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点特色： 畅游澳洲著名城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黄金海岸，感受澳洲生活节奏，风土人情；

优选景点： 可伦宾动物园、滑浪者天堂、蓝山公园、悉尼歌剧院（外观）、悉尼港游船（享用澳洲西式晚餐）；

酒店住宿： 全程入住当地四星级酒店

丰富膳食： 酒店自助早餐或精美早餐盒，部分自助餐及飞机餐除外，正餐安排中式围餐或景点自助餐：全程 6 菜 1 汤

优质航空： 选用南方航空，安全、舒适、快捷及优秀中文空乘服务

——澳洲墨尔本 8 天乐享之旅

线路行程涵盖澳洲新西兰北岛经典景点，专业领队优

质导游陪同，亲子又亲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



行程安排行程安排行程安排（香港往返）（香港往返）（香港往返）

第 1 天 1122 广州悉尼 住宿

参考航班：CZ325 2100/0925+1

当天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集中，由领队带领下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城

市悉尼。

餐：敬请自理

航班上

第 2 天 1123 悉尼 住宿

悉尼：澳洲最大的城市，南半球最现代化的大都会，同时拥有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美丽的天然港

湾。这里处处透露着最让澳洲自豪的繁华和热闹。抵达后到南半球最大【悉尼鱼市场】（约 60 分钟），

可自由选择品种繁多的各种三文鱼，龙虾等，充分体验澳洲当地居民的生活情趣。游览澳洲著名高

等教育学府【悉尼大学】，体验异国的校园风情。下午游览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外观）】，深

入了解其背后曲折动人的故事（约 30 分钟）；在【麦觉理夫人椅子的小半岛】，可拍摄到歌剧院、

悉尼大桥、悉尼港湾组成的唯美的图画！【玛丽教堂】的庄严与【海德公园】的休闲宁静结合的如

此完美（约 45 分钟），这也是你喜爱悉尼的理由。

特别安排搭乘【豪华游船】，带您一览气象万千的悉尼港区。从悉尼码头上船，沿途欣赏悉尼港

边的水岸住宅区，热闹繁华的都市景观，全世界最大单拱型铁桥－悉尼港湾大桥，从港湾眺望建筑

群天际线悉尼歌剧院悉尼塔，并于船上享用丰富晚餐。晚餐后入住酒店。

餐：机上早餐/午餐自理/游船晚餐

标准双人间

第 3 天 1124 悉尼（单车程约 1.5 小时）蓝山—悉尼 住宿

早餐后，乘车前往澳大利亚著名的风景区世界遗产【蓝山国家公园】（不含缆车）。因为蓝山上

种植不少由加利树，这种树的树叶会释放出一种气体，积聚在山峰和谷顶，形成一层蓝色薄雾，蓝

山因而得名。整列茂密丛林峡谷高达海拔一千三百公尺，清爽高山空气、瀑布奔泻的广阔沙岩山谷、

回音谷等等，构成一幅精饰细缀、辽阔无涯的大自然图画。尤其以三姐妹峰及杰美逊峡谷最为出名。

接着前往蓝山脚下的【LEURA 雷拉小镇】（约 30 分钟），漫步于小镇，参观小镇商业街旁极具特色的

小店。随后乘车返回悉尼，晚餐后入住酒店。

参观悉尼特产店，为亲朋好友挑选澳洲特产（约 1 小时），参观悉尼床上用品（约 1 小时）。

餐：酒店早餐/午餐/晚餐

标准双人间

第 4 天 1125 悉尼布里斯班 住宿

参考航班：待定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的首府，更是昆士兰州的经济文化中心，既有现代繁忙都市活力，也拥

有乡郊城镇悠然自得,在河边的高楼大厦，映衬着周围的各种红花绿叶。抵达后开始布里斯本市区游。

【布里斯班市政厅】建于 1930 年，以昆士兰特有的棕黄色砂岩及木料作建材，他是澳大利亚现存

最大，最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前面的露天广场由草坪、灌木、花丛和澳大利亚本土树木装点，非常

美丽，是举办戏剧演出、音乐会和各种庆典活动的场所。从市政厅往南走，过了维多利亚桥，就是

南岸地区了，不远就是【昆士兰文化中心】。中心包括昆士兰博物馆；昆士兰艺术画廊；昆州图书

馆及综合表演艺术中心。从文化中心沿着河滨散步道，就可以到【南岸公园】【袋鼠角】【故事桥】，

故事桥是布里斯班最著名的大桥，建造于 1940 年 6 月 6 日，桥不长，仅 500 多米桥，但是它 96[%]

