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盡在昆士蘭省-大堡礁 探索海底世界】
“澳洲-開恩茲”4 日 2 晚低至 HK$5,899 起

包雙島浮潛-綠島及外堡礁，觀賞壯觀的珊瑚礁群及鬼魅的海洋世界


綠島-坐落於世界著名遺産大堡礁海洋公園中，它是唯一擁有珊瑚礁和熱帶雨林共存，野鳥及海龜
的天堂，白沙環繞的珊瑚島，綠島猶如鑲嵌在大堡礁綠寶石，純天然的珊瑚群把海底映襯得金碧
輝煌，還有各種各樣七彩斑斕的熱帶魚讓您目不暇接，只需約 45 分鐘船程直達(船去船回)。



充裕活動時間(2 小時綠島及 3 小時外堡礁 Norman Reef/Moore Reef) 、任意使用浮潛用具、乘
坐海底觀光半潛水艇 、大堡礁平臺海底觀測站、使用綠島島上遊泳池、綠島沙灘玩水觀光、綠
島雨林步道觀光



”升級體驗”：+$1099 其中一程轉直升機觀光



”更多體驗”：+$599 起加訂自選遊

(飛去船回/船去飛回)

(探索極限體驗/熱帶雨林/土著文化公園探索之旅)

訂購生效及出票日期: 2019 年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去程適用日期及酒店最後退房日期: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最少全程同行人數: 2 位成人- 所有同行旅客必須於同一 PNR 內訂位

基本機票訂位代號: V - 須訂位後 72 小時內出票 (旺季須提升至更高訂位代號)

酒店及房間種類

早

附加費: 以每房每晚計算 HK$

餐

2 晚 +雙島浮潛套票價錢 (每位 HK$)
雙人房

單人房

延長住宿(每房每晚 HK$)

第三位

小童

雙/單

不佔床

不佔床

人房

三人房

小童
不佔床

【昆士蘭】開恩茲
Ibis Styles Cairns Hotel/ 4* Standard

1/7-30/9

21-28/12, 23-27/1 +$100│31/12-2/1 +$400

1/10-31/3
1/7-31/10
1/11-17/1, 2/2-31/3

Rydges Plaza Cairns Resort/ 4* Standard
29/12-2/1 +$400

25-30/12 +$200│31/12 +$700



18/1-1/2

1/7-31/10, 20-30/1
Novotel Cairns Oasis Resort Hotel/ 4* Standard



1/11-5/1, 6-19/1, 31/1-31/3



5999
6499
6299
6699
6399

6899
6699
7799
7299
7999
7599

5699
5899
5999
5999
5999
5299

3899
3899
3899
3899
3899
3899

1000
960
1440
1270
1660
1340

1310
1270
1810
1640
2020
1370

30
30
30
30
30
30

6299

7299

5299

3899

1260

1280

30

5899

#住宿優惠 : (1/11-24/12, 1-19/1, 31/1-31/3) 連續住宿 3 晚，第 4 晚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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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房間種類

早

附加費: 以每房每晚計算 HK$

餐

2 晚 +雙島浮潛套票價錢 (每位 HK$)

延長住宿(每房每晚 HK$)

第三位

小童

雙/單

不佔床

不佔床

人房

三人房

小童

雙人房

單人房

6599

7899

6199

3899

1490

1960

30

6499

7599

6199

3899

1440

1890

30

不佔床

【昆士蘭】開恩茲
1/7-31/10
Double Tree By Hilton Cairns / 4*
Guest Room(Deluxe City/Mountain View)
31/12 +$900│25-31/1 +$200

1/11-31/3



#住宿優惠 : (1/11-31/3) 連續住宿 3 晚，第 4 晚免費
#限時住宿優惠(必須於 28/10 或之前訂購) : (1/7-7/8, 25/8-31/10) 連續住宿 3 晚，第 4 晚免費
1/7-31/10, 20-30/1

