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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4夜/ 6

黄金海岸超值团

抵达黄金海岸后，驱车前往天堂农庄体验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参加
各种农场活动，如剪羊毛，抽响鞭等等表演活动。你可在天堂农庄
亲手喂食袋鼠、鸸鹋和沙袋鼠。特别赠送： 与树熊合照！
Upon arrival, proceed to Paradise Country Farm, a great
destination to experience an authentic Aussie Farm that
reflects the traditional Australian bush culture. Join farm
activities like sheep shearing or whip cracking. Spot
kangaroos, emus and wallabies. Special: Free Koala Photo!

特别安排
❶天堂农庄
❷海洋世界
❸电影世界

地道美食

第3天
DAY 3

❶澳洲式农场烧烤午餐
❷硬石餐厅西式晚餐

酒店住宿
❶全程 4 星酒店 Local 4-stars Hotel
第1天
DAY 1

新山

新加坡

黄金海岸

【机上用餐】
【
】

集合于指定地点, 前往新加坡樟宜机场办理登机手续,飞往澳洲著名
旅游胜地 – 黄金海岸。
Meet at assemble point and board coach for transfer to
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for overnight flight to sunny Gold
Coast.

第2天
DAY 2

抵达黄金海岸

【午】
【 】

黄金海岸

海洋世界

【早/晚】
【
】

早餐后，前往澳洲最大的海洋世界，这里您可近距离观看可爱的海
豹，进入冰寒地冻的企鹅世界，或到海底隧道亲睹海洋世界里最凶
猛的掠夺者。另外不可错过海豚和海豹表演，从中感受人与动物密
不可分的关系！
(注：免费乘坐直升机， 将视当天天气状况而定，若遇天气等不可
抗力之因素。活动将取消且不可退费及以其他活动取代)
This morning, visit to Australia’s largest Marine Park Sea
Word. Get up close with the playful seals, enter the beautiful
frozen exhibit of the second largest species of penguin, or
meet the ocean’s most feared predators in the world’s
largest man-made lagoon system. Enjoy the amazing dolphin
show and Fish Detectives show, discover the affinity shared
between these magical mammals and their human friends and
let’s learn to care for the precious life of the oceans.
（Remark: FREE helicopter ride, subject to weather conditions. In
case of poor weather, helicopter ride will be cancelled and will not
be replaced nor refunded.）

第4天
DAY 4

黄金海岸

电影世界

【早】
【 】

今早, 前往被称为黄金海岸好莱坞的电影世界。这里每一个建筑、
布景，甚至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服饰，都模仿华纳兄弟公司所曾出品
过的电影场景，让您仿佛置身于电影之中。如果你是冒险者，绝对
不能不挑战南半球最刺激的绿灯侠过山车，或与超人一飞冲天！另
外，可前往体验 4D 影院及观看令人激动的好莱坞飞车特技表演。
还有绝对不可错过的全明星大游行。

This morning, meet your favourite stars and super-heroes and

第5天
DAY 5

黄金海岸
【

【早/餐劵】
】

早餐后，全日自由活动。你可自费乘坐热气球环瞰黄金海岸的迷人
景色，或乘坐四轮驱动车探访坦柏林国家公园。晚上，可自费到斯
普林布洛国家公园去看澳洲最大的萤火虫世界。
特别安排： 黄金海岸电车一日票 餐劵
After breakfast, spend a day at leisure.
You can join an optional tour for a ride on Hot Air Balloon,
float up to watch the sun rise over rolling hills of the majestic
Gold Coast hinterland. Or you may choose to take a 4WD to
visit Mount Tamborine. In the evening, own expenses to
Springbrook National Park to see Australia’s largest
glowworm colony.
(Special Arrangement： Light Rail Day Pass + Meal Coupon)

第6天
DAY 6

黄金海岸

新加坡

新山

【早/机上用餐】
【
】

experience the exhilaration of world-class adventure rides and
movie attractions at Movie World. Adventurer must

早餐后 告别这座美丽的城市 带着美好的记忆乘搭客机回返家园。

experience fun and thrills of galactic proportions on the Green
Lantern Coaster as you take on the steepest drop in the world!

Transfer to airport for your international flight back to

After breakfast, bid farewell to these beautiful destination and
homeland.

See the amazing action in Hollywood Stunt Drive 2! And, not
to miss the magical star’s parade where you can see the all
on your favourite characters on Movie World’s famous main
street.

航班时间 Flight schedule
出发 Departure :
回程 Return :

Adult Single
成人 1 人 1 房

Adult twin / triple
成人 2/3 人 1 房

团费包含
行程列明景点&餐数, 当地住宿, 来回机场接送 (JB – Changi Airport - JB), 机票和机
场税, 当地司机小费, 澳洲签证。

备注
1. 以上价格按 16 成人以上报价, 若不足 16 成人价格另议。
2. 如有突发性燃油费或是税务有任何调整, 我社有权向客人
征收附加费。
3. 以上价格只限持有马来西亚护照者。
4. 行程表所列明的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安排, 将可
能因应不同出发日期而有所变动, 恕可能不及时通知。然而
报名后有所更动的话, 我社将另作个别通知。
5.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后次序, 以当地地接待社 (地接)
的安排为准。

Half Twin
1 成人+1 小孩 1 房

Child with bed
小孩加床

Child without bed
小孩没床

团费不包含
领队小费, 酒店行李员小费, 旅游保险,
突发性航空燃油附加费, 我社有权向客人征收附加费。
Tour Leader Tipping, Bell Boy Tipping, Travel Insurance, Fuel Surcharge

6. 若天气状况不佳, 额外加选内的景点或活动将不会被取代
且不能退款。若当地旅游景点不开放给旅客参观或游览, 将
安排另一个旅游景点取代。
7. 如果乘搭廉价航空行程不包括机上餐饮, 除非特别备注。
8. 全程由英文導游讲解, 領隊翻譯, 如需其他语言讲解, 必须
在报名时提前通知我社。我社尽可能另作安排。
9. 任何三人房均以折叠床为标准。
10. 建议您参加团体出发旅游购买旅游保险以测安心, 详情请
向您的旅游顾问询问。
11. 确保您的权益, 请详尽查阅我社之报名细则, 谢谢。

旅行团取消手续费
1. 如要取消所预定的旅行团，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以避免任何
误会。如果本公司于出发的 45 天前收到取消预定通知, 本公司将
征收每人 RM200.00。
2. 如果取消预定通知是于出发前的 44 天或以下获得, 将征收以下
的手续费。
=>若已报名而通知取消 – RM200 (每人)
=>出发前 45 天或以上 – RM1000 (每人)
=>出发前 30 – 44 天通知取消 – RM2000 (每人)
=>出发前 8 – 29 天通知取消 – 50% 旅费 (每人)
***出发前少于 7 天或机票已发出 – 100%旅费 (每人)
***临时缺席者, 不可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