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前往費沙島
選擇一：自駕車
荷維灣河口碼頭地址：Shop 7/54, River Heads Shopping Village, 
River Heads Road, River Heads, Queensland 4655. 
(提示: 到了Shopping Village, 路名River Heads Road 改稱為 Ariadne Street)  

GPS: 25° 25’ 20.316 / 152° 55’ 1.479 
您的車可停靠在河口碼頭保安監控的停車場內。

兩晚：$45，三晚：$65。

選擇二：航空
維珍航空：悉尼－荷維灣航線

澳洲航空：布里斯本-荷維灣航線

機場至碼頭接送：來回：$29/人,單程：$24/人，車程：約20分鐘。

選擇三：從黃金海岸、布里斯本、陽光海岸
乘坐CON-X-ION公司接駁巴士*

費沙島距離布里斯本只需輕鬆自駕3.5
小時，距黃金海岸車程只需4.5小時！

翠鳥灣度假村渡輪時刻表

從河口碼頭出發往費沙島 

09:00 12:30 15:30 18:45

從費沙島翠鳥灣碼頭出發 

07:50 10:30 14:00 17:00

費沙島費沙島
Fraser IslandFraser Island

全攻略全攻略

世界最大沙島世界最大沙島   ••   世界自然遺產世界自然遺產   ••   浩瀚沙洲系統浩瀚沙洲系統   ••   震撼水文景觀震撼水文景觀   ••   原始參天雨林原始參天雨林   ••   四驅穿越探秘四驅穿越探秘

2019年4月∼2020年3月版

Agent:



第三天：離開費沙島第三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

結束三天費沙島之旅。

第三天：翠鳥灣自由活動第三天：翠鳥灣自由活動**    

充分享受翠鳥灣度假村豐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自費），在世界自然遺產內充分享受翠鳥灣度假村豐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自費），在世界自然遺產內

度過悠閑一天：

•  釣魚、划船、兩輪思維車釣魚、划船、兩輪思維車segwaysegway、射箭、賞鳥。、射箭、賞鳥。

•  夜遊、生態導遊講解之旅、野生食材烹飪試食。夜遊、生態導遊講解之旅、野生食材烹飪試食。

•  泳池邊閑坐閱讀、漫步沙灘及步行徑、享受天然泳池邊閑坐閱讀、漫步沙灘及步行徑、享受天然SPASPA按摩。按摩。

•  小童俱樂部小童俱樂部Junior Eco RangerJunior Eco Ranger主題活動 (適合主題活動 (適合5-125-12歲小童，逢週末及本歲小童，逢週末及本

地學校假期提供) 。地學校假期提供) 。

•  傍晚前往碼頭小屋觀賞著名的費沙島日落，在晴朗的夜晚觀賞星空。傍晚前往碼頭小屋觀賞著名的費沙島日落，在晴朗的夜晚觀賞星空。

• 或可預訂有導遊帶領的包車全天遊，遊覽更多費沙島美景(需提前預訂)。
•  詳情請參考前臺提供的每日活動內容(詳情請參考前臺提供的每日活動內容(What’s On GuideWhat’s On Guide)。)。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

三天三天行行程程 四天行程四天行程 季節行程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從各地抵達荷維灣河口碼頭 (從各地抵達荷維灣河口碼頭 (Hervey Bay, River HeadsHervey Bay, River Heads) 在翠鳥灣度假村接待處托運行李，乘搭渡輪前往費沙島入住翠) 在翠鳥灣度假村接待處托運行李，乘搭渡輪前往費沙島入住翠

鳥灣度假村鳥灣度假村 Kingfi sher Bay Resort* Kingfi sher Bay Resort*(請在渡輪出發前(請在渡輪出發前4545分鐘到達河口碼頭辦理手續分鐘到達河口碼頭辦理手續))。當天可到前臺預訂。當天可到前臺預訂MP3MP3中文講解中文講解

器，或手機下載語音講解器，或手機下載語音講解APP: Fraser Explorer ToursAPP: Fraser Explorer Tours為費沙島穿越之旅作準備。為費沙島穿越之旅作準備。

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Beauty Spots Tour
早上早上7:507:50跟隨經驗豐富的響導，登上舒適四驅越野大巴：跟隨經驗豐富的響導，登上舒適四驅越野大巴：