Pullman Cairns International / 5* City Mountain 1/11-5/1
View



6-19/1, 31/1-31/3

25-30/12 +$300│31/12-1/1+$1250

6999

8599

5999

3899

1850

2270

30

6699

7999

5999

3899

1660

2070

30

6599

7899

5999

3899

1560

1970

30

#住宿優惠 : (1/11-24/12, 2-19/1, 31/1-31/3) 連續住宿 2 晚，第 3 晚免費
1/7-30/9
Shangri-La Hotel, The Marina/ 5* Deluxe

1/10-17/1, 3/2-31/3

25-30/12 +$300│31/12-1/1+$1250

18/1-2/2



7299

9399

6199

3899

2210

2680

30

6899

8499

6199

3899

1870

2340

30

8299

11399

6199

3899

3320

3780

30

#住宿優惠 : (1/10-23/12, 3-17/1, 3/2-31/3) 連續住宿 2 晚，第 3 晚免費
房間人數為最多三成人或兩成人及一小童共佔一房。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與兩位成人同房。單人房價目為最少二人同行並各佔一單人房。第三位及小童價為不佔床。
倘若酒店入住跨越兩個或以上價格，旅客須以較高價目繳付全程費用。# 酒店優惠須視乎供應情況而訂(額外住宿優惠: 必須連續入住及最多一晚免費住宿)。
特別節日須繳旺季附加費，日期及價錢以酒店確定後為準。

套票包括：


新加坡航空經新加坡來回香港至澳洲開恩茲經濟客位機票（可累積 KrisFlyer 飛行哩數 / 可停留新加坡）



(由開恩茲出發)雙島浮潛-綠島及外堡礁一天遊(船去船回)




兩晚酒店住宿﹝早餐，參考上表﹞
HK$100,000 旅遊平安保險 (年齡 6 星期或以上人仕適用，有效期最長為 31 日) // 自選旅遊保險 / 回程香港機場快線：八折

(由開恩茲出發)雙島浮潛-綠島及外堡礁一天遊(船去船回)﹝基本套票已包﹞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8:30am-5:30pm 行程合共約 9 小時



行程已包括：Great Adventures 船票(船去船回)、酒店至碼頭來回接送、活動時間(2 小時綠島及 3 小時外堡礁 Norman Reef/Moore Reef) 、任意使用浮潛用具
浮潛、乘坐海底觀光半潛水艇 、大堡礁平臺海底觀測站、使用綠島島上遊泳池、綠島沙灘玩水觀光、綠島雨林步道觀光、自助午餐與下午茶與早茶咖啡、環境
保護稅



交通安排：7-8am 期間 Great Adventure 船公司專車於開恩茲市中心酒店開始接客人至碼頭登船，確實時間於確認後說明



行程(僅供參考)：08:30 準時開船│09:30 到達綠島，綠島是大堡礁上罕有開放的珊瑚島，可在沙灘上嬉戲，浮潛兩小時│
11:10 登船 │11:30 離開綠島前往外礁│12:30 直達外珊瑚礁觀賞壯觀的珊瑚礁群及鬼魅的海洋世界， 享受浮潛， 半潛艇， 水下觀察室，
自助午餐， 一流的大堡礁觀賞點. 餵魚表演 有機會看到大頭魚，nemo 魚，海龜等│15:30 離開外礁回程│17:30 回到碼頭送返酒店



備註：需自備/攜帶出海物品: 泳衣, 防曬油, 毛巾, 拖鞋等│基於安全理由，12 歲以下人士不可潛水│參加所有深海活動註意：如潛水，海底漫步，海底摩托或
其他強度較高的活動(自費)，出海當天需填寫健康檢查表，如健康不合格則無法下水或參加活動，及無法退費。

