 
黃金海岸 － 海港城ＯＵＴＬＥＴ － ＳＫＹＰＯＩＮＴ 黃金海岸１０１ － 布洛德沙灘 － 黃金海岸 

★◎【海港城 ＯＵＴＬＥＴ】～Outlets購物是許多人出國旅遊的主要動力之一，海港城 HarBourTown 是黃金海

岸最大的 Outlet，開幕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並於２０００年榮獲澳洲皇家建築學院－黃金海岸年度最佳建築獎，

且從２００１年至今每年都榮獲昆士蘭旅遊獎－最佳旅遊購物區，不論國際知名精品－Coach、Boss、Fossil、

Swarovski，時尚休閒品牌－Polo Ralph Lauren、Tommy Hilfiger、Lacoste、Levis、Jeep、Volcom、Hurley、

Victoria's Secret，或是有澳洲 Coach 之稱的澳洲時尚皮件精品－Oroton，以及來到澳洲不能不拜的時尚羊毛靴

－UGG，澳洲衝浪品牌－Rip Curl、Rusty，澳洲休閒品牌－Cotton on、JayJays，都讓你以平價的價格，享受

購買名牌的樂趣，高貴不貴，瘋狂"刷"拚，絕對不虛此行! 

(櫃位以商場現場實際情況為主，以上品牌資訊僅供參考) 

 

★◎【Sky Point】～堪稱黃金海岸最高的建築，結合綜合娛樂及私人住宅的大樓，總共 77層樓高，一般 的觀景

台不稀奇，在這裡您可看到的是黃金海岸的美麗景緻，湛藍的大海及藍天，及遠方的金色沙， 灘，進入眼簾，彷

彿是黃金海岸的１０１，玻璃窗外的遼闊，等你來一探究竟！ 

 

●【布洛德沙灘 Broadbe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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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西式自助餐  午餐／方便遊玩自理  晚餐／越南河粉  

旅 館：MANTRA ON VIEW HOTEL 或 MERCURE GOLD COAST RESORT 或 PARADISE RESORT  或同級 

第 5

天 
黃金海岸 － 品酒之旅【親手餵食逗趣綿羊、超逗趣羊駝、品嚐澳洲生產的醇美葡萄酒】— 辛茲大壩 －鷹高藝術

小鎮 －波利特國家公園 － 黃金海岸 



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帶您前往黃金海岸著名酒莊。 

 

★◎【酒莊品酒之旅】～前往著名的藍騰酒莊擁有 30 年以上的製酒經驗，善於製造葡萄酒及獨特的蜂蜜酒，您

可更深入了解製酒過程，在整個遊覽過程您可品嚐最好的葡萄酒。您也可前往婀娜多姿的波羅尼亞園林，還有可

愛的美麗諾綿羊，您可親手餵食並享受澳式農家的鄉村氣息，這能讓你體會澳洲自然風情。 

 

●【辛茲大壩】～風景優美，擁有遼闊視野的辛茲大壩，現為黃金海岸主要供水水庫，耗資近四億澳幣，花費 30

年才建設完工。當初建設時炸山所產生的石塊，直接就地取材用於水庫造景，在風景區內堆砌成石塊山。而這個

詩如畫的大壩卻有個悲傷的故事，為了紀念當初姓氏為 Hinze 的家庭在大壩山谷被淹沒，特別將此姓氏作為命

名。此外，辛茲大壩的周邊將作為 2018年英聯邦運動會，山地自行車的比賽場地，屆時將會有來自英聯邦國協

的各地好手在此奔馳，一爭高下。 

 

◎【鷹高藝術小鎮】－鷹高藝術小鎮，位處於群山環繞是昆士蘭省第一座國家公園；海拔 580 公尺，屬於涼爽的

高原氣候、視野遼闊。也因為最初的德國移民先來至此，慢慢演變為德國村落，隨處可見充滿迷人的歐洲建築風

格，全長一公里的街上外牆粉紅色、黃色、白色…花坊、手工藝術品店、黑森林咕咕鐘小屋....等特色商店能發現

獨一無二的雕塑及手工製品。真是讓您眼花撩亂。如果您在謀殺相機記憶體的同時遇上友善的店家老闆跟您打招

呼您也別忘了做個優良的國民外交喔﹗或您亦可找一間浪漫的咖啡廳，悠閒的喝杯咖啡品嚐超讚的澳洲甜品(自

費)，享受一下南半球暖暖的陽光。澳大利亞式輕鬆愜意的生活！ 

 

●【波利特國家公園】－位於黃金海岸南邊是個著名的海灘 Burleigh Heads Beach，在海灘上你也可以見到許許

多多的衝浪人在海上展現英姿，在這裡可以延著黃金海岸的海岸沿線遠眺黃金海岸市的全景一覽黃金海岸的天際

線，或是探訪位於海攤旁國家公園內的森林步道，可以欣賞到當地特殊的地理特色及豐富的自然生態，親自體會

這千萬年來地殼與地形變化的奇景。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澳式漢堡餐  晚餐／中式料理  