•  •  下午約下午約4:304:30返回度假村。返回度假村。

•  •  行程提供上午或下午茶點，中午在伊龍酒店(行程提供上午或下午茶點，中午在伊龍酒店(Eurong Beach ResortEurong Beach Resort)享用自助午餐 。)享用自助午餐 。

費沙島三天兩晚穿越之旅費沙島三天兩晚穿越之旅  
Tour Code: FIATour Code: FIA

費沙島四天三晚穿越之旅費沙島四天三晚穿越之旅++自由活動自由活動
Tour Code: FIA + Extra NightTour Code: FIA + Extra Night  

費沙島四天三晚純凈之旅
(11月∼6月運營)  Tour Code: FIRE 

•  •  馳騁著名的馳騁著名的7575哩灘哩灘 •  •  愛麗泉(愛麗泉(Eli CreekEli Creek)中腳踏柔軟)中腳踏柔軟

河沙，享受天然足底按摩河沙，享受天然足底按摩

•  •  白沙湖(Lake MckenzieLake Mckenzie)，
在清澈如鏡的湖水中暢泳在清澈如鏡的湖水中暢泳
或在細膩的白沙灘上閑坐或在細膩的白沙灘上閑坐
漫步，泡天然漫步，泡天然SPASPA

•  •  靜河溪(Wanggoolba)，
沿著透明見底的小溪沿著透明見底的小溪

漫步雨林漫步雨林

•  •  中央車站(Central Station)，)，
觀看沙地雨林的奇景，觀看沙地雨林的奇景，

深呼吸清新的空氣深呼吸清新的空氣

•  •  可自費乘坐觀光飛
機，從高空飽覽費沙機，從高空飽覽費沙

島美景島美景

•  •  瑪希諾號古跡(瑪希諾號古跡(Maheno Maheno 
ShipwreckShipwreck)，感受沒有)，感受沒有

圍欄的歷史遺跡

•  •  幻彩教堂山(PinnaclesPinnacles)，
近看層疊的礦砂層，仔細近看層疊的礦砂層，仔細

分辨其中的顏色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第二天：賞鯨之旅
早餐後7:15從翠鳥灣度假村出發，登上賞鯨遊船展開4小時賞鯨

之旅，更可嘗試與鯨魚同遊！ 中午12:00返回度假村，下午享受度假村設施和豐
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賞鯨之旅僅在每年8-10月期間提供，與鯨魚同遊為自費活

動，視天氣與實際情況而定，請咨詢工作人員並現場報名)

第三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季節行程
賞鯨季特價行程*

(8月∼10月運營）Tour Code: WTF

價格列表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 

第三天：全天遊船，探秘純淨的無人沙灘

早餐後約7:15出發(請与酒店前臺確認出發時間与集中地點)，到碼頭乘坐遊船前往費沙島
的西北海岸，探秘純淨的無人白沙灘,在玻璃般清澈透明的海水及小溪中暢遊，並進行浮

潛、獨木舟等水上活動，度過寧靜悠閒的一天。午餐及上、下午茶在遊船上享用。下午

約16:00返回翠鳥灣度假村。行程中請留意隨時出現的豐富海洋生物。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

入住兩晚

第三晚免
費



第三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

第三天：翠鳥灣自由活動*  

充分享受翠鳥灣度假村豐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自費），在世界自然遺產內

釣魚、划船、兩輪思維車segway、射箭、賞鳥。
夜遊、生態導遊講解之旅、野生食材烹飪試食。

泳池邊閑坐閱讀、漫步沙灘及步行徑、享受天然SPA按摩。
小童俱樂部Junior Eco Ranger主題活動 (適合5-12歲小童，逢週末及本
地學校假期提供) 。

傍晚前往碼頭小屋觀賞著名的費沙島日落，在晴朗的夜晚觀賞星空。

詳情請參考前臺提供的每日活動內容(What’s On Guide)。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

