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明星五星纯玩系列】 

澳洲自然美景双礁五星纯玩 8 天之旅 

布里斯本 黄金海岸 凯恩斯 悉尼 

 

 

 

 

  行 程 特 色  

※【热带雨林】：特别安排热带雨林及美国陆军使用的水陆两用车独特体验，在热带雨林品尝 BBQ 自助餐， 

在雨林中欣赏土著人表演； 

※【悉尼歌剧院】：进入歌剧院内部感受这座世界著名表演艺术中心及悉尼市的标志性建筑的独特魅力； 

※【绝代双礁】：乘坐 GA 大冒险号双体游船，带您体验诺曼大堡礁及绿岛精彩行程； 

※【蓝山国家公园】：大蓝山地区 2000 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位于悉尼西郊 

※【天堂农庄】在这里您可以体验到真实的澳洲农庄生活，独一无二的澳洲传统文化。 

※【思洛美酒庄】Sirromet 酒庄是昆士兰最大，被授予特别殊荣的酿酒园，曾因其独特葡萄酒和设备而获得

众多殊荣。 

※【情人港晚餐】情人港(Darling Harbour)是悉尼居民和游客最爱游览的地方之一， 

※【入住五星酒店】：全程入住国际五星级酒店； 

※【纯玩不购物】：全程纯玩不进土特产购物店； 

详细行程：  

6月 27日 深圳-香港/凯恩斯                              参考航班： CX147  2130/0640+1 

当天于指定时间在深圳码头集中，搭乘客轮前往香港机场；在专业领队带领下办理登机手续，搭乘豪华客机

前往澳大利亚度假胜地-凯恩斯。今晚夜宿机上，享受着机上的影音设备及空乘服务，晚上好好休息补充体力，

迎接明日开始的精彩澳洲之行。 

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 飞机上 

6月 28日 凯恩斯–热带雨林-凯恩斯 



 

  

早餐后走进热带雨林公园：欣赏原住民文化的精彩表演，乘坐水陆两用车探索雨林奥秘，品尝地道的澳式 BBQ 午

餐，随后返回凯恩斯市区。 

 

【热带雨林保护区】 

雨林土著文化村，您可了解当地土著传统文化，在户外的剧场内可以欣赏到原住民文化的精彩表演：传统的原始

土著民族舞蹈表演，您还可亲身模仿动物形态、打猎技巧、传统乐器的演奏及投掷回力镖。中午于园内餐厅享用

道地的澳式 B.B.Q 午餐。餐后搭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使用的“水陆两用车”穿梭热带雨林，园内的向导会

向您介绍沿途看到的各种热带雨林动植物，带您度过难忘的热带雨林之旅。 

 

【人工沙滩】 

凯恩斯起初周围都红树林，就连机场也是从红树林中开出来的，没有所谓的沙滩，离凯恩斯最近的沙滩开车要

20 分钟，而澳洲人是喜欢晒太阳的族群，但是红树林因为土质肥沃物种丰富，鳄鱼跟鲨鱼经常在此区域觅食，

所以澳洲政府有益于许多意外，在靠近海边的土地上闢出人工沙滩，让人可以在此游憩，也因为本身设计感十足，

所以荣登凯恩斯必去之地榜首 

 

【海滨步道】 

位于人工沙滩旁的一条木栈道, 沿著此步道延伸,可以看见泻湖旁有许多大嘴鸟，旁边还有一大片草坪，当地人

常常有许多活动在这里举办。顺著这裡漫步可以感受到如同当地居民闲情逸致的自在生活，同时也是游客必来之

地。 

 

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航机上  午餐： 热带雨林 BBQ 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 Pullman Cairns International 或同级 

6月 29日 凯恩斯—GA 游船（绿岛+诺曼外堡礁）—凯恩斯 

早晨后，前往码头乘坐 GA 游船，开展一天的精彩之旅； 

 

绝代双礁之【绿岛大堡礁】： 

宁静祥和的绿岛被白色沙滩和美丽的大堡礁珊瑚群所环绕，离凯恩斯仅 15海里。绿岛大堡礁拥有*好的热带岛屿

元素：纯净无暇的沙滩，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和世界闻名的珊瑚礁！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绿岛享受轻松的，

无拘无束的大自然环境，尽情享受您的悠闲假期！ 

绝代双礁之【诺曼外堡礁】： 

外堡礁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海水下面，珊瑚礁绵延铺开，或疏或密，以致海水的颜色也或深或浅，是凯恩斯

地区*漂亮的大堡礁之一。让大冒险号（GA）豪华游船带您远离喧嚣，前往世界著名的大堡礁奇景，亲身体验

大自然的伟大杰作吧！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游船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 Pullman Cairns International 或同级 

