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黃金海岸-雪梨(悉尼)-墨尔本-12 日东澳洲全览】MSCO-12D
全方位深入遊览东澳洲观光城市和知名景点一路玩尽: 繁华都市雪梨(悉尼), 澳
洲古都墨尔本, 阳光之都布里斯本, 观光胜地黃金海岸, 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凯恩斯
大堡礁。
私家订制、包车包团、中文司导、纯观光、无购物、专业品质、原生态綠色之旅！
行程安排 10 日 1 日去，10 月 13 日返；10 月 2 日去，10 月 14 日返。
墨尔本进，悉尼出，费用：

8 位包车: 7900 元/大, 7100 元/小
6 位包车: 9900 元/大, 9100 元/小
4 位包车: 13750 元/大, 12950 元/小
2 位包车: 24500 元/大, 23750 元/小
行程时间：7 天
旅游形式：包车包团，中文导游，不包括酒店和餐饮

【第一天】抵达墨尔本 - 机场接机 - 市区观光 航班抵达墨尔本机场, 导游接
机 - 市区观光 - 圣保罗大教堂 - 市政厅 - 唐人街 - 皇冠赌场 - 艺术中心 - 澳网赛
场 - 阿尔波特湖 F1 赛场 - 圣陆达海滨等。登記入住飯店.（宿: 墨尔本）

【第二天】大洋路 12 门徒石 - 大峡谷 - 奧特维原始森林国家公
园 08:00AM 酒店出发, 专车经 180 公路滨海公路前往坎贝尔港国家公园, 遊览欧
特维原始森林国家公园, 游览大洋路 12 门徒石, 阿德沉船峡谷和基布森海滨等海
岸奇观。19:00PM 回到市区饭店.（宿: 墨尔本）

【第三天】原始森林 - 古老蒸汽火车 -巧克力工场- 野生动物园 - 企鹅岛
09:00AM 市区酒店出发前往丹林隆原始森林国家公园-古老的帕芬比利号蒸汽火
車在原始森林中遊览观赏-巧克力工场-菲利普岛企鵝保护区, 观赏野生小企鵝登
岸回巢。21:30PM 回到市区饭店.（宿: 墨尔本）

【第四天】飞往凯恩斯- 市区观光 - 热帶植物园 -热帶风情的堡礁赌场酒店
出发送至机场, 飞往凯恩斯。航班抵达, 导游接机, 市区观光--热带植物园
-Mangrove 自然生态保护区-Esplanade 滨海大道-凯恩斯海港码头-热带风情的堡
礁赌场。登記入住饭店.（宿: 凯恩斯）

【第五天】大堡礁绿岛出海遊轮 - 海底珊瑚世界 - 潜水 - 游泳 08:30AM 酒
店出发搭乘知名的豪华游轮前往大堡礁绿岛出海观光-乘坐玻璃底船观赏美丽的
珊瑚群-浮潜-游泳-享用中西式自助午餐。1730PM 送回至饭店.（宿: 凯恩斯）

【第六天】库兰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 原住民土著部落表演 09:00AM 酒店
出发, 前往世界自然遗产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游览库兰达镇-热帶雨林国家公园原住民土著文化中心。16:00PM 送回至饭店.（宿: 凯恩斯）

【第七天】飞往布里斯本 – 黃金海岸市区观光 酒店出发送至机场搭乘航班
飞往布里斯本。导游接机，市区观光-乔治国王广场-澳洲名校昆士兰大学-唐人街
-袋鼠岬-故事桥-南岸河畔公园下午前往观光胜地黃金海岸。登記入住酒店.
（宿: 黃金海岸）

【第八天】世界遗产春之泉国家森林公园 - 树上桥观景台 - 葡萄酒庄品酒
08:30AM 酒店出发, 前往世界遗产春之泉国家公园-树上桥观景台-亚热带原始雨
林风光-深山中的澳洲风情小镇-葡萄园, 品尝当地风味的葡萄美酒。18:00PM 返
回饭店.（宿: 黄金海岸）

【第九天】飞往雪梨（悉尼）-市区观光-雪梨歌剧院-情人港游船-邦黛海滨
酒店出发送至机场搭乘航班飞往雪梨。导游接机，市区观光-雪梨歌剧院-情人港
-渔夫码头-岩石区-星港娱乐城-海德公园-圣玛丽亚大教堂-邦黛海滨-帝王十字不
夜城-雪梨港湾观光游船。登記入住饭店.（宿: 雪梨）