三天行程 四天行程 季節行程季節行程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從各地抵達荷維灣河口碼頭 (Hervey Bay, River Heads) 在翠鳥灣度假村接待處托運行李，乘搭渡輪前往費沙島入住翠
鳥灣度假村 Kingfi sher Bay Resort*(請在渡輪出發前45分鐘到達河口碼頭辦理手續)。當天可到前臺預訂MP3中文講解
器，或手機下載語音講解APP: Fraser Explorer Tours為費沙島穿越之旅作準備。

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
早上7:50跟隨經驗豐富的響導，登上舒適四驅越野大巴：

•  下午約4:30返回度假村。
•  行程提供上午或下午茶點，中午在伊龍酒店(Eurong Beach Resort)享用自助午餐 。

費沙島三天兩晚穿越之旅 
Tour Code: FIA

費沙島四天三晚穿越之旅+自由活動
Tour Code: FIA + Extra Night 

費沙島四天三晚純凈之旅費沙島四天三晚純凈之旅
((1111月∼月∼66月運營)  月運營)  Tour Code: FIRETour Code: FIRE  

•  馳騁著名的75哩灘 •  愛麗泉(Eli Creek)中腳踏柔軟
河沙，享受天然足底按摩

•  Lake Mckenzie
在清澈如鏡的湖水中暢泳
或在細膩的白沙灘上閑坐
漫步，泡天然SPA

•  
沿著透明見底的小溪

漫步雨林

•  )，

觀看沙地雨林的奇景，

深呼吸清新的空氣

•  
機，從高空飽覽費沙

島美景

•  瑪希諾號古跡(Maheno 
Shipwreck)，感受沒有

•  Pinnacles
近看層疊的礦砂層，仔細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第二天：賞鯨之旅第二天：賞鯨之旅
早餐後早餐後7:157:15從翠鳥灣度假村出發，登上賞鯨遊船展開從翠鳥灣度假村出發，登上賞鯨遊船展開44小時賞鯨小時賞鯨

之旅，更可嘗試與鯨魚同遊！ 中午之旅，更可嘗試與鯨魚同遊！ 中午12:0012:00返回度假村，下午享受度假村設施和豐返回度假村，下午享受度假村設施和豐

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賞鯨之旅僅在每年8-10月期間提供，與鯨魚同遊為自費活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賞鯨之旅僅在每年8-10月期間提供，與鯨魚同遊為自費活

動，視天氣與實際情況而定，請咨詢工作人員並現場報名)動，視天氣與實際情況而定，請咨詢工作人員並現場報名)

第三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第三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Beauty Spots Tour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季節行程季節行程
賞鯨季特價行程賞鯨季特價行程**

((88月∼月∼1010月運營）月運營）Tour Code: WTFTour Code: WTF

價格列表價格列表
費沙島三天兩晚穿越之旅                                                                                                     
Fraser Island Adventure Package Ex Hervey Bay 
(Tour code: FIA)

• 兩晚翠鳥灣度假村住宿
• 四驅車穿越之旅
• 來回渡輪
• 2 x 早餐，1 x 午餐（穿越之旅當天午餐）

價格分類                    成人     小童

   單人   雙人   三人        (4-14歲) 

平季 $638/人 $449/人 $386/人 $177/人

旺季 $788/人 $539/人 $456/人 $186/人

費沙島四天三晚穿越之旅 + 翠鳥灣自由活動        
Fraser Island Adventure Package with extra night Ex Hervey Bay
(Tour code: FIA + Extra Night)

• 三晚翠鳥灣度假村住宿
• 第二天四驅車費沙島穿越之旅
• 第三天翠鳥灣自由活動
• 來回渡輪
• 3 x 早餐，1 x 午餐（穿越之旅當天午餐）

價格分類      成人                   小童

   單人    雙人   三人        (4-14歲)

平季 $859/人 $575.5/人 $481/人      $197/人

旺季 $1069/人 $695.5/人 $571/人      $206/人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Beauty Spots Tour  

第三天：全天遊船，探秘純淨的無人沙灘第三天：全天遊船，探秘純淨的無人沙灘

早餐後約早餐後約7:157:15出發(請与酒店前臺確認出發時間与集中地點)，到碼頭乘坐遊船前往費沙島出發(請与酒店前臺確認出發時間与集中地點)，到碼頭乘坐遊船前往費沙島