6月 30日 凯恩斯/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参考航班：CX147  0800/1005 



 

  

  早餐后，前往机场，飞抵布里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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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斯班游览】 

参观 1988 年举办世界博览会的会址【南岸公园】（约 30-40 分钟）；饱览布里斯本河岸一色、高楼林立的最佳

地点—【袋鼠角】（约 10 分钟）。布里斯本市政厅（City Hall 约 30 分钟），位于市中心的艾伯特大街，它是

布里 斯本的标志，是澳大利亚最富丽堂皇的市政厅。这座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典型新古典主义派建筑代表，

这座具有意大利典型新古典主义派风格的棱柱型塔式建筑建于 1930 年，通体用棕黄色砂石建成，高７６米高，

散发着一片南欧风情。钟楼上的大钟每隔十五分钟就要敲响一次，据说是为了提醒如今悠闲而慢节拍的澳洲

人，要珍惜时间，不要虚度光阴。 

 

【思洛美酒庄】 

前往 Sirromet 酒庄，Sirromet 酒庄是昆士兰最大，被授予特别殊荣的酿酒园，曾因其独特葡萄酒和设备而获得

众多殊荣。棉花山 (The Mount Cotton) 总部不仅拥有运行完善的葡萄园、酿造厂、地窖、餐厅，另外还与周围

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相得益彰。欣赏艺术般的酿酒园，享用世界级的葡萄酒；连绵起伏的葡萄

园和森林所呈现的美妙风景，极目远眺可以看到摩尔顿湾和北斯德布鲁克岛 (North Stradbroke Island)上的沙

脊。 

 

【神仙湾】 

此处是豪华住宅区和度假胜地、也是原生态自然环境非常优美的港湾。有世界级的游艇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 

还有一系列的名店（时装,礼品,艺术品,珠宝,巧克力等）可以让你尽情领略独特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 

 

【滑浪者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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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难平的双双足印，感受异国

海滩的浪漫气氛。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 中式晚餐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Sanctuary Cove Resort 或同级 

7 月 1 日 黄金海岸-布里斯班 

早餐后，黄金海岸展开精彩的行程，  

【天堂农庄】 

在这里您可以体验到真实的澳洲农庄生活，独一无二的澳洲传统文化。主要活动：剪羊毛-观赏最具经验的牧

场工人表演减羊毛和绵羊大展，这可是天堂农庄的招牌表演之一哦。 比利茶点-坐在营火旁，享受澳大利亚

特有的营火铁罐茶，以及澳式传统的松饼。参观澳式住宅-您可以看到澳洲传统住宅。 亲密接触袋鼠和树袋

熊-您可以在袋鼠生活的灌木丛附近亲手喂食袋鼠，并且在树袋熊村，您可以怀抱澳大利亚最可爱的动物——

树袋熊，并可付费拍照。在这里你所体验的是真实的澳大利亚农场生活，尤其是可以看到农夫和牧羊犬是如



 

  

何驾驽和控制羊群的。同时，您还可以观赏到他们表演投掷回力标和甩马鞭等。 

 

【波丽台（Burleigh Heads）】 

波丽台是黄金海岸有名的海滨小镇，这里有着金黄的沙滩，可以远眺冲浪者天堂的摩登建筑和 skypoint。 我

们今天要体验的是波丽台国家公园的徒步行程，短短 25 分钟的海边雨林漫步能够让您真正融入到对这个城市

的喜爱中！ 沿着海边小径走下去，一面是湛蓝的海洋，波涛碧浪；一面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在清新的空

气里散发着独特的草木清香。看着冲浪高手海浪中翻腾、表演，一浪接一浪，让人激动不已；一边的雨林里，

野生的火鸡在你脚边游走，四处觅食，空气中散发着不知名草药的芳香，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和藤蔓缠绕在一

起，仿佛在讲述一段浪漫的故事。背山面海，围绕着波丽台山背上的小径边走边看，宁静安详而又不乏活力的

黄金海岸会慢慢展现在你面前。 

 

【塘鹅湾】 

塘鹅是世界上最大的飞鸟，以嘴大而闻名，是西方人眼中的“送子鸟”，黄金海岸的塘鹅湾，景色优美，环境

优良，成群的野生塘鹅与居民和谐相处。幸运的话，还能看到成群的塘鹅汇聚在这里，等待附近的居民喂食，

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所以人们把这里称作塘鹅湾。 

 

傍晚乘车前往布里斯班，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 中式晚餐 

住宿： Stamford Plaza Brisbane 或同级 

7 月 2 日 布里斯班/ 悉尼                             参考航班：VA 924  0805/0940 

早餐后乘坐国内航班飞往悉尼，抵达后前往蓝山国家公园（2000 年被列入自然类世界遗产）， 

【蓝山国家公园】 

大蓝山地区 2000 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位于雪梨西郊，佔地达 103 万公顷主要由沙岩

