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描述 
大堡礁四天三晚 

漢密爾頓島 |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 



   

  行程錶樣本 

 

          第 1 天      xx:xx       抵達漢密爾頓島機場 (HTI) 或者坐渡輪從艾爾利沙灘到達漢密爾頓島碼頭 

                                         乘坐免費巴士至飯店 (6 x 24 座小型客車)   

 

            14:00       辦理入住 

                                         晚餐 –  有 14 間餐廳可供選擇！(詳細資料) 

                               附注：兒童免費用餐！(詳細資料) 

 

 

          第 2 天      07:00       早餐 - 有三個用餐地點可選擇 

 Reef View Hotel 珊瑚景飯店中的 Pool Terrace 池畔餐廳，時間為 06:00 - 10:30，最多可容納 150 人 

 Sails 帆船餐廳，時間為 07:00 - 10:30，最多可容納 200 人 (從 Reef View 步行 2 分鐘即可抵達) 

 與考拉共進早餐，時間為 07:30 - 10:00，最多可容納 80 人 (從 Reef View 步行 3 分鐘即可抵達) 

                

                              08:30       Cruise Whitsunday 大堡礁遊船之旅（詳細資料） 

 碼頭與 Reef View 飯店只有幾步之遙 

 乘坐遊輪 100 分鐘到達大堡礁，含自助式午餐 

 

                          17:00       返回漢密爾頓島碼頭 

                                               晚餐 – 有 14 間餐廳可供選擇！ 

 

 

          第 3 天      08:00       早餐 - 有三個用餐地點可選擇 

 

                             13:00       自由活動 

                                                漢密爾頓島高爾夫球場 

 回程渡輪 + 球場使用費 + 電動高爾夫球車 

 提供租用的球杆與球鞋 

                                                欲知詳情，請訪問漢密爾頓島高爾夫俱樂部官網 

              

                                    或是...        

 飛行/遊船之旅或遊船/飛行之旅 

 珊瑚礁探索飛行之旅 

 不停留觀光白沙灘與心形礁飛行 

 兩全其美之旅 

 獨享心形礁之旅 

 

                          17:00       晚餐 – 有14間餐廳可供選擇！  

 

 

          第 4 天       08:00      早餐 - 有三個用餐地點可選擇 

                                               從度假村乘坐免費巴士漢密爾頓島機場（6 x 24座小型客車)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places-to-eat-and-drink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things-to-do/kids-eat-free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great-barrier-reef/great-barrier-reef-day-trip-to-reef-world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golf/hamilton-island-golf-club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world-fly-cruise/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world-fly-cruise/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discovery/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discovery/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heart-reef-whitehaven-beach-express/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best-of-both-worlds/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best-of-both-worlds/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journey-to-the-heart/


 

漢密爾頓島簡介 
 

漢密爾頓島位於昆士蘭的聖靈群島中部，在大堡礁南北的正中心。在這裡您可以欣賞到澳大利亞的美景，美麗的

自然環境、平靜的水面、溫暖的氣候、迷人的珊瑚礁和各式各樣的動植物。  

 

作為大堡礁度假的最終目的地，漢密爾頓島是探尋聖靈群島獨特熱帶環境的絕佳去處。另外，漢密爾頓島上的活

動項目豐富多彩，會讓您難以取捨，足够您連續玩上幾個星期的時間，精彩內容從浮潜觀賞珊瑚礁到海上獨木舟

再到乘直升機鳥瞰美景。或者，也許您什麼都不想做，那麼只要在六個泳池中挑一個躺在旁邊休息就好了，或是

躺在風景迷人的猫眼海灘消磨時光。 

 

在漢密爾頓島上有多種多樣的住宿可供選擇，從獨立的 Palm Bungalows 棕櫚平房，Reef View Hotel 珊瑚景飯店，

精緻的 Beach Club 海灘俱樂部飯店，到澳大利亞奢華飯店的代表 qualia。如果想要自由自在，在外旅行也能大展

廚藝，不妨選擇一棟 Holiday Homes 度假屋公寓，漢密爾頓島可供選擇的餐飲種類之多毫不遜色於大陸上，從外

賣簡餐，意式休閒餐廳，純正澳大利亞風味，到正式的西餐廳不一而論。島上還有一家 IGA 大量販店供應生鮮和

生活用品。無論您打算找很多好玩的事情來做還是什麼都不想做，漢密爾頓島都堪稱大堡礁度假的首選。  

 