【第十天】世界遗产蓝山國家公园 - 三姐妹峰 - 空中观光缆车 09:00AM 出
发前往世界遗产蓝山国家公园, 游览观光名镇卡通巴-三姐妹峰-詹米森峡谷-世界
山坡度最陡峭的登山观光缆车, 游览 2000 年奧林匹克运动场和奥运村。
18:00PM 回程送至饭店.（宿: 雪梨）

【第十一天】猎人谷葡萄酒庄风景区 – 游览知名酒庄 – 品尝美酒
09:00AM 在酒店出发前往澳洲三大知名葡萄酒产地-猎人谷-游览特色酒庄-参观
酒窖-品尝当地风味的葡萄美酒-游览猎人谷小镇。17:30PM 回程送至饭店.（宿: 雪
梨）

【第十二天】送至雪梨机场
饭店出发, 专车送至雪梨机场, 搭乘航班离开, 圆满结束澳洲旅行。
费用包含
费用包含：
舒适空调旅行车, 中文司导, 景点门票, 酒店/机场接送, 陆地交通乘客责任保险,
服务税, 蒸汽火车, 大堡礁绿岛出海遊轮, 雪梨情人港游船, 蓝山观光缆车等。

费用不含：
机票, 酒店住宿, 餐饮,司导小费,个人旅游保险。

预订需知
一经确认预订即支付定金,二十天之前取消预订,退还所支付的定金。十天之前取
消预订, 扣除 50%已支付的定金,七天之內取消预订恕不退还定金。

儿童价格：3 岁 - 12 岁。3 岁以下免费。
餐饮：澳洲是移民国家, 多种风味餐馆遍布,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餐馆品尝
异国美食, 我们的导游会为您介紹当地风味餐馆并协助预订,餐费自理。
在保证游览所有景点的前提下，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次序的权利。
由于有些行程路途比较远, 如有晕车/晕船的客人, 请提前服用药物。夏季由于阳
光强烈, 请携带防晒油, 太阳镜, 遮阳帽和驱蚊剂等。游轮出海, 请自帶游泳衣、浴
巾、拖鞋等。
如因天气、交通或其它不可抗拒原因需更改行程或滯留, 费用由客人自行负责。
以上价格包含了本公司购买的在行程中的陆地交通责任保险。涉及航空公司、游
轮、酒店、餐馆和景点的责任由第三方承担责任,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由此而给游
客帶來的损失, 将尽力协助游客处理相关事项。
【机票/酒店预订】提前预订时间长短和季节等因素,价格不同。我们可为您代理
预订澳洲境內的航班和酒店；实际价格以预订时为淮。如您自己安排, 请按行程
预订。
圣诞，新年，春節和复活节前后各一周，价格上浮 20%。

悉尼五星酒店式公寓入住
1）Meriton Suites Mascot Central（马斯克特中心美利通公寓式酒店）
Meriton Suites Mascot Central 公寓式酒店距离国内机场有不到 10 分钟的车程，距
离国际机场有 15 分钟车程，提供一流的健身中心、室内温水泳池、热水浴池、
蒸汽浴室以及无限制的免费 WiFi。
客人在 Meriton Suites Mascot Central 公寓式酒店附近的火车站乘车不到 10 分钟
即可抵达悉尼中央商业区（Sydney CBD），乘车不到 15 分钟即可抵达环形码头
（Circular Quay）。亚历山德里亚区（Alexandria）距离公寓式酒店有 13 分钟的
车程，拥有各种折扣商店和迷人的咖啡馆，如 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 餐厅。
公寓式酒店距离以其餐厅和酒吧而闻名的沙利山（Surry Hills）区有 25 分钟车程。
所有套房均提供宽敞的起居区、设施齐全的厨房或小厨房、自助式洗衣房、免费
洗浴用品和电视。大部分套房配有阳台。
Meriton Suites Mascot Central 公寓式酒店距离安联体育场（Allianz Stadium）9 公
里，距离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10 公里。
旅友们喜爱马斯克特的理由：沙滩、居民友善和帆船。
2）Meriton Suites Zetland 公寓式酒店
距离热闹的丹柯斯街（Danks Street）的咖啡馆仅有 5 分钟车程，提供豪华的自
助式客房。空调套房均配有平板卫星电视。客人可以使用无限制免费 Wifi。公寓
酒店接受客人使用银联卡（Union Pay）付款。
Meriton Suites Zetland 公寓式酒店距离摩尔公园高尔夫球场（Moore Park Golf
Course）有 3 分钟的车程，距离格林广场火车站（Green Square Train Station）有
15 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悉尼国际机场（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和悉尼的
中央商务区均有 15 分钟车程。
所有套房均提供带微波炉和冰箱的设施齐全的小厨房或厨房。每间套房均提供宽
敞的起居和用餐区。