的西北海岸，探秘純淨的無人白沙灘,在玻璃般清澈透明的海水及小溪中暢遊，並進行浮的西北海岸，探秘純淨的無人白沙灘,在玻璃般清澈透明的海水及小溪中暢遊，並進行浮

潛、獨木舟等水上活動，度過寧靜悠閒的一天。午餐及上、下午茶在遊船上享用。下午潛、獨木舟等水上活動，度過寧靜悠閒的一天。午餐及上、下午茶在遊船上享用。下午

約約16:0016:00返回翠鳥灣度假村。行程中請留意隨時出現的豐富海洋生物。返回翠鳥灣度假村。行程中請留意隨時出現的豐富海洋生物。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

入住兩晚入住兩晚

第三晚免
費

第三晚免
費



注意事項：

• 平季：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18日 / 2019年4月22日∼2019年12月19日 / 2020年1月 
 11日∼2020年3月31日。

• 旺季：2019年4月19日∼2019年4月21日 / 2019年12月20日∼2020年1月10日。

• 附加費：如個別日期房源緊張，不排除會產生附加費，請諮詢價格並儘早預訂。

• 度假村房型均為1張雙人床加1張單人床(Queen + King Single)，每房最多可入住3位成人或 
 2位成人1位小童1位嬰兒，如需加床，請諮詢加床價。如一個家庭內有兩位大人兩位小童， 
 可預訂兩間連通房(interconnecting room),數量有限，請預訂時說明。

• 可選擇升級到SPA房或海景房，數量有限，請諮詢升級價格並儘早預訂。

第三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

第三天：翠鳥灣自由活動*  

充分享受翠鳥灣度假村豐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自費），在世界自然遺產內

釣魚、划船、兩輪思維車segway、射箭、賞鳥。
夜遊、生態導遊講解之旅、野生食材烹飪試食。

泳池邊閑坐閱讀、漫步沙灘及步行徑、享受天然SPA按摩。
小童俱樂部Junior Eco Ranger主題活動 (適合5-12歲小童，逢週末及本
地學校假期提供) 。

傍晚前往碼頭小屋觀賞著名的費沙島日落，在晴朗的夜晚觀賞星空。

詳情請參考前臺提供的每日活動內容(What’s On Guide)。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

三天行程 四天行程 季節行程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從各地抵達荷維灣河口碼頭 (Hervey Bay, River Heads) 在翠鳥灣度假村接待處托運行李，乘搭渡輪前往費沙島入住翠
鳥灣度假村 Kingfi sher Bay Resort*(請在渡輪出發前45分鐘到達河口碼頭辦理手續)。當天可到前臺預訂MP3中文講解
器，或手機下載語音講解APP: Fraser Explorer Tours為費沙島穿越之旅作準備。

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
早上7:50跟隨經驗豐富的響導，登上舒適四驅越野大巴：

•  下午約4:30返回度假村。
•  行程提供上午或下午茶點，中午在伊龍酒店(Eurong Beach Resort)享用自助午餐 。

費沙島三天兩晚穿越之旅 
Tour Code: FIA

費沙島四天三晚穿越之旅+自由活動
Tour Code: FIA + Extra Night 

費沙島四天三晚純凈之旅
(11月∼6月運營)  Tour Code: FIRE 

•  馳騁著名的75哩灘 •  愛麗泉(Eli Creek)中腳踏柔軟
河沙，享受天然足底按摩

•  Lake Mckenzie
在清澈如鏡的湖水中暢泳
或在細膩的白沙灘上閑坐
漫步，泡天然SPA

•  
沿著透明見底的小溪

漫步雨林

•  )，

觀看沙地雨林的奇景，

深呼吸清新的空氣

•  
機，從高空飽覽費沙

島美景

•  瑪希諾號古跡(Maheno 
Shipwreck)，感受沒有

•  Pinnacles
近看層疊的礦砂層，仔細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第二天：賞鯨之旅
早餐後7:15從翠鳥灣度假村出發，登上賞鯨遊船展開4小時賞鯨

之旅，更可嘗試與鯨魚同遊！ 中午12:00返回度假村，下午享受度假村設施和豐
富的生態導遊活動。(賞鯨之旅僅在每年8-10月期間提供，與鯨魚同遊為自費活

動，視天氣與實際情況而定，請咨詢工作人員並現場報名)

