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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03/04/2019                                                  PDT-I-OPT-AUS-IAU-043 (P.1) 

澳洲【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黃金海岸地區) 

 
《以下自費項目只適用於全天自由活動時間之團隊》 

 

 

 

 

每位收費(澳幣 AUD)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螢火蟲夜遊之旅螢火蟲夜遊之旅螢火蟲夜遊之旅螢火蟲夜遊之旅 澳洲著名的螢火蟲之家，受政府保護和管制的大自然國家公園。在專業導遊帶領下，遊客沿途觀賞螢火蟲如何生長在夜幕中的熱帶雨林世界，奇妙的雨林樹木及南半球星空，感覺奇特有趣。 

 

(不包晚餐) 

1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2 人 AUD 95 
AUD 65 

(3至 13歲) 
於酒店休息 

品嚐皇帝蟹品嚐皇帝蟹品嚐皇帝蟹品嚐皇帝蟹   
最少有 8位以上一同享用 

AUD 100 起 
(需視乎當天海鮮價格而定) 

 黃金海岸 品嚐原隻鮑魚品嚐原隻鮑魚品嚐原隻鮑魚品嚐原隻鮑魚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 人 AUD 75  

每位收費(澳幣 AUD)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捉蟹遊船之旅捉蟹遊船之旅捉蟹遊船之旅捉蟹遊船之旅    活動包括泥灘捉 Yabbie作魚餌釣魚及捉蟹示範及淺嚐蟹 2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4人 AUD 95 AUD 70 

(3至 13歲) 於酒店休息 
AUD 99 

AUD 69 

(4至 16歲) 
熱帶水果世界熱帶水果世界熱帶水果世界熱帶水果世界    認識各類水果樹及可試食，乘坐小火車及遊船河觀賞雨林 (包午餐，不包接送) 2.5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 小時 10人 

*另加接送 AUD 30(每人) /  最少 10人起 

於酒店休息 捉蟹遊船之旅捉蟹遊船之旅捉蟹遊船之旅捉蟹遊船之旅++++熱帶水果世界熱帶水果世界熱帶水果世界熱帶水果世界    ((((包午餐及來回接送包午餐及來回接送包午餐及來回接送包午餐及來回接送))))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小時 10人 AUD 198 

AUD 158 

(4至 16歲) 
於酒店休息 飛速快艇飛速快艇飛速快艇飛速快艇 黃金海岸最刺激，飛速快艇體驗 

 

(不包接送，需自行前往) 

55 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4人 AUD 69 
AUD 50 

(5至 14歲) 
於酒店休息 黃金海岸 

黃金海岸日落遊船之旅黃金海岸日落遊船之旅黃金海岸日落遊船之旅黃金海岸日落遊船之旅 全程帶您探索布羅德海域這座綠色濱海城市的美景，布羅德海域是黃金海岸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遊船伴隨著平靜的海面緩媛而行，途徑濱海公園和格式海灘島嶼，日落景色美不勝。(包接送，黃金海岸出發) 

1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0 分鐘 8人 AUD 70 
AUD 50 

(3至 13歲) 於酒店休息 



 

生效日期: 03/04/2019                                                  PDT-I-OPT-AUS-IAU-043 (P.2) 

 

《以下自費項目只適用於全天自由活動時間之團隊》 
 每位收費(澳幣 AUD)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天閣露瑪海豚島一天遊天閣露瑪海豚島一天遊天閣露瑪海豚島一天遊天閣露瑪海豚島一天遊

Tangalooma 天閣露瑪海豚島島上活動滑沙，餵飼野生海豚。 
 
*費用已包來回接送、船票、AUD20午餐代用券、滑沙及餵飼海豚(需提前預定)。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90 分鐘 4人 AUD 259 
AUD 209 
(3至 13歲) 

於酒店休息 

AUD 40 
AUD 31 

(4至 16歲) 大水鴨水陸之旅大水鴨水陸之旅大水鴨水陸之旅大水鴨水陸之旅 乘坐水陸兩用車遊覽黃金海岸。 
 
(不包接送) 

1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6人 家庭套票 (2 成人+2 小童) 
AUD 132 

於酒店休息 

AUD 60 
AUD 39 

(3至 13歲) 門票(不包接送)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人 

*另加接送 AUD20(每人) / 最少 8人起 

於酒店休息 

AUD 69 
AUD 48 

(3至 13歲) 

夢幻世界夢幻世界夢幻世界夢幻世界
Dreamworld 佔地 85 公頃，是黃金海岸最多娛樂設施的機 動 遊 戲 樂園，更設有野生動物世界，飼養了過百種澳洲野生動物。 

門票+樹熊相 
(不包接送)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8人 

*另加接送 AUD20(每人) / 最少 8人起 

於酒店休息 門票 
(不包接送) 

任何時間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6人 AUD 25 
AUD 14 

(3至 13歲) 門票+ 
High Tea 
(不包接送) 

任何時間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2人 
AUD 90 

(2 位大人) 
 

Q1攀登 
(不包日落時段，不包接送) 

任何時間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2人 AUD 74 
AUD 54 

(3至 13歲) 

Q1 Skypoint觀景台觀景台觀景台觀景台 是全澳唯一的海景觀景台，擁有 360 度玻璃全景台，可以環瞰黃金海岸及從布里斯本到拜倫灣的美麗景色。 Q1攀登 
(日落時段，不包接送) 

任何時間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 分鐘 2人 AUD 94 
AUD 74 

(3至 13歲) 

於酒店休息 

7日有效票價 
(不包接送)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人 AUD 77 

AUD 51 
(3至 13歲) 

地區 

夢幻世界夢幻世界夢幻世界夢幻世界
Dreamworld + 
Q1 Skypoint觀景台觀景台觀景台觀景台 

7日有效票價+ 樹熊相 
(不包接送)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6人 AUD 86 
AUD 60 

(3至 13歲) 

於酒店休息 

 

 

 

 

 

 

 



 

生效日期: 03/04/2019                                                  PDT-I-OPT-AUS-IAU-043 (P.3) 

 

《以下自費項目只適用於全天自由活動時間之團隊》 

 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停車費、入場費、導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收費只接受澳幣現金繳款。 

9.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10.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每位收費(澳幣 AUD)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Outback 大型牛仔大型牛仔大型牛仔大型牛仔 Show 劇場劇場劇場劇場 壯觀的環形舞台聆聽澳洲大陸的歷史，一場感人的聲光電表演。 
*包晚餐(雞、牛、素)。 
 
*只適用逢星期二、三、五、六 

2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4人 AUD 129 
AUD 89 

(3至 13歲) 
於酒店休息 

AUD 49 
AUD 35 

(4至 14歲) 門票 

(不包接送)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40 分鐘 8人 

*另加接送AUD 20(每人) / 最少8人起 

AUD 74 
AUD 60 

(4至 14歲) 

黃金海岸 可倫賓可倫賓可倫賓可倫賓 野生動物園野生動物園野生動物園野生動物園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門票+ 樹熊相片 
  
(不包接送) 

全天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40 分鐘 8人 

*另加接送AUD 20(每人) / 最少8人起 

於酒店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