的建筑材料取自澳洲当地，而且是全世界上唯一的两座手工制作的大桥之一。游毕后返回酒店休息。

餐：酒店早餐/午餐/晚餐

标准双人间

第 5 天 1126 布里斯本—（单车程约 1.5 小时）黄金海岸—布里斯本 住宿

黄金海岸被誉为真正的度假天堂，充满活力的城市。乘车前往【可伦滨动物园】（下车入内参观

约 2小时），您可亲自喂食袋鼠，并搭乘游园车欣赏各种澳洲特有的动物；如：丁哥狗、EMU、树熊、

澳洲鳄鱼等，并可观看精彩的澳洲剪羊毛秀表演，园内为您准备特殊的喂鸟器让您喂食野生的彩色

鹦鹉，让您的这一生留下特殊、难忘的经验与回忆。您将有充裕的时间在连绵白洁、充满阳光的【滑

浪者天堂海滨】（约 30 分钟），留下在难平的双双足印，感受异国海滩的浪漫气氛。前往处于昆士兰

与新南威尔斯交界的【危险角】，此处为昆省著名的交界处，游客体验左脚踩在昆士兰，右脚立于新

南威尔斯州的一刻。优美的海岸线与白色灯塔矗立于海角，游客远眺黄金海岸另一头，碧海蓝天相

连的景色，足以令人流连忘返。晚餐后入住酒店。

参观澳洲特产（约 1 小时），澳宝工厂（约 1 小时），为亲朋好友和自己购买精美礼品。

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

标准双人间



接待标准接待标准接待标准

第 6 天 1127 布里斯班墨尔本 住宿

参考航班：待定

墨尔本：澳洲维多利亚首府，有澳洲伦敦之称，市区里随处可见歌德式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素有“花

园城市”之称，抵达后市区观光：【菲兹罗公园】（入内），林木青葱，花圃、温室、喷泉、小湖、

步道、雕像等规划优美，成为最热门的婚纱猎镜地点，园中最值得介绍的是【库克船长小屋】（外

观），这是澳洲最古老的房屋。雅拉河流贯其间，【圣派克大教堂】（约 30 分钟），庄严肃穆。【联邦

广场】是一座结构和色彩都相当另类的建筑群，和周边的古老建筑相映成趣。维多利亚州国立美术

馆和艺术中心相邻，为墨尔本人提供从视觉到听觉、从油画雕塑到音乐戏剧等不同的艺术享受（约

30 分钟）。晚餐后入住酒店。

餐：机上早餐/午餐/晚餐

参观墨尔本特产店（约 1 小时）

标准双人间

第 7 天 1128 墨尔本-（单车程约 3.5 小时）大洋路-墨尔本 住宿

酒店早餐后前往鬼斧神工的大洋路观光（内陆线）。把大洋路视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镇州之宝，

绝不为过，开车前往大洋路【十二门徒】（The Twelve Apostle）。十二门徒岩”是澳大利亚最著名

的地标性景观之一，大约形成于 2000 万年前，由 12 块各自独立的岩石群组成。这组岩石群千万年

来，在海风和海浪的不断侵蚀下，逐渐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奇岩，因为其数量和形态酷似耶稣的十二

门徒，因此得美名“十二门徒岩”。“十二门徒岩”中的几块都先后崩塌了，如今， “十二门徒岩”

只剩下了“八位”。沿途还能观赏淳朴自然的澳洲风光。晚餐后入住酒店。

餐：酒店早餐/午餐/晚餐

标准双人间

第 8 天 1129 墨尔本广州

参考航班：CZ344 1145/1825

早餐后，乘车前往机场乘机返回广州白云机场散团，结束愉快的澳洲之旅，全程结束。

餐：酒店早餐/机上午餐/晚餐自理

费用

包含

1. 行程内当地四星酒店标准双人间（全程不提供自然单间，如出现单人，请补交单住房差）

2. 用餐标准：酒店自助早餐或精美早餐盒，部分自助餐及飞机餐除外，正餐安排中式围餐或景点自助餐：全程6菜一汤

3. 豪华旅游空调车

4. 行程内列明参观景点的第一大门票

5. 我社专业领队

6. 澳洲ADS签证费（团队旅游签证）

7. 团队旅游签证的送关口岸名单费用

8. 经济客位的国际国内机票及机场税、燃油附加费。

9.深圳码头到香港机场单程船票。



费用

不含

（请认真阅读，一经报名，则表示客人理解并同意执行以下条款）

1. 不含导游服务费640/人

2. 私人性质的消费(如交通费，洗衣，电话，酒水,购物等)；自费项目；

3. 居住地前往码头及机场返回居住地的来回程交通

4. 因罢工、台风、交通延误等一切不可抗拒因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5. 境外旅游意外保险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敬请留意所买保险是否在国外适用，并保管好相关保单及认真阅读条款。）如