您可以在漢密爾頓島官網獲得更多有關資訊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 

以及在漢密爾頓島同業官網獲得更多同業諮詢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trade 

 

 

漢密爾頓島被稱為大堡礁之心，是澳大利亞當地最負盛名的度假島嶼。  

2009 年澳大利亞昆士蘭旅遊局在全世界推出了著名的“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堡礁看守員就是在這個美麗的島嶼上。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trade


 
 

 

 

 

第一天 抵達漢密爾頓島 

 

 

珊瑚景飯店或者棕櫚平房 

從機場出來後向左轉去行李大廳領取行李，然後在機場的珊瑚景飯店櫃檯領取行李牌，並且系在行李箱上，將行李放入免費

的機場穿梭巴士的後備箱。隨車抵達珊瑚景飯店，行李將由行李員為您搬入飯店房間。棕櫚平房的客人同樣在珊瑚景飯店的

大堂辦理入住。 

入住時間 14:00pm。 

 

抵達海濱俱樂部或者 qualia 

當您走出機場有專門的接機人員寫著您的名字等你，然後用商務車將您送入飯店。 

入住時間 14:00pm。 

 

Holiday Homes 度假屋與遊艇俱樂部 

走出機場，在機場正前方找到標有 Holiday Homes 的辦理入住的辦公室，登記入住領取您的高爾夫球車，你可以把您的行李

放在工作人員的車上，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開著高爾夫球車到達自己的度假屋。 

入住時間 14：00pm。 

 

辦理入住手續，隨後開始島上精彩浪漫的各種活動。您可以在島上盡情漫步，或是坐島上的免費交通巴士巡視一下周圍環境。

也可自行前往海邊沙灘享受清澈的海水，細軟的沙灘及陽光，前往參觀島上廣受遊客喜歡的白色教堂 All Saints Chapel，夕

陽西下，前往獨樹山 One Tree Hill 一邊品嘗雞尾酒，一邊欣賞美麗的日落，遠眺海天一色的壯麗景色。傍晚時分，來到島上

碼頭的餐廳品味各種美食，度過舒適輕鬆的一天。 

 

 

餐食選擇 

在漢密爾頓島上，有各式各樣的多達 14 家餐廳供您選擇，海鮮餐廳，義大利大餐，墨西哥美食，澳大利亞道地餐廳都可以在

這裡發現，這裡還有接近亞洲人口味額東南亞餐廳，餐標是 AUD 60/ 2 – 3 道式。 

 

大多數餐廳需要預定，客人抵達後可以直接在漢密爾頓島應用軟體上或是致電預定，也能讓飯店中文前臺代為預訂。團餐需

要提前聯系地接社預定。 

 



 

 

第二天 大堡礁之旅 

 

 

飯店早餐後在領隊帶領下，前往 Hamilton Island Marina 碼頭，08:30 開始辦理乘船手續，09:00 乘坐 Cruise Whitsunday 

聖靈群島號遊船出海欣賞世界自然遺產，世界第八大奇迹——大堡礁。 

 

聖靈群島位於澳大利亞神奇大堡礁的心臟地帶，如一顆綠寶石被蔚藍色的珊瑚海環繞著。航行約 2 小時後 11:00 抵達專屬水

上平臺——珊瑚礁世界 Reef World。您可以前往水底觀察室，透過玻璃底欣賞五彩繽紛的各色海底生物；也可以前往領取浮

淺用具，穿戴上蛙蹼，如需要可再穿上救生衣，縱身躍入指定海域，自由觀看海底的珊瑚、熱帶魚群。12:00 - 14:00 在浮臺

上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14:30 遊船返回漢密爾頓島並於 5 點左右抵達。 

 

晚餐有 14 間餐廳讓客人選擇，從簡單的炸魚薯條到奢華的海鮮大餐。 

 

 

大堡礁之旅自費專案：  

1. 10 分鐘觀景直升飛機 Joy flight。空中俯瞰神奇的大堡礁，尤其是能看到鬼斧神工的，浪漫無比的，被譽為是大堡礁心臟

的海洋之心——心形大堡礁。（本活動無法提前預定，需上船後才能與飛機公司預定)  

2. 水肺潜水：適合在導潜帶領下的初次體驗潜水，或持有水肺潜水資格證的潜水者。 

3. 與經驗豐富的導潜（僅英語）一起體驗浮潜探險。 

 

潜水（Dive）、水肺潜水項目（Snorkel Scuba Courses）以及帶導潜（僅英語）的浮潜探險活動，可按照需求提供潜水服。

如果需要，可以在船內購買您在珊瑚礁世界一天的照片和 DVD。  

 