墨尔本，准四星酒店入住 3 天
Mercure Welcome Melbourne（墨尔本美居迎宾馆）
Mercure Welcome Melbourne 酒店位于墨尔本（Melbourne）的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坐落在 Bourke Street Mall 购物中心内，距离 Emporium
Shopping Centre 购物中心有不到 4 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墨尔本海洋生物水族馆
（Sea Life Melbourne Aquarium）有 20 分钟步行路程。
酒店靠近城市的部分主要景点，包括：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罗德·拉沃竞技场（Rod Laver Arena）、皇冠赌场（Crown Casino）以及墨尔本会
议中心（Melbourne Convention Centre）。电车就停靠在酒店外，为客人提供便
利。举办墨尔本杯（Melbourne Cup Day）的费明顿马场（Flemington Racecourse）
距离酒店有 23 分钟车程。
客人可以在 Cocoon Bar 酒吧享用饮品，随后可前往 The Louden Kitchen and Grill
餐厅用餐。酒店餐厅每天早晨供应包括新鲜水果、烘焙食品以及熟食在内的早餐。
Mercure Welcome 酒店的每间空调客房均配有冰箱以及带免费洗浴用品的私人浴
室。
黄金海岸准五星酒店
Meriton Suites Broadbeach（布罗德海滩美利通公寓式酒店）
海滩距离住宿有 6 分钟步行路程。 Meriton Suites Broadbeach 公寓式酒店距离海
滩仅有 5 分钟步行路程，提供豪华住宿。公寓式酒店的休闲设施包括室内和室外
游泳池、桑拿浴室、热水浴池和健身中心。部分套房享有迷人的海景。公寓式酒
店提供无限制的免费 WiFi，并接受客人使用银联（Union Pay）卡付款。
每间空调套房均提供可打开的窗户、洗衣设施、液晶有线电视、DVD 播放机（可
应要求提供）以及设施齐全的厨房，一室公寓设有一间小厨房。
Meriton Suites Broadbeach 公寓式酒店距离木星赌场（Jupiters Casino）和黄金海
岸会议中心（Gold Coast Convention Centre）均有 5 分钟步行路程，距离 Pacific Fair
Shopping Centre 购物中心有 10 分钟步行路程。
客人可以在桑拿浴室内放松身心，或在烧烤区用餐。户外平台是客人享受黄金海
岸（Gold Coast）阳光的理想场所。

公寓大楼提供便利店和餐厅，距离多个用餐场所均有不到 5 分钟步行路程。
旅友们喜爱布罗德海滩的理由：赌场、餐厅和购物。

凯恩斯准五星酒店
Novotel Cairns Oasis Resort（凯恩斯绿洲诺富特度假村）
海滩距离住宿有 2 分钟步行路程。 四点五星级的 Novotel Oasis 度假酒店设有美
丽的泻湖游泳池、沙滩、儿童游泳池和池畔酒吧，距离 Esplanade 海滨大道、凯
恩斯（Cairns）市中心和 Reef Casino 赌场仅有很短的步行路程。
Novotel Cairns Oasis Resort 度假酒店拥有轻松悠闲的环境，方便客人前往该地区
的许多景点，如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和黛恩树雨林（Daintree Rainforest）。
酒店距离凯恩斯会展中心（Cairns Convention Centre）有 5 分钟的车程，距离凯
恩斯火车站（Cairns Railway Station）有 15 分钟的步行路程。
所有空调客房均设有私人阳台、宽带网络连接、平板电视、迷你吧和沏茶/咖啡
设施。
无论您是寻求休闲还是更正式的高级餐厅体验，Novotel Cairns Oasis Resort 酒店
都为您提供多种选择。
客人可以享受各种休闲设施，包括健身中心、Kapla Kids' Corner 儿童角和烧烤区。
酒店还设有内部日间 spa 设施。
根据我们网站上的真实住客点评，这里是凯恩斯的人气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