旅 館：MANTRA ON VIEW HOTEL 或 MERCURE GOLD COAST 或 PARADISE RESORT  或同級 

第 6

天 黃金海岸 － 幻影碼頭 － 皇家豪華私人遊艇之旅 － 水上教堂 － 餵食野生大嘴鳥 － 奢華神仙灣 － 布里斯本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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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私人遊艇之旅】－前往搭乘豪華遊艇暢遊奈蘊河灣，因為遊艇造價及維修保養的費用相當之高，所以

並非一般澳洲人都能所擁有的，要搭乘豪華遊艇出遊，也並不是在每個地方都可以體驗到的，除了要擁有一艘舒

適豪華的遊艇以外，還要有絕佳的海灣，才可以真正體會到在“為何名人富豪”都喜歡在自己的私人遊艇上休閒．

當然“奈蘊豪華遊艇之旅“就具備了所有的條件，讓你可以輕鬆體驗名人生活，搭乘遊艇從漁人碼頭出發延著奈蘊

河灣，一路欣賞兩岸建築風格獨特的富人別墅的還有停靠在私人碼頭的豪華遊艇，或許更有機會發現到停在豪宅

旁的直昇機，當然更可以見到南半球著名的住宅高樓Ｑ１。體會澳洲人的生活環境及輕鬆步調，探索另類的旅遊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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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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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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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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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瀝瀝在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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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澳式炸魚餐  晚餐／澳式牛排餐  

旅 館：夜宿機上   

第 7

天 
台北 

今日清晨班機返達國門，結束充實且愉快的東澳之旅。 

餐 食：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X  晚餐／X  

備註  

★ 參 團 條 件 及 貼 心 叮 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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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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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12/03 一 長榮航空 BR315   桃園機場  23:20  布里斯班機場 2018/12/04 10:20  



2018/12/08 六 長榮航空 BR316   布里斯班機場  22:35  桃園機場 2018/12/09 05:15  

  

自費活動參考 

A：危險 B：一些危險 C：安全 

城市 節目名稱 簡介 費用 備註 危險 

黃金海岸 黃金海岸直升機 

A-海洋世界飛行(約 5分鐘): 在藍

天上俯瞰獲獎無數的主題公園——

海洋世界的美麗景致，空中巡游南

港海道上的 Mirage碼頭、喜來登

酒店，直到風光旖旎的南斯特拉布

鲁克島的最南端。 B-衝浪者天堂

飛行(約 10分鐘)： 包括海洋世界

的飛行路線，並將帶您南下遨游黄

金海岸的浩瀚海域，巡游绵長海

岸，俯瞰富麗堂皇的木星賭場，並

在衝浪者天堂低空掠過海岸邊高樓

林立的天際線。 

澳元   

大人 $99.00 

小孩 $79.00 

海洋世界飛行(約 5分鐘)-

 AUD$69 衝浪者天堂飛

行(約 10 分鐘)-AUD$99   

A 

黃金海岸 
夜晚自然橋螢火

蟲國家公園 

晚餐後出發(含旅館接送.導遊)進入

國家公園雨林世界,欣賞神木&巨大

藤蔓,並觀賞藍光螢火蟲,還有抽獎

活動可參加喔!(若遇天雨,會停止介

紹星座,其他活動不受限) 

澳元   

大人 $110.00 

小孩 $100.00 

此國家公園每天只開放 3

00名旅客參觀,故需提早

預約訂位 (★售價自 01/0

2/2018 調漲為大人 AUD1

10;CHD100 )  

C 

黃金海岸 

螃蟹河(釣魚.品

嚐生蠔.泥蟹之

旅) 

由導遊帶領至專屬碼頭搭特製的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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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尋找螃蟹落網的蹤跡。教

您辨別雄蟹與母蟹，讓您在船上品

嚐黃金海岸美味的螃蟹及鮮美的生

蠔。 

澳元   

大人 $80.00 

小孩 $70.00 

(1)包含來回接送車資.門

票 (2)全程約 2.5 小時 (3)

人數需達 15 以上成行   

C 

黃金海岸 
黃金海岸夜遊(人

生三大希望之旅) 

搭乘私人豪華遊艇遊納瑞灣，有中

文導遊全程解說介紹，並登上南半

球獨一無二水上教堂，安排參觀澳

洲中產階級家庭，體會當地住宅生

活。(行程約 2.5小時) 

澳元   

大人 $90.00 

小孩 $80.00 

(遊船時間 1小時)，船上

每人有香檳.生蠔.海蝦.澳

式烤鷄餐.水果招待  

C 

黃金海岸 

熱汽球 HOT AIR

 BALLOON (BA

LLOON DOWN 

UNDER GOLD 

COAST) 

含旅館接送、乘坐熱氣球 30分

鐘、全程來回約 3個小時 (05:30--

0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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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元   

大人 $230.00 

小孩 $190.00 

1.5 歲以上方可參加 2.含

旅館來回接送 3.包含 A$3

0之保險費 4.乘坐熱氣球

附近較偏遠,出發前 請先

上洗手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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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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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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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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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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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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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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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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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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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