有關自費的活動項目會在前往珊瑚礁世界的途中進行播放。如果希望瞭解到更多詳情，請向遊輪上的工作人員進行詢問。 

 

 

更多資訊請訪問聖靈群島郵輪大堡礁遊網站： 

https://cruisewhitsundays.com/experiences/great-barrier-reef-full-day-adventure/ 

 



 

第三天 自由活動 

 

早上起床後和考拉共進早餐。野生動物園咖啡廳供應新鮮美味的歐陸式自助早餐，在那裡你可以近距離與在咖啡館的桉樹上

休息的考拉共進早餐。 

 

用完早餐以後可以在島上自由活動。漢密爾頓島有超過 60 種活動可供選擇，應有盡有，讓您盡興並釋放活力。搭乘遊輪前往

鄰近的白色天堂海灘（Whitehaven Beach）、在澳大利亞頂級球場暢打一場高爾夫球，或是沉浸於 spa 水療或泳池以放鬆身

心。您也可體驗免費活動，包括探索綿延逾 20 公里的健行步道，或者使用免費的雙船體遊艇、劃槳、風浪板與浮潜設施，進

行您喜歡的水上活動。 

 

四驅車探險 

帶您來一場難忘的冒險，穿梭漢密爾頓島。沿著蜿蜒的小徑一路直上，帶領您爬上度假村的觀景台眺望珊瑚海灣，腎上腺素

直飆。享受美景後再前往棕櫚穀。 

 

卡丁車 

激發你的腎上腺素，上坡和下坡路段的組合-它可以測試任何新手或是經驗豐富的司機。澳大利亞冠軍車手布拉德瓊斯也曾挑

戰過，並留下輝煌紀錄。 

 

高爾夫球練習場 

處於遊客稀少風景優美的地帶，這個練習場可以測試高爾夫球技能，也是一個理想的小組活動，以組為團隊，工作人員會提

供記錄，適合獎勵活動或是團隊小組競賽。 

 

海上皮艇  

這真的是一個最了不起又環保的管道讓您可以體驗聖靈群島。由經驗豐富的領隊帶您分享這個天然的遊樂場。當您劃皮艇時

您可以感受且用最近的距離接觸大自然。有可能看到海豚，海龜，或是任何生物出現在周圍。 

 

水上快艇 

乘坐高速的水上快艇來體驗聖靈群島的美麗。水上快艇可以承載最多 14 比特乘客讓他們體驗腎上腺素飆升的快感。特別訂制

的 420 馬力發動機 5.8L 渦輪增壓，搭配漢密爾頓島噴射引擎。每分鐘可以噴出 25000L 的水量，創造足够的推進力與爆發力。  

 

 



 

PASSAGE PEAK 導覽 

這個具有挑戰性的步行路程將帶您到漢密爾頓島的最東端，您將在日出時分體驗聖靈群島最壯麗的景色。在 Passage Peak 的

頂部，享受早午餐，拍照或者乾脆坐下來欣賞壯觀的景色。來回時間約 3 小時。如果想要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行程，您可以

選擇來回約 1.5 小時的導覽前往 Resort Lookout，一樣可以提供壯觀的景致。 

 

ON THE EDGE 帆船出海 

漢密爾頓島的 On the Edge 是寬 44 英尺 X 長 66 英尺的風帆，提供在聖靈日落航行中一個寬敞穩定的大平臺。日落航行能欣

賞壯麗的聖靈群島的美。傍晚的遊船將在夕陽時分起航，帶您欣賞迷人的日落，行程包括點心拼盤和各類飲料。 

 

RENEGADE 海釣 

享受垂釣一天在聖靈群島的最佳釣點。新手將從最基本的知識和對所有漁具的瞭解由釣魚專家指導。除了珊瑚礁魚群，你還

會發現鱈魚，炎帝，甜唇，賽歐魚，馬林，西班牙鮐珊瑚鱒魚等等。 

 

WATERSPORTS PREDATOR 海釣 

半天租賃漁船，嘗試在聖靈群島水域的手氣。看看你是否可以釣上珊瑚鱒魚，皇帝魚和鱈魚或西班牙鯖魚和珍鯵。我們的船

長和船員將幫助你處理漁獲。還可以找間餐廳為您料理。 

 

