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遊昆士蘭】5 天之旅 

 

第 1 天: 出發地>>>布裡斯本機場>>入住機場酒店 

 

第 2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0 分鐘)>>>南岸公園(特色市集,人造沙灘,可自費程搭摩天輪俯瞰整個

城市)>>>(車程約 1 小時)>>>黃金海岸>>>(車程約 20 分鐘)>>>布羅德沃特 (抓泥蟹,釣魚,品嘗漁

獲)>>>(車程約 1 小時)>>>春溪國家公園(夜訪藍光蟲洞穴,*每日進入國家公園名額限定需提前預

約)>>>(車程約 1 小時)>>>入住市內酒店 

 

第 3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45 分鐘)>>>羊駝牧場(可以親手餵飼羊駝)>>>(車程約 30 分鐘)>>>天寶

林山 GALLERY WALK 特色小鎮 (酒莊、藝廊、傳統工藝品店、芝士工場、朱古力工場...)>>>(車程約 1

小時)>>>歐蕾利國家公園>>>(車程約 1 小時)>>>雷明頓國家公園(世界自然遺產,雨林樹頂漫步)>>>(車

程約 1 小時 15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4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10 分鐘)>>>Sky Point 展望台(昆士蘭最高建築 Q1 HOTEL)>>>(車程約 10

分鐘)>>>Aquaduck 水陸巴士遊覽黃金海岸>>>(車程約 30 分鐘)>>>庫倫賓野生動物園(可抱考拉影

相、親手餵飼袋鼠、觀看剪羊毛, 大部分動物都可親密接觸)>>>(車程約 3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5 天: 酒店早餐>>>送機>>>(車程約 1 小時)>>>布裡斯本機場>>>回程地 

 

 

 

 

 

 

 

 

 

 

 

 

 



 

5 天獨立包團費用: 

1. HKD4,420/PERSON (6 人同行,安排 12 座車) 

2. HKD4,770/PERSON (4 人同行,安排 6 座車) 

3. HKD5,635/PERSON (2 人同行,安排 5 座車) 

 

費用包括:  

1. 中文司機的費用 

2. 道路費，油費，停泊費  

3. 酒店 4 晚住宿及次日早餐  

4. 所列行程三天(每天 10 小時)用車（超時需收取額外費用，等候時間也計算在內） 

5. 送機服務 

6. 夜訪藍光蟲洞穴夜間遊 

7.  水陸巴士遊覽 

8.  黃金海岸蟹趣之旅 & 海鮮品嘗 

 

***以上價錢不包含機票，酒店城市稅，餐食（如有註明除外）和景點門票 

***以上價錢和建議行程只供參考，我們可以按照客人的要求再編製行程 

***旺季需要加收附加費 

 

 

 



 

 

 

 

 

 

 

 

 

 

【傲遊澳洲昆士蘭】5 天之旅 

 

【澳洲昆士蘭獨立包團系列】 從布里斯本乘車一小時，即可抵達黃金海岸。金海岸的海灘是當地的

星級景點，當中包括舉世馳名的衝浪者天堂沙灘。除了這些海灘外，當地還有悠閒的社區、多姿多

采的餐飲選擇和黃金海岸的著名主題樂園。記得預留足夠時間，到亞熱帶內陸參觀雨林和瀑布。 

 

出發地: 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歐洲及美加… 

 

第 1 天: 出發地>>>布裡斯本機場>>入住機場酒店 

 

Hotel：ibis Brisbane Airport Hotel 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第 2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0 分鐘)>>>南岸公園(特色市集,人造沙灘,可自費程搭摩天輪俯瞰整個

城市)>>>(車程約 1 小時)>>>黃金海岸>>>(車程約 20 分鐘)>>>布羅德沃特 (抓泥蟹,釣魚,品嘗漁

獲)>>>(車程約 1 小時)>>>春溪國家公園(夜訪藍光蟲洞穴,*每日進入國家公園名額限定需提前預

約)>>>(車程約 1 小時)>>>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Vibe Gold Coast Hotel 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南岸公園（South Bank Parklands） 

南岸公園位於布里斯班河南岸，是一個帶狀的親水公園，沿河而建，由維多利亞橋等與布里斯班北

部城區相連。這裡是享受布里斯班亞熱帶氣候的好去處，也是人們露天野餐的不二之選。園內有水

質清澈的人造海灘和青蔥的林蔭草地，你可以在這裡燒烤，可以乘著郵輪欣賞河岸景緻，或者是在

廣場上觀看街頭表演，走進電影院看場超大銀幕的電影。 

 

 



 

布羅德沃特 蟹趣之旅（Broadwater） 

作為澳大利亞戶外活動體驗的首選，黃金海岸蟹趣之旅是一個完全享受當地獨特生活方式的旅程，

通過釣魚，捕捉淡水蟹蝦，捕蟹，螃蟹展示等各種各樣的活動，讓遊客深入探索黃金海岸的樂趣，

並親身體驗參與其中，樂此  

不疲。 

 

 



 

 
 

春溪國家公園 夜訪藍光蟲洞穴（Natural Bridge glow worm) 

春溪國家公園內，穿越層層瀑布與南極山毛櫸樹，抵達秘境一般的藍光蟲洞（真菌蚊蚋幼蟲）。有著

穩定的發光模式，幼蟲越餓的時候發出的光亮越強，他們用光源引誘食物，並以幼蟲分泌的絲線纏

住食物。在幽暗山洞之中透出藍色光芒，就像室內觀星一樣，帶給人滿滿奇幻想像！切記千萬不要

以任何光源照射這些藍光蟲，並配合維護當地珍貴的生態環境。 

 