有需要也可与相关销售人员咨询！

6. 按照国际惯例，转机及候机的用餐自理；圣灵群岛行程中所有的午餐、晚餐自理；行程中其他未注明包含的正餐费用

7. 航空公司的机票及燃油附加费临时加价以及境外大型会议或比赛或当地旅游旺季之类引起的酒店的临时加价及汇率

升幅（以报名付款时会作出升幅声明，并以签定合同为准）

8. 行李超重

9. 公务活动的安排及其产生的超公里费和超工时费

10. 如遇澳洲领事馆拒签费（拒签将收取领馆工本费及旅行社代送签证服务费1000元/人）

11. 有拒签者，机票款将按航空公司相关规定退款，其他产生费用以实际发生金额收取。

12. 外宾附加费，含港澳台地区，需要支付1800元/人的差价

其他

澳洲旅游温馨小提示：

语言：澳洲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各大商场和酒店都有通晓各国语言的服务人员。

气候：澳洲地处南半球，四季与北半球相反：

春季：9－11月 气温：9－11度 夏天：12－2月 气温：14－25度

秋季：3－5月 气温：11－20度 冬天：6－8月 气温：6－14度

货币：澳洲以澳币，客人可以在各大国际机场，银行等办理兑换外币和旅行支票业务，方便快捷。

酒店住宿：澳洲酒店内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亦同时配有电热水壶。但是酒店不设有一次性的牙刷，拖鞋等，请客人自

备。

时差：澳洲东岸比中国快两个小时整。如果是澳洲的夏令时时期则需要再增加一个小时（夏令时由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

月）。

衣着：澳洲各地着装随意，客人再准备着装的时候请根据出发时的气候和自身身体条件调整所带服装，最好以轻便着装为

主，减轻旅途的负担。

防晒：澳洲阳光明媚，而且环境比较空旷，所以阳光直接照射到皮肤的机会也比较多，特别是在户外进行活动的时候一定

要做好保护措施，例如戴帽子，穿长袖带领的衣服，使用SPF15或以上的防晒油，如参加户外水上运动，则请使用防水的

防晒油。

电压：澳洲所使用的电压为240伏特，电源插头为三脚扁插，建议客人自备转换插头

备注

1、以上行程为报名参考所用，会因交通及地接社安排等原因调整行程顺序，确认行程及航班以出团通知为准，敬请注意；

2、澳新游览车由一位司机驾驶，为保证游客安全，当地交通管理局有规定：司机每日开车时间不能超过9小时（车上配备

行车记录监控系统），因此要求司机额外加班都有可能遭到拒绝，敬请谅解；

3、澳新酒店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列的星级标准为澳洲当地行业参考标准，酒店将有可能被安排在市郊，请理解和包

涵；

4、75周岁以上（含75岁）的客人需要办国际健康证或做前往广州指定医院体检及购买指定保险方可申请签证；

5、全国各地客人均可报名。凡获得澳新ADS团签，出团前须缴付保证金每人人民币伍万元或以上，返国后凭护照及收据原

件即归还，退款请提前电话预约通知。

6、出发前五天客人如需取消行程,所含项目作自动放弃处理,不退任何费用。五天之前的则看所产生实际费用处理。



购物补充协议

经本人与旅行社双方充分协商，就本次旅游自由活动期间前往以下购物场所达成一致意见并同意以下条款及安排，本人

及旅行社双方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

1. 全程绝不强制购物，除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外，无其他购物店；

2. 旅行者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非商品质量问题，旅行社不协助退换；

3. 旅行者自行前往非本补充协议中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自由活动期间购物场所安排:

双方签字：

旅行社(盖章)： 旅游者或旅游者代表(签章)：

经办人及电话：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自费补充协议书

团号： 旅行社代表： 日期：

为丰富游客的旅程，对旅游行程单中约定的自由活动期间的行程安排，旅行社应旅游者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

本补充协议，作为包价旅游合同的组成部分。 自费项目说明：

参考

酒店

悉尼：

Holiday inn Waraick Farm ；Holiday inn sydney airport；Best Western Haven Glebe；Travelodge Airport；Mercure Airport；