〝升級〞體驗：每位(成人/小童 3-14 歲)+$1099 其中一程轉直升機觀光(飛去船回/船去飛回)，25 分鐘直升機飛行旅程，
將帶您盤旋高空俯瞰大堡礁全貌，感受開恩茲獨特的魅力。
飛去船回：直升機飛往綠島-船去外堡礁-船回開恩茲-送返酒店
船去飛回：船去綠島-船去外堡礁-直升機飛回開恩茲-送返酒店
更多自選遊加訂(每位計)，體驗不一樣的開恩茲
(由開恩茲出發)雨林四驅越野車半日遊(英語)


費用(每位計)：成人$720 / 小童(4-12 歲) +$530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25/12 除外) , 自選時段：上午(8:30am-1pm)或下午(1-5:30pm) , 行程合共約 4.5 小時



交通安排：專車於開恩茲市中心酒店接送客人，確實時間於確認後說明前



行程已包括：來回酒店接送、教練講解如何操作越野車及駕駁安全事項、騎乘及雨林探索時間約 90 分鐘(1 人 1 車)



行程內容(僅供參考)：ATV 四驅越野車是開恩茲比較刺激的熱帶雨林探險活動。在熟悉了車子的性能和操控後，在導遊的帶領
下，在熱帶森林及溪谷中鑽來鑽去，走的盡是崎嶇不平的路，過溪水，過沼澤和陡坡，在種植園及雨林里繞圈圈，途徑榴蓮，
山竹，火龍果和荔枝樹林，急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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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自選遊加訂(每位計)，體驗不一樣的開恩茲
(由開恩茲出發)巴倫河峽谷激流泛舟半日遊(英語)


費用(每位計)：成人$599 / 小童不適用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 下午行程(2-6pm) , 行程合共約 4 小時



交通安排：專車於開恩茲市中心酒店接送客人，確實時間於確認後說明前



行程已包括：來回酒店接送、教練講解、救生衣及裝備、約 2 小時水上激流泛舟



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激流泛舟漂流是開恩茲集冒險，娛樂，智慧於一體的戶外活動。巴倫河半日激浪漂流，全程大約 3.5 公里，
其中有激流落差的河段將近 3 公里，最後一段是全長近 700 米的平靜湖面(Lake Placid)。在激流河段中，有兩個大的激流落差
達到 3 級，其餘都是 1-2 級的小激流和迴旋，感受雪白的浪花拍打的快感，欣賞熱帶雨林的壯美景色。過程中泛舟嚮導會做安
全講解，指導劃槳並告知劃槳技巧。

備註：客人需於行程當天直接支付政府規定的每人 A$30 環境保護稅│請自帶涼鞋, 泳衣, 毛巾及更換乾淨衣物

(由開恩茲出發)穿越熱帶雨林騎馬半日之旅(英語)


費用(每位計)：成人$720 / 小童(4-14 歲) +$560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25/12,1/1 除外), 自選時間：8:45am/10:45am/12:45am, 行程合共約 3 小時



交通安排：專車於開恩茲市中心酒店接送客人，確實時間於確認後說明前



行程已包括：專車酒店來回接送、教練講解及全程陪同騎馬、1.5 時的熱帶雨林溪流騎馬、 茶點(蛋糕，餅乾，水果，咖啡或茶)



行程內容(僅供參考)："熱帶雨林騎馬"，這項活動是凱恩斯比較冒險性的熱帶雨林探險活動。教練會統一教授安全講解，及騎馬
方式，技巧，在熟悉騎馬的技能後，馬場領隊便帶領所有遊客，逐一騎上自己的馬兒前進，形成一條可愛的馬隊，開始深入馬
場裡的雨林步道探險，走在崎嶇不平的路，甚至過壕溝，陡坡， 熱帶叢林(Jungle)， 水晶河(Crystal Mulgrave River)等等，步
步皆有趣，森林中有恐龍時代就有的原始物種/蕨類，還有乾淨小河和美麗溪流，整個行程野趣盎然，自然獨特。

(由開恩茲出發)庫蘭達(Kuranda)觀光火車+熱帶雨林纜車(Skyrail)+庫蘭達村+查普凱(Tjapuka)土著文化公園一日遊(英
語)


