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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悉尼黄金海岸凯恩斯墨尔本 12 天精华游 

团号： SGCM12D          逢周三，五，日出发 

第一天：抵达悉尼（自助午餐，中式晚餐） 

华语导游接机后前往奥运村。午餐后乘车前往悉尼著名的邦迪海滩，千万豪
宅区，玫瑰湾……游览悉尼市中心，参观圣玛利亚大教堂，海德公园，维多
利亚女皇大厦等 。夜宿：悉尼 Branksome Hotel 或 Stamford Airport 
或 Rydges World Square 或 同级 (4 星) 

航班不得晚于 09:30 抵达悉尼。团队 10:30 离开悉尼机场，如果因航班

耽误行程，请客人自行安排与团队汇合。 

1、国际航班到达后可在机场麦当劳处集合，国内航班在行李转盘处集合，集合时间：10:00am.  

2、市区在 holiday Inn Darling Harbour 酒店门口集合，集合时间 11:00am   

 

第二天：悉尼-堪培拉-悉尼 （酒店西式早餐，中式午餐，中式晚餐） 

酒店享用丰富早餐后乘车前往澳洲首都——堪培拉，浏览格里芬湖，此湖
是人工湖，全程 11 公 里。浏览市区名胜，包括位于红山的大使馆，总
理府，铸币厂，联邦大桥。参观国会大厦，战争纪念馆，随后乘车返回悉
尼。夜宿：悉尼 Branksome Hotel 或 Stamford Airport 或 Rydges 
World Square 或 同级 (4 星) 

 

 

 

第三天：悉尼-黄金海岸（酒店西式早餐，游轮西式午餐，中式晚餐） 

享用丰富早餐后，由导游带领浏览悉尼各大名著。包括举世闻名的悉尼歌
剧院，著名的海港大桥，岩石区，金融商业区，情人港，皇家植物馆。中
午乘坐游船畅游风景如画的悉尼海港并在船上享用午餐。下午安排在悉尼
市中心自由活动，团友们可以自行逛街，亦或在情人港湾享受悠闲午后时
光。傍晚搭乘国内航班飞往黄金海岸，抵达后华语导游接机，送往酒店。 

夜宿：黄金海岸 Voco Gold Coast 或 Mantra on View 或 Rhapsody 
Resort 或 周边同级 (4 星) 
航班建议：预定 17:00-18:00 悉尼起飞的航班。团队 19:00 离开黄金海岸

机场，前往餐厅就餐。如果预定晚班机，当天晚餐自理并自行前往酒店。 
 

第四天：黄金海岸（酒店西式早餐，可伦宾 BBQ 自助午餐，中式晚餐） 

酒店享用早餐后，前往占地 27 公顷， 全世界最大的本土动物以及鸟类
收容保护基地 — 可伦宾野生动物园。这里大家可以亲身面对面接触野
生动物：飞狐，澳洲野犬，松鼠，更可以亲手喂袋鼠。观赏野生鹦鹉套
餐，以及澳洲的考拉熊。夜宿：黄金海岸 Voco Gold Coast 或 Mantra 
on View 或 Rhapsody Resort 或 周边同级 (4 星) 
 

 

 



 

 

 

第五天：黄金海岸（酒店西式早餐，午餐自理，中式晚餐） 

早餐后自费前往澳美合作耗费巨资兴建的[华纳电影世界] 游览。此城占
地四百一十五英亩，耗资十二亿澳元建成，可媲美美国洛杉矶之环球片
场；城内设有电影特技场，冒险乐园，动物明星表演场，奇幻旅程，3D
立体电影院及其它游乐设施。或老少皆宜的海洋世界。由于今日在主题
公园游玩，难统一出发时间，所以不含午餐和主题公园门票。 

夜宿：黄金海岸 Voco Gold Coast 或 Mantra on View 或 
Rhapsody Resort 或 周边同级 (4 星) 
主题公园门票请在报名时预定，一个景点$60,两个景点$99, 不参加主
题公园的团友当天黄金海岸自由活动。 

 

 

第六天：黄金海岸/布里斯本/凯恩斯 （酒店西式早餐，中式午餐，晚餐自理） 

享用酒店早餐后，前往布里斯班，它是澳洲第三大城市，市容整洁，环
境清幽，民情友善。浏览布里斯班市区：布里斯本河，袋鼠角，故事桥，
乔治广场，南岸公园。下午飞往凯恩斯，导游接机后送往酒店休息，晚
餐自理。 

夜宿： 凯恩斯 Pacific 或 Rydges Esplanade Resort 或 Rydges 

Plaza Cairns 或 周边同级 (4 星) 

航班建议：预定 17:00-18:00 布里斯本起飞的航班。 
 
 
 
 
第七天： 布里斯班—凯恩斯（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晚餐自理） 

酒店早餐后，上午导游带领团友游览凯恩斯，包含国家自然保护”红树
林”，皇家植物园，市区观光。随后导游会带领客人前往码头，教导客
人如何办理登船手续。下午市区自由行，可在 Lagoon 海滨人工泳池享受
午后的阳光沙滩，也可以前往凯恩斯免税商店 DFS Galleria Cairns 逛逛。 

夜宿： 凯恩斯 Pacific 或 Rydges Esplanade Resort 或 Rydges Plaza 

Cairns 或 周边同级 (4 星) 

 

 

