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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3夜  [出發日期 : 至9月30日]   ︳ 5 Days 3 Nights [Travel Period : Till 30Sep] 

昆士蘭隱世渡假天堂｜摩頓島(Moreton Island) 

Ref No. : 39070 

摩頓島(Moreton Island) 
距離布里斯本40公里，乘坐約75分鐘渡輪有

一處美麗的海豚家園，這兒就是世界第三大

沙島摩頓島(Moreton Island)。島上面積約一

萬七千平方公頃，98％是國家公園屬地，為

熱帶雨林生態區，每天傍晚都有一群野生海

豚恭候著遊客的到來，因此得名海豚島。 

摩爾角(Cape Moreton)附近有昆士蘭最
古老的燈塔，於1857年2月14日首次點燈 

每當傍晚看著摩頓島的日落，海天一色加
上特殊的沉船遺址，更顯摩頓灣最美一面 

感受最美摩頓島 

觀賞日
落美景 

在世界第三大沙島摩頓島上有許多沙丘，可以在此盡情享受滑沙的樂趣！ 

滑沙體驗 

沿著沉船遺骸浮潛或深潛，你將會體驗到了在另
一個世界的感覺，在清澈的海水裡，和繽紛的魚
類、珊瑚等海洋生物親密接觸，感覺奇妙無比。 

潛水體驗 

追求更刺激的體驗？那就必試駕駛沙灘電
單車或越野四驅車於摩頓島上飛馳! 

四驅飛馳體驗 

摩頓島上必玩活動：浮潛、滑沙、ATV四驅車、餵飼海豚 

餵食野生海豚是摩頓島上的獨特體驗 

餵飼海豚體驗 

沉船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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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都市 - 布里斯本(Brisbane) 
自選行程體驗 

前往方法 

1人成行   GV1   訂位代號 Booking Class : Q 

2晚入住布里斯本酒店 -  
Adina Apartment Hotel  
Anzac Square  
https://www.adinahotels.com/hotel/brisbane-

anzac-square/ 

1晚入住摩頓島(Moreton Island)酒店 -  

Tangalooma Island Resort  
www.tangalooma.com 

Deluxe Room 

6,460+ 

湯加魯馬島渡假村 
Tangalooma Island Resort 

渡假村四周圍繞莫爾頓島國家公園
(Moreton Island National Park)，這裡
可以享受清澈海水與淨白沙灘, 提供各年
齡層旅客完美的住宿服務，無論是獨特的
探險、教育或自然休閒活動，都可在這片

真正悠閒的環境裡充分享受。 

來回澳洲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QF 

1晚入住摩頓島酒店住宿 
     1 night Moreton Island hotel accommodation 

2晚入住布里斯本酒店 
     2 nights Brisbane hotel accommodation 

來回布里斯本至湯加魯馬島渡假村碼頭渡輪服務 
     Roundtrip ferry service between Brisbane and Tangalooma Island Resort 

季節限定 

不容錯過 
每天傍晚時，
旅客可親手
在碼頭邊餵
飼聚集的海
豚 

 每位/成人佔半房(HK$) 

由渡假村的海洋生物家帶領你餵
飼塘鹅及澳洲特有笑翠鳥 

1 Bedroom Apartment 

Tangalooma Island Resort 特有體驗項目 
帶您走進大自然，邂逅野生動物，與大自然親密互動的絕佳機會 

渡假村會準備
好海豚最愛吃
的小魚給遊客，
跟海豚近距離
的親密接觸 

Ref No. : 39070 

5日3夜  [出發日期 : 至9月30日]   ︳ 5 Days 3 Nights [Travel Period : Till 30Sep] 

昆士蘭隱世渡假天堂｜摩頓島(Moreton Island) 

                       座頭鯨以其每年冬天(6-10月)的長途遷徙而知名，在牠們前往溫暖海域 

                           時展現衝出海面翻騰、拍打尾鰭、浮起窺視等壯觀景象。 東南昆士蘭是  

                           觀賞最佳地點之一，從六月到十月底有預計超過萬隻鯨魚游經摩頓島

(Moreton  Island)。 這絕對不能錯過的景象！渡假村舉辨賞鯨航遊，讓你近距離欣賞

生活在大自然裡溫柔又巨大的海洋生物 



11人人成成行行 GGVV11 

Departure Adult  Child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19Apr-30Sep 
--- --- Q 

Max. 3 months 
$430 $33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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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QF 

•3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Roundtrip ferry service between Brisbane and Tangalooma Island Resort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852-2886-3977] 

•& 0.15% TIC Levy 
 

Child price : 
•Adult price less :             $860 
•Sharing room without bed & meals :                                $3690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19Apr-30Sep18 ;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0Sep 
•Booking class  :  Q                Ticket validity  :  Max.3 months  
•Valid on QF only. Not valid on any QF flight operated by JQ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費用包括： 
•來回澳洲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三晚酒店住宿 
•來回布里斯本至湯加魯馬島渡假村碼頭渡輪服務 
•HK$100,000旅遊保險[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0.15% 旅遊業賠償基金 
 
小童價錢： 
•按成人減收：                                                             $860 
•不佔床(不包早餐)收費為︰                                      $3690 
 
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18年4月19日至9月30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9月30日或之前完成 
•訂位代號：Q                                       機票有效期 : 最長3個月 
•只適用於QF航班，不適用於JQ承運之QF航班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費用包括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 
 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澳航布里斯本機票附加費表 

QF Brisbane Airfare Surcharge 

出發日期: 2018年4月19日- 9月30日 

Travel Period : 19Apr – 30Sep2018 

5日3夜  [出發日期 : 至9月30日]   ︳ 5 Days 3 Nights [Travel Period : Till 30Sep] 

昆士蘭隱世渡假天堂｜摩頓島(Moreton Island) 

每當傍晚看著摩頓島的日落，海天一色加
上特殊的沉船遺址，更顯摩頓灣最美一面 

摩頓島(Moreton Island)日落醉人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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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