費用(每位計)：成人$1150 / 小童(4-14 歲) +$630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17-18/10, 31/10-1/11,7-8/11,12-14/11,9-10/12,25/12,9/3 除外),



出發時間：全天行程：07:30-7:45am 酒店出發；16:45pm 專車返回酒店



交通安排：專車於開恩茲市中心酒店接送客人，確實時間於確認後說明前



行程已包括：專車酒店來回接送、熱帶雨林纜車 Skyrail(全程 7 公里，70-90 分鐘)、庫蘭達觀光火車(全程 100-120 分鐘)、
查普凱土著文化園門票(全程 2.5 小時)，學習迪吉里杜樂器吹奏，親身體驗迴力鏢和標槍投擲，觀賞土著狩獵及武器的演示，國
際級查普凱舞蹈劇場，聆聽歷史與英雄故事，欣賞查普凱藝術、庫蘭達小鎮自由觀光



行程內容(僅供參考)：導遊帶您前往古老的熱帶雨林，昆士蘭古老熱帶雨林之旅及庫蘭達(Kuranda)村觀賞其小鎮風光、市集、
雨林步道，搭乘觀光火車將開恩茲的母親河-巴倫河(Barron River)、巴倫瀑布及熱帶雨林盡收您的眼底。再搭乘 7.5km 長之雨
林纜車(Skyrail)發現遠古熱帶雨林， 在熱帶雨林上空觀光， 途中兩站可停留欣賞體驗熱帶雨林內環步道，享巴倫瀑布景、珊瑚
海景、山景、高空俯看盡收眼底，纜車體驗全長 70-90 分鐘。還會前往土著文化村體驗獨特有的土族人文化體驗、觀看土族人
跳舞表演、原住民樂器吹奏、表演土族人文化介紹、親自嘗試土族人迴力鏢及樂器，萬全感受生活在澳洲叢林幾千年的土人獨
有文化。

(由開恩茲出發) 庫蘭達觀光火車+熱帶雨林纜車(Skyrail)+開恩茲鱷魚公園一日遊(英語)


費用(每位計)：成人$1150 / 小童(4-14 歲) +$610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17-18/10, 31/10-1/11,7-8/11,12-14/11,9-10/12,25/12,9/3 除外),



出發時間：全天行程：7-8am 酒店出發；4.45pm 專車返回酒店



交通安排：專車於開恩茲市中心酒店接送客人，確實時間於確認後說明前



行程已包括：專車酒店來回接送、熱帶雨林纜車 Skyrail(全程 7 公里，70-90 分鐘)、庫蘭達觀光火車(全程 100-120 分鐘)、
鱷魚公園門票,遊船及各種表演



行程內容(僅供參考)：導遊帶您前往搭乘 120 年古老觀光火車 Kuranda Scenic Train(2 小時生態之旅) 沿途農田，小鎮，牧場，
濕熱帶雨林，後乘穿越庫連達山脈，由不同角度席上巴倫峽谷和瀑布，火車中停巴倫瀑布小火車月臺，停留 10 分鐘讓並可在
石溪大橋處近距離觀賞著名的大瀑布，Kuranda 的古老觀光火車 -記載著凱恩斯上百年曆史，曾經作爲凱恩斯重要的運輸線，
現改爲一條觀光線。整個活動過程以輕松、悠閑爲主題，讓您有足夠的時間松弛神經。
庫蘭達(Kuranda)小鎮觀光 - 隨後到達著名的庫蘭達鎮(Kuranda Village)觀光自由活動，遊覽跳蚤市場、商業街、工藝品、
土著文化藝品、風味餐廳、美味德國香腸專賣店、紀念品店、嬉皮服飾店。
熱帶雨林纜車(Skyrail)下山 - 號稱世界最環保的纜車線， 是凱恩斯最受遊客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在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産的
凱恩斯熱帶雨林上空建立的 7.5Km 長的纜車線，俯瞰巴倫峽國家公園雨林全貌將凱恩斯的巴倫河、巴倫瀑布、珊瑚海及熱帶
雨林盡收您的眼底，中途在“紅嶺站”(Red Peak)和“巴倫瀑布站”(Barron Falls Station)停留，您可下站漫步於觀光步道可
分別近距離觀賞有著億萬年歷史的植物種類，並觀賞谷和瀑布的壯麗景觀。
最後，前往哈特利鱷魚公園(Hartley's Crocodile Adventures)及動物園自由觀光及參觀各類表演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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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過境隨意行 / 獨家! 獅城全景通