第三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季節行程
賞鯨季特價行程*

(8月∼10月運營）Tour Code: WTF

價格列表
              

費沙島四天三晚純淨之旅
Fraser Island Remote Experience Ex Hervey Bay (Tour code: FIRE)

• 三晚翠鳥灣度假村住宿
• 第二天四驅車費沙島穿越之旅
• 第三天全天遊船之旅
• 來回渡輪
• 3 x 早餐，2 x 午餐（穿越之旅及遊船之旅當天午餐）

價格有效期                      成人                   小童

     單人    雙人     三人      (4-14歲) 
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18日
2019年4月22日∼2019年6月30日 $1082.5/人 $799/人 $704.5/人 $327/人
2019年11月16日∼2019年12月19日
2020年1月11日∼2020年3月31日    

2019年4月19日∼2019年4月21日
2019年12月20日∼2020年1月10日 

$1293/人 $919.5/人 $795/人 $336/人

‧該行程在2019年7月1日∼2019年11月15日期間不運營

賞鯨季特價行程 (入住兩晚第三晚免費)                                                                                            
Whale + Tour + 3rd Night FOC on Fraser Island Ex Hervey Bay (Tour code: WTF)

• 三晚翠鳥灣度假村住宿，賞鯨之旅
• 四驅車穿越之旅，來回渡輪
• 3 x 早餐，1 x 午餐（穿越之旅當天午餐） 

價格有效期                     成人                 小童

行程僅在2019年8月1日到   單人          雙人    三人     (4-14歲) 
10月31日期間提供。                         $788/人        $599/人 $536/人    $249/人

‧以上特價行程房源有限，僅限散客使用，不適用於團隊。

費沙島情侶套餐，三晚浪漫之旅
Fraser Island Romantic Package Ex Hervey Bay (Tour Code: ROM)

• 三晚翠鳥灣度假村住宿含早餐
• 來回渡輪
• 每人30分鐘天然理療按摩*
• 日落香檳及芝士拼盤*
• 免費升級至Spa房*

價格分類        雙人 費沙島穿越之旅

平季       $509/人        $209
旺季       $599/人       $229

推薦參加：費沙島穿越之旅

*請在入住後預訂天然理療按摩、日落香檳及
 芝士拼盤；日落香檳及芝士拼盤在碼頭小屋享用，

 視天氣而定，通常在第二天傍晚安排；SPA房數量有限，請盡早預訂。

第一天：抵達費沙島

第二天：費沙島穿越之旅 Beauty Spots Tour 

第三天：全天遊船，探秘純淨的無人沙灘

早餐後約7:15出發(請与酒店前臺確認出發時間与集中地點)，到碼頭乘坐遊船前往費沙島
的西北海岸，探秘純淨的無人白沙灘,在玻璃般清澈透明的海水及小溪中暢遊，並進行浮

潛、獨木舟等水上活動，度過寧靜悠閒的一天。午餐及上、下午茶在遊船上享用。下午

約16:00返回翠鳥灣度假村。行程中請留意隨時出現的豐富海洋生物。

第四天：離開費沙島

乘搭渡輪返回荷維灣河口碼頭，結束四天費沙島之旅。

入住兩晚

第三晚免
費



如何前往費沙島如何前往費沙島
選擇一：自駕車選擇一：自駕車
荷維灣河口碼頭地址：荷維灣河口碼頭地址：Shop 7/54, River Heads Shopping Village,Shop 7/54, River Heads Shopping Village,  
River Heads Road, River Heads, Queensland 4655.River Heads Road, River Heads, Queensland 4655.  
(提示: 到了(提示: 到了Shopping Village, Shopping Village, 路名路名River Heads RoadRiver Heads Road 改稱為  改稱為 Ariadne StreetAriadne Street)  )  

GPS: 25° 25’ 20.316 / 152° 55’ 1.479GPS: 25° 25’ 20.316 / 152° 55’ 1.479  
您的車可停靠在河口碼頭保安監控的停車場內。您的車可停靠在河口碼頭保安監控的停車場內。