第 3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45 分鐘)>>>羊駝牧場(可以親手餵飼羊駝)>>>(車程約 30 分鐘)>>>天寶

林山 GALLERY WALK 特色小鎮(酒莊、藝廊、傳統工藝品店、芝士工場、朱古力工場...)>>>(車程約 1

小時)>>>歐蕾利國家公園>>>(車程約 1 小時)>>>雷明頓國家公園(世界自然遺產,雨林樹頂漫步)>>>(車

程約 1 小時 15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Vibe Gold Coast Hotel 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羊駝牧場 (Mountview Alpaca Farm) 

可以親手餵飼羊駝。 



 

 

 
天寶林山 GALLERY WALK (GALLERY WALK) 

這條街上有很多風格各異的小店鋪，出售各種古玩藝術品，有些像微縮的“北京潘家園古玩一條

街”。小鎮上有長達 500 米的藝術畫廊，還有眾多出售自製陶器、藝術品的商店和格調優雅的咖啡

館，酒莊。每一間都獨特雅致。亮麗的色彩和濃郁的歐式風味讓這山中的小鎮有了太多的另人尋

味，令人流連忘返。 

 



 

 

 



 

 

歐蕾利 & 雷明頓國家公園 (O'Reillys & Lamington National Park) 

位于名列世界遗产的雷明顿国家公园中心地带，占地约 2 万公顷，距离黄金海岸市中心 90 分钟车

程。在欧蕾莉雨林庄园，您可以欣赏到壮观的 McPherson 山脉全景和具有昆士兰内陆特色的丘陵地

貌。古老雨林保存完好，参天古树随处可见。树顶之间架有悬桥，可在桥上漫步；或者爬到树管顶

部，登高望远。此外，林中栖息的鸟类是另外一绝，您可自由饲喂五彩斑斓的野生鹦鹉，乐趣无

穷。雷明頓國家公園位於春溪國家公園西側，是當地有名的生態基地。公園內的大部分景觀都在高

原上，具有獨特的亞熱帶雨林風光，景區為遊客建有多條觀光步道，沿途可看見峽谷、瀑布、熱帶

雨林和可愛的小動物，吸引了各地遊客來此觀光度假。 

 



 

第 4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10 分鐘)>>>Sky Point 展望台(昆士蘭最高建築 Q1 HOTEL)>>>(車程約 10

分鐘)>>>Aquaduck 水陸巴士遊覽黃金海岸>>>(車程約 30 分鐘)>>>庫倫賓野生動物園(可抱考拉影

相、親手餵飼袋鼠、觀看剪羊毛, 大部分動物都可親密接觸)>>>(車程約 3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Vibe Gold Coast Hotel 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Sky Point 展望台 (SkyPoint Observation Deck) 

除了在昆士蘭享受陽光、海灘與各種刺激的海上活動，你還可來南半球第一高樓（Q1 大廈）一飽眼

福！她的外觀靈感融合了雪梨奧運會火炬、雪梨歌劇院以及澳洲人的生活方式。乘坐 Q1 大廈

Skypoint 觀景台世界最快的電梯抵達頂部，用時不到 43 秒。天氣晴朗時，頂高遠眺，從布里斯本到

拜倫灣，從太平洋的危險角到內陸的國家公園，從衝浪者天堂的熙熙攘攘到黃金海岸的綿延不斷，

令人讚歎不已的 360 度的美景盡收眼底。 



 

 

 

Aquaduck 水陸巴士（Aquaduck Bus） 

黃金海岸是澳大利亞的知名遊覽勝地，我們的這個遊覽項目可以讓您看到城市的更多的景觀，甚至

比最長的遊船看到的還要多。 大水鴨是黃金海岸地區最可靠，最專業的水陸兩棲遊覽項目。 是澳

大利亞最早提供水陸兩棲公共汽车城市之旅的公司，於 1996 年開始運營，現在已經成為黃金海岸當

地玩樂項目的標誌之一。 

 



 

 

庫倫賓野生動物園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可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是一片原始林區，是澳洲最具本土特色的動物保護區。在這個開放的園區

內，不僅有動物科普知識活動，還有動物醫療設備。大陸板塊漂移學說中提到現在的澳大利亞板塊

是幾千萬年甚至更久以前從歐亞大陸板塊上分離開來的，從大陸板塊分開的那一刻起，整個澳大利

亞大陸上的生物演變便呈現出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因此，澳大利亞大陸上也出現了一些在別的大

陸上從未出現過的新穎的品種。現如今，說起澳大利亞，首先想起的永遠是澳大利亞最奇特的野生

動物：袋鼠、考拉、鴯鶓等等形態各異卻都活潑可愛的動物。好像只有小朋友才會去的動物園，也

成為遊客來到澳大利亞的必到觀光點。而在黃金海岸，你怎麼可以錯過來可倫賓動物園呢？在這裡

你不僅能見到這些神奇的野生動物，還可以買一包食料親自給小動物們餵食，與它們來一張最完美

的合影！ 

 

第 5 天: 酒店早餐>>>送機>>>(車程約 1 小時)>>>布裡斯本機場>>>回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