 《基本》每位+HK

價目請﹝按此﹞ 受其他條款及細則限制，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338 起：1 晚住宿

+ 單程機場至指定酒店接送 + StarHub SIM Card (S10)

訂購至 19 年 9 月 30 日，住宿至 20 年 9 月 30 日住宿(不適用 F1)


《獨家！獅城全景通》1 天證 +HK$456: 包括新加坡環球影城、濱海灣花園等，共享 23 個景點及美食券！
啟用後 24 小時內有效，入場適用至 20 年 6 月 30 日

新加坡樟宜機場購物券 S$20 適用於新加坡航空/勝安航空旅客，於樟宜機場內 24 小時內轉機換領一次。
適用於新加坡航空/勝安航空旅客，於樟宜機場內 24 小時內轉機換領一次
適用： 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或前旅遊可獲 S$20 (購物券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受條款及細則限制﹝按此﹞。
換領：出示護照、電子機票及登機證，於樟宜機場 Terminal 2/3 轉機區 iShopChangi Collection Centre 換領
使用：只限單次使用，適用於 T 1/2/3 指定商店、餐廳及設施 (入境行李領取區及指定商店除外) 或 T 2/3 Ambassador Transit Lounge。

機票類別提升附加費﹝單程每位HK$﹞
1) 如來回程訂購不同訂位代號，有效期及機票細則以較嚴緊之條款為準。│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以新加坡航空訂立之細則及條款為準。
2) 可選擇不同之指定城市返港，﹝須繳附加費 - 如適用﹞，可停留新加坡，詳情請聯絡新航假期查詢。

機票訂位代號及有效期

成人

V (3 個月) - 套票基本訂位代號

小童

-

-

N (3 個月)

200

150

Q (3 個月)

400

300

W (6 個月)

850

650

U (1 年) - 商務客位 [60 天或以上出票]

14300

10900

U (1 年) - 商務客位

17800

13500

優選經濟客艙 / 商務客位提升附加費﹝來回程每位 HK$﹞

新航造訪澳洲內陸優惠: 自選維珍澳洲航空澳洲內陸機票﹝單程每位 HK$﹞ 須與套票一同訂購及與國際航段一同出票
< 不適用: VA4000-4999 / VA5000-5399 / VA5900-5999 / VA6000-6999 / VA7000-7999 / VA8000-8999 之航班 | 維珍澳洲航空行李額為 30kg >
客艙

地區一

地區二

地區三

T (經濟)

480

540

760

地區四
1210

V (經濟)

610

740

990

1520

E (經濟)

860

1050

1370

2020

﹝只適用澳洲以外之永久居民﹞ 持澳洲護照之旅客辦理內陸航段登機時須出示香港身份證。同一個城市限停留一次，每個航段同一方向不可重複，最多訂購十段。
地區一

地區二

地區三

地區四

奧伯立(ABX)

– 悉尼 (SYD)

阿得萊德 (ADL)

– 坎培拉 (CBR)

阿得萊德 (ADL)

– 布里斯本 (BNE)

阿得萊德 (ADL)

– 愛麗斯泉 (ASP)

阿得萊德 (ADL)

– 墨爾本 (MEL)

布里斯本 (BNE)

– 坎培拉 (CBR)

阿得萊德 (ADL)

– 黃金海岸 (OOL)

阿得萊德 (ADL)

– 達爾文 (DRW)

布里斯本 (BNE)

– 紐卡素(NTL)

布里斯本 (BNE)