兩晚：兩晚：$45$45，三晚：，三晚：$65$65。。

選擇二：航空選擇二：航空
維珍航空：悉尼－荷維灣航線維珍航空：悉尼－荷維灣航線

澳洲航空：布里斯本-荷維灣航線澳洲航空：布里斯本-荷維灣航線

機場至碼頭接送：來回：機場至碼頭接送：來回：$29$29/人,單程：/人,單程：$24$24/人，車程：約/人，車程：約2020分鐘。分鐘。

選擇三：從黃金海岸、布里斯本、陽光海岸選擇三：從黃金海岸、布里斯本、陽光海岸
乘坐乘坐CON-X-IONCON-X-ION公司接駁巴士公司接駁巴士**

費沙島距離布里斯本只需輕鬆自駕費沙島距離布里斯本只需輕鬆自駕3.53.5
小時，距黃金海岸車程只需小時，距黃金海岸車程只需4.54.5小時！小時！

翠鳥灣度假村渡輪時刻表翠鳥灣度假村渡輪時刻表

從河口碼頭出發往費沙島 從河口碼頭出發往費沙島 

09:00 12:30 15:30 18:4509:00 12:30 15:30 18:45

從費沙島翠鳥灣碼頭出發 從費沙島翠鳥灣碼頭出發 

07:50 10:30 14:00 17:0007:50 10:30 14:00 17:00

*CON-X-ION公司每天從黃金海岸各大酒店、布里斯本汽車總
站、布里斯本機場、陽光海岸酒店及機場出發，接送客人前往荷
維灣河口碼頭乘搭渡輪前往費沙島。請預訂時告知您的黃金海岸
酒店名字與地址，或布里斯本抵達航班信息，或陽光海岸酒店或
航班信息，預訂部將告知具體接送時間。從布里斯本機場出發的
客人請提前到抵達大廳的CON-X-ION櫃檯報到，工作人員將告
知具體上車地點。

接駁

15:30
渡輪

乘搭

07:50
渡輪

出島

出發前往費沙島：

  出發時間一                     出發時間二 

黃金海岸各大酒店          
布里斯本Roma St.     
125號巴士站
(汽車總站正門外)

布里斯本機場     

從費沙島返程：

 大約抵達時間 

    
    
 
 

    

價格：

 往返     單程

黃金海岸出發 $322     $161
布里斯本/陽光海岸出發 $240     $120

接駁

18:45
渡輪

布里斯本機場

布里斯本Roma St.
125號巴士站
(汽車總站正門外)

黃金海岸各大酒店

約07:00 
 

約08:20
 

約09:30

13:30 

14:20
 

15:30

約10:30 

約11:00
 

約12:30

費沙島
Fraser Island

全攻略

世界最大沙島  •  世界自然遺產  •  浩瀚沙洲系統  •  震撼水文景觀  •  原始參天雨林  •  四驅穿越探秘

Agent:



如何前往費沙島
選擇一：自駕車
荷維灣河口碼頭地址：Shop 7/54, River Heads Shopping Village, 
River Heads Road, River Heads, Queensland 4655. 
(提示: 到了Shopping Village, 路名River Heads Road 改稱為 Ariadne Street)  

GPS: 25° 25’ 20.316 / 152° 55’ 1.479 
您的車可停靠在河口碼頭保安監控的停車場內。

兩晚：$45，三晚：$65。

選擇二：航空
維珍航空：悉尼－荷維灣航線

澳洲航空：布里斯本-荷維灣航線

機場至碼頭接送：來回：$29/人,單程：$24/人，車程：約20分鐘。

選擇三：從黃金海岸、布里斯本、陽光海岸
乘坐CON-X-ION公司接駁巴士*

費沙島距離布里斯本只需輕鬆自駕3.5
小時，距黃金海岸車程只需4.5小時！

翠鳥灣度假村渡輪時刻表

從河口碼頭出發往費沙島 

09:00 12:30 15:30 18:45

從費沙島翠鳥灣碼頭出發 

07:50 10:30 14:00 17:00

費沙島
Fraser Island

全攻略

世界最大沙島  •  世界自然遺產  •  浩瀚沙洲系統  •  震撼水文景觀  •  原始參天雨林  •  四驅穿越探秘

Agent:Agent:

酷丁狗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