第八天：大堡礁 （酒店早餐，包含大堡礁绿岛船票及西式自助午餐， 晚餐自理） 

早餐後自行前往碼頭乘坐遊船前往世界七大奇觀的大堡礁，透過玻璃

底船或浮潛近距離欣賞七彩繽紛的珊瑚礁及海洋生物。中午享用豐富

的西式自助午餐。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

礁，它顺着昆士兰（Queensland）海岸线绵延 2000 多公里，占地约

35000000 公顷。这里是众多海洋野生动物的家园，是此生不可错过

的旅游体验。另可額外付升等費用,前往外堡礁平臺,欣賞更廣域的珊瑚



 

礁。

下午返航回市區，遊客自行返回酒店休息。夜宿： 凯恩斯 Pacific 或 Rydges Esplanade Resort 或 Rydges 

Plaza Cairns 或 周边同级 (4 星) 

（今天出海無導遊陪同，客人自行前往碼頭 酒店在码头附近 

 

第九天：熱帶雨林—墨尔本（酒店早餐，包含烧烤自助午餐 及
热带雨林门票，水陆两楼车穿梭热带雨林， 晚餐自理） 

早餐後酒店退房，前往乘搭全世界最長的空中纜車自费，或自费蒸
汽小火車高空俯瞰熱帶叢林的壯觀景象。前住“庫蘭達”土著民族
村,沿途可觀賞雨林奇珍熱帶植物。中午享用豐盛 的 BBQ 午餐後參
觀土著市場，繼後前往乘坐水陸兩棲車穿梭熱帶雨林，繼後前往乘
坐水陸兩棲車穿梭熱帶雨林，並參觀土著人玩回力鏢表演。行程结
束后安排送机，墨尔本导游接机后送往酒店。 
夜宿：墨尔本 Hotel Grand Chancellor 或 Brady Hotel Central 

Melbourn 或 Oaks 或 周边同级 (4 星) 
 

航班建议：预定 18:00-19:00 墨尔本起飞的航班。 
 

 

第十天：墨尔本（酒店早餐，午餐中餐，晚餐自理） 

酒店享用丰富早餐后，导游酒店接前往墨尔本市區觀光，之後前往水族
館唐人街參觀。途經全澳洲最大的皇冠賭場，午餐後南下前往企鵝島，
途中停留於 Phillip Island 上的巧克力工廠參觀（$17/$11），此處有座
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瀑布，遊客可在此選購種類繁多的巧克力。繼而前
往企鵝島，觀賞世界上最小的神仙企鵝歸巢。行程結束後返回酒店。 

夜宿：墨尔本 Hotel Grand Chancellor 或 Brady Hotel Central 
Melbourn 或 Oaks 或 周边同级 (4 星) 

 

 

第十一天：墨尔本 – 十二门徒 大洋路 （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
餐中餐） 

酒店享用丰富早餐后，前往大洋路, 位于墨尔本西部，是澳大利亚最著名
的自然景观之一。首先经过墨尔本繁忙的主要交通枢纽--西门桥（West 
Gate Bridge），以俯览飞利浦港湾（Port Phillip Bay) 的全景。途经冲
浪天堂（Torquay）及安格利亚西 （Anglesea）。之后经过可爱的欧美
小镇洛恩（Lorne）以及呈半月形海湾的阿波罗湾（Apollo Bay）。届
时我们将在大洋路牌匾处停留，欣赏并了解这段奇伟壮丽的公路修建的

历史。离开海岸线，蜿蜒穿越奥特韦角雨林（Otway Rain Forest）抵达最著名的景点十二门徒（Twelve 
Apostles）。之后我们将返回墨尔本。夜宿：墨尔本 Hotel Grand Chancellor 或 Brady Hotel Central 
Melbourn 或 Oaks 或 周边同级 (4 星) 
 

第十二天： 墨尔本 （酒店早餐， 午餐晚餐自理） 

 酒店享用早餐后，自由活动，随后安排送机 。 

 

 
 
 



 

 

 

团费：双人房: $2,495 成人  三人房: $2,440 成人 

2-11岁儿童: $2,295   单人房: $3,375 

费用包括：旅游专车，华语导游，11晚4星酒店住宿，行程所列 酒店早餐， 午餐， 晚餐及景点门票（悉尼海湾游轮及游轮自

助午餐；可伦宾野生动物园，大堡礁绿岛船票及午餐，热带雨林门票及午餐，企鹅岛门票） 

 

 

费用未含：签证费，澳洲境内段机票，导游小费(澳币$5每人/每天)，自选项目：黄金海岸主题公园门票，行程所列自费
项目。行程以外的其他消费。非人力因素产生的额外费用，如飞机延误，天气，罢工，等。。。 
 

本公司可协助客人预订澳洲境内机票，因机票价格浮动，以最终报名时价格为准 
华人新年期间，因酒店附加费用， 每人每晚需补差价$50 

 
特别条款 

o 报名手续：订金$1000/人，任何情况下，将不予退还。全额需在出团前14天内付清，逾期未清缴费用，本公司订位

系统将自动取消订位，订金不得转让或转用于其他出发日期；7日内退团者无任何退款。恕不接受支票。信用卡付款

有2%手续费。 

o 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与导游汇合，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产生费用由客人自行承担 

o 因天气或航班等原因，本公司有权适当调整行程， 并且公司保留最终决定和解释权。 

o 由于澳洲住宿设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酒店，保证同级或以上标准。 

o 三人房: 澳洲酒店的三人房默认为一张大床加张小床或行军床。如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在报名时事先声明。公司

会尽力协调。如酒店无法确认，客人需选择更换房型，产生费用需自理。 

 

 

畅游澳洲，唯我独优：“日月光旅游”澳洲分公司给您最贴心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