– 翡翠 (EMD)

阿得萊德 (ADL)

– 悉尼 (SYD)

阿得萊德 (ADL)

– 珀斯 (PER)

布里斯本 (BNE)

– 洛漢普頓(ROK)

布里斯本 (BNE)

– 漢密爾頓島 (HTI) 布魯姆 (BME)

– 珀斯 (PER)

愛麗斯泉 (ASP)

– 達爾文 (DRW)

巴利納 (BNK)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麥基 (MKY)

布里斯本 (BNE)

– 開恩茲 (CNS)

艾爾斯岩 (AYQ)

– 悉尼 (SYD)

坎培拉 (CBR)

– 墨爾本 (MEL)

布里斯本 (BNE)

– 普羅瑟派恩 (PPP) 布里斯本 (BNE)

– 荷伯特 (HBA)

布里斯本 (BNE)

– 克朗克里 (CNJ)

坎培拉 (CBR)

– 黃金海岸 (OOL)

布里斯本 (BNE)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墨爾本 (MEL)

布里斯本 (BNE)

– 達爾文 (DRW)

坎培拉 (CBR)

– 悉尼 (SYD)

朗塞斯頓 (LST)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敦士維爾 (TSV)

布里斯本 (BNE)

– 伊薩山 (ISA)

科夫斯港 (CFS)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悉尼 (SYD)

開恩茲 (CNS)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珀斯 (PER)

荷伯特 (HBA)

– 墨爾本 (MEL)

荷伯特 (HBA)

– 悉尼 (SYD)

坎培拉 (CBR)

– 珀斯 (PER)

赫威灣 (HVB)

– 悉尼 (SYD)

漢密爾頓島 (HTI)

– 悉尼 (SYD)

開恩茲 (CNS)

– 墨爾本 (MEL)

朗塞斯頓 (LST)

– 墨爾本 (MEL)

漢密爾頓島 (HTI)

– 墨爾本 (MEL)

達爾文 (DRW)

– 墨爾本 (MEL)

陽光海岸 (MCY)

– 悉尼 (SYD)

卡爾古利 (KGI)

– 珀斯 (PER)

達爾文 (DRW)

– 珀斯 (PER)

墨爾本 (MEL)

– 米都拉(MQL)

卡拉瑟 (KTA)

– 珀斯 (PER)

達爾文 (DRW)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紐卡素(NTL)

陽光海岸 (MCY)

– 墨爾本 (MEL)

卡爾古利 (KGI)

– 墨爾本 (MEL)

黃金海岸 (OOL)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黃金海岸 (OOL)

庫努納拉 (KNX)

– 珀斯 (PER)

麥考利港(PQQ)

– 悉尼 (SYD)

麥基 (MKY)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珀斯 (PER)

洛漢普頓(ROK)

– 敦士維爾 (TSV)

珀斯 (PER)

– 希蘭港 (PHE)

珀斯 (PER)

– 悉尼 (SYD)

珀斯 (PER)

– 紐曼 (ZNE)

珀斯 (PER)

– 帕拉伯杜 (PBO)

悉尼 (SYD)

– 敦士維爾 (T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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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套票適用於最少 2 成人全程同行及一同辦理登機手續。航班編號、時間及機種如有更改，將不另行通知。費用不包括所有稅項及 HK$30 服務費。



房間種類以每房最多可容納之人數計算，床位、加床服務及規條因應酒店有所不同，部份可能提供沙發床。酒店星級及房種資料只供參考。



此優惠套票不可與任何優惠及折扣券同時使用。



套票包括的旅遊平安保險不包括個人意外受傷、醫療費用及緊急援助服務；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套票受其他細則及條款限制。價目及細則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訂位時需繳付不設退款之套票全費，有關費用只會於機位或酒店未能確定時方獲退還。已確定之機票及酒店套票，將不能更改或取消。

查詢及報名：2870 8788 │ info@singaporeair-holidays.com │ www.singaporeair-holidays.com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1-3 號德拓大廈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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