Mercure Parramatta；Quest at Sydney Olympic Park或同级

布里斯班：

Mantra Sun City；Sovereign gold coast；Mercure Gold Coast；

Paradise Resort；Woodroffe hotel；Board beach Savannah或同级

凯恩斯：

Colonial Club ；Acacia；Palm Royale或同级

购物店名字和地址 电话号码 所卖物品 进店时间

悉尼 Darling Habour PTY LTD

地址：Shop2 ，Bay Centre，65 Pirrama Road,

pyrmont NSW 2009 AUS

0296603588

澳洲特产，销售保健品、食品、

羊毛/驼羊毛制品、化妆品以

及澳宝等

约 60 分钟

悉尼 AUSTRA BEDDING PTY LTD

地址：26 pike ST，rydalmere.2118 澳洲特产，羊毛被

约 60 分钟

黄金海岸 SERFERS PARADISE PTY LTD

地址：Shop 2/110 Brisbane Road Labrador 0755291598

澳洲特产，销售保健品、食品、

羊毛/驼羊毛制品、化妆品以

及澳宝等

约 60 分钟

黄金海岸澳宝工厂 King Opal Shop

地址：164-166 Siganto Dr, Helensvale QLD

4212

0416588598 澳大利亚特有宝石

约 60 分钟



1、下列项目参加人数若未达到约定最低参加人数的，双方同意协商条款不生效且对双方均无约束力；

2、下列项目一经预定不能取消。若履行中遇不可抗力或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双方均

有权解除，旅行社在扣除已向履行辅助人支付 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3、签署本协议前，旅行社已将自费项目的安全风险注意事项告知旅游者，旅游者应根据身体条件谨慎选择，旅游者在本协议

上签字确认视为其已明确知悉相应安全风险 注意事项，并自愿承受相应后果；游客本人清楚了解其中部分自费项目属于

惊险刺激运动项目，需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谨慎参加，可能需要和部分活动组织者签定责 任合同以及可能被要求购买保

险。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禁止参加。

4、旅游者参加本协议的自费项目导致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的按照履行辅助人的相关条款进行赔付。参加本协议以外的自费项

目导致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的，旅行社不承担。 任何责任。

地点 项目名称 内容
参考价格

（单位：澳币/人）
游客签名

黄金

海岸

夜间游览（约 19：00-23：00）

包含车费、导游讲解服务费及加

班费

1、全程游客先在黄金时段参观澳洲中产

阶级的家庭生活，从中了解当地居住环境

与留学生的种种经历。

2、后登上价值数百万的豪华游艇，参观

游艇上的设施设备，同时沿途欣赏黄金海

岸富人区的豪宅和市区的夜景。

3、前往参观澳洲唯一的一座水上教堂。

成人：110 澳币/人

儿童（12 周岁以下）：

100 澳币/人

萤火虫洞

在专业向导和讲解员带领下，深入国家公

园，探访隐秘的萤火虫栖息地（萤火虫

洞），夜观南十字星座。

成人 110 澳币/人

儿童：100 澳币/人

至尊豪华游艇日游

登上价值数百万的豪华游艇，参观游艇上

的设施设备同时沿途欣赏黄金海岸富人

区的豪宅和市区的风景，赠送每人两深海

大虎虾+澳洲新鲜深海生蠔+时令水果。

成人 ：130 澳币/人

儿童：120 澳币/人

悉尼

夜间游览（约 19：00-23：00）

最少 10 人以上方可安排包含

车费、司机加班费、导游讲解服

务费及加班费、景点门票、照片

南半球最大的水族馆，让你领略到南半球

海底的精彩，或登上悉尼铁塔，饱览世界

三大夜景之一悉尼夜景（二选一）。观看

精彩的镭射与立体电影；途经特色街（同

性恋大街与红灯区）；驱车经过雄伟的悉

尼大桥，从桥北看歌剧院和市区又另有一

番精彩。

成人 110 澳币/人

儿童：100 澳币/人

凯恩斯

海底漫步
佩带专用面罩，酷似太空人般在海底信步

175 澳币（12 周岁以

上的人可参加，预订

后不退费）

水肺深潜 由国际认可潜水教练教授潜水要领

164 澳币(12 周岁以

上的人可参加，培训

开始后不退费)

清晨热气球之旅（约 04:00-08：

30，热气球飞行约 30 分钟）包

含车费、景点门票、保险

黎明时分前往乘上热气球， 飞跃阿

瑟顿高地(Atherton Tablelands)上

空，欣赏醉人美景。

成人：290 澳币/人

儿童：239 澳币/人

（4-14 周岁）



直升机 30 分钟观光飞行

（凯恩斯出发） 机票费+简单英文讲解 399 澳币/人

悍马夜游（约 19：00-23：00）

包含车费、导游讲解服务费及加

班费

体验军用悍马车于热带雨林中穿行，再

前往观看萤火虫，喂岩石袋鼠

成人 ：160 澳币（70

岁以上不建议）

儿童：130 澳币 （10

岁及 140CM 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