免費的沙灘設備與泳池 

享受島上免費的泳池和躺椅，在泳池戲水，或者只是躺在躺椅上午睡。也可以去沙灘租用免費的非電力設備，比如獨木舟，

救生衣浮潜用具，帆板等等。 

 

ART CLASSES 藝術課程 

澳大利亞知名的畫家指導藝術創作和油畫繪畫，提供所有的上課資料，你將與不同國家的顧客一起上課，體驗休閒藝術之旅。 

 

 

查找所有自費活動價錢請查看漢密爾頓島中文網站  

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things-to-do 

 

 

 

http://www.hamiltonisland.com.au/cht/things-to-do


 

第四天 離島 

 

 

珊瑚景飯店和棕櫚平房 

10 點退房，您可以將行李寄放到飯店然後繼續遊玩，在前臺詢問相關班機的免費接駁車時間。 

 

海濱俱樂部 

10 點退房，請跟前臺約好送機時間由 VIP 專車送去機場。 

 

qualia 飯店 

11 點退房，請跟前臺約好送機時間由 VIP 專車送去機場。 

 

遊艇俱樂部和其他 Holiday Homes 

10 點去機場 Holiday Home 前臺辦理退房，把行李留在房間，行李員 10 點來收取行李直接運往機場前臺，退房完後您也可

以保留高爾夫球車，班機起飛前 1 小時自行開車到機場並將車歸還在機場停車處即可。 

 

 

 

 

 

 

 

 

 



 

去大堡礁其他管道 

 

船去飛回 

飯店早餐後在領隊帶領下，前往 Hamilton Island Marina 碼頭，08:30 開始辦理乘船手續，09:00 乘坐 Cruise Whitsunday 

遊船出海欣賞世界自然遺產、世界第八大奇迹——大堡礁。前不久號稱“世界上最美的工作”正是出自於此。聖靈群島 

Whitsundays 位於澳大利亞神奇大堡礁的心臟地帶，如一顆綠寶石被蔚藍色的珊瑚海環繞著。航行約 2 小時後 11:00 抵達專

屬水上平臺—珊瑚礁世界 Reef World。您可以前往水底觀察室，透過玻璃底欣賞五彩繽紛的各色海底生物；也可以前往領取

浮淺用具，穿戴上蛙蹼，如需要可再穿上救生衣，縱身躍入指定海域，自由觀看海底的珊瑚、熱帶魚群。12:00 - 14:00 在浮

臺上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14:00 乘直升飛機返回，空中俯瞰神奇的大堡礁，尤其是能看到鬼斧神工的，浪漫無比的，被譽為

是大堡礁心臟的海洋之心——心形大堡礁。14:30 抵達機場，由專車送回飯店。 

 

飛去船回 

飯店早餐後在由工作人員帶領下 10:30 從飯店出發前往漢密爾頓島直升機機場，11:00 起飛一路俯瞰漢密爾頓島 - 白天堂沙灘 

- 空中俯瞰神奇的大堡礁，尤其是能看到鬼斧神工的，浪漫無比的，被譽為是大堡礁心臟的海洋之心——心形大堡礁。11:30 

抵達直升飛機海上平臺，轉船接送到浮潜平臺。您可以前往水底觀察室，透過玻璃底欣賞五彩繽紛的各色海底生物；也可以

前往領取浮淺用具，穿戴上蛙蹼，如需要可再穿上救生衣，縱身躍入指定海域，自由觀看海底的珊瑚、熱帶魚群。12:00 - 

14:00 在浮臺上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14:30 遊船返回漢密爾頓島並於 17:00 左右抵達。 

 

飛去飛回停留大堡礁平臺 

飯店早餐後在由工作人員帶領下 10:30 從飯店出發前往漢密爾頓島直升機機場，11:00 起飛一路俯瞰漢密爾頓島 - 白天堂沙灘 

- 空中俯瞰神奇的大堡礁，尤其是能看到鬼斧神工的，浪漫無比的，被譽為是大堡礁心臟的海洋之心——心形大堡礁。11:30 

抵達直升飛機海上平臺，轉船接送到浮潜平臺。您可以前往水底觀察室，透過玻璃底欣賞五彩繽紛的各色海底生物；也可以

前往領取浮淺用具，穿戴上蛙蹼，如需要可再穿上救生衣，縱身躍入指定海域，自由觀看海底的珊瑚、熱帶魚群。隨後，享

用簡餐（飲料，三明治等）。14:00 乘直升飛機返回，再次空中俯瞰神奇的大堡礁，心形大堡礁。14:30 抵達機場。由專車送

回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