所构成的峡谷峭壁并覆盖著广大的温带桉树-尤加利森林，总计超过 90 种的野生尤加利树种代表著澳洲大地

的生物多样性，更是许多澳洲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阳光照射下尤加利树叶释放出天然的油酯微粒散佈在空

气中，将蓝山峡谷染出一层淡淡的淡蓝，蓝山之名从此而来。 

 

【情人港晚餐】 

情人港(Darling Harbour)是悉尼居民和游客最爱游览的地方之一，坐落于悉尼城区西部，每年有超过 130 万

的外国游客来这里游览。这里的海滩边商店林立，各种咖啡馆和餐馆栉比麟次，这里有悉尼唯一的赌场-星港

娱乐城。还有南半球最大的悉尼水族馆和多家购物中心、餐馆、酒店等。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情人港三道式晚餐  

住宿： Pullman Sydney Airport 或同级 

7 月 3 日 悉尼 



 

  

 

A 费用包含： 

1. 团队经济舱机票费用及境外机场税、航空燃油税 

2. 澳大利亚签证费用（团队） 

3. 全程五星酒店双人标准间住宿，澳洲部分酒店标间为大小床，属正常情况 

4. 全程金牌中文领队兼导游服务费用 

5. 团队行程期间的空调巴士接送费用 

6. 行程中标注包含的景点首道门票费用 

早餐后开始令人难忘的悉尼探索之旅：  

 

【悉尼歌剧院入内参观 30分钟】 

2007 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坐落在悉尼港湾的班纳隆角，于 1973 年启用至今，每年吸

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悉尼一睹它的风采。也是 20世纪的伟大建筑工程之一。内部有八个表演厅，每年依不

同季节上演著精彩的歌剧、戏剧、各式各样的音乐表演活动。我们将跟随歌剧院的专业解说员，亲自体验世

界级的表演场地，内部的精致装潢和极具现代感的空间设计彷彿进入了典雅高尚的艺术殿堂。 

 

【悉尼渔市场】 

南半球最大的海鲜交易市场，每天供应着新鲜美味的鱼类，明亮乾净的店铺和即食烹调贩卖的饮食店，有日

式、澳洲式炸鱼店、亚洲口味、即开即食的生蚝店、日式料理和多种生食海鲜类的料理等，各种新鲜的大虾

和龙虾都会让您食指大动，午餐您可以在不同店家购买各式各样美味的鱼虾蟹料理，坐在港边的座位上好好

品尝一顿澳洲的美味海鲜。旁边还有酒水饮料店和生鲜水果店。 

 

【岩石区】 

岩石区是悉尼最古老的殖民地。1788 年由英国第一舰队亚瑟菲利浦船长率领第一批欧洲移民和囚犯登陆的所

在地，即今已是一个观休闲和探索悉尼发展史的所在地。一旁就是悉尼最繁忙的环型码头和商业区，也是悉

尼市区新旧建筑相互融合，现代与古典相互并存的最好典范 

 

【悉尼海港游船】 

乘坐豪华游船是体验和探索悉尼海港的最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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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港湾大桥，从港湾眺望悉尼地标-悉尼歌剧院及悉尼塔。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 悉尼渔市场自理 晚餐：游船晚餐  

住宿： Pullman Sydney Airport 或同级 

7 月 4 日 悉尼/香港                                        参考航班：CX162 1005/1750 

    早餐后，前往悉尼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乘机返回香港，下午抵达后结束愉快的旅程！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飞机上 晚餐：敬请自理 



 

  

7. 团队用餐标准：除标准飞机餐外，早餐为酒店早餐或餐盒，午晚餐为中式桌餐 8 菜 1 汤（或特色餐及自助餐），特色餐以行

程中标注为准。 

8. 旅行社责任险。（旅游意外险不含，建议出行前自行按需购买个人出境旅游意外险！） 

 

B 其他不包含在内的费用： 

1. 护照办理费用 

2. 行程中未提起的其他付费项目 

3. 单房差费用：￥3600/人（6 晚），12 周岁以下小孩不占床价格为成人价的 90%，如要求占床而因此产生的额外单房差自理；

12 周岁以上小孩按照成人价格结算。 

 

C 其他注意事项： 

1.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实际行程安排，当地导游有权利、义务从行程舒适度出发，在不减少行程的前提下，对景点的先后顺序做

适当调整。 

2. 地接导游可能会根据实际行程宽松程度等建议增加个别自费项目，客人自愿选择参加。 

3.  由于航空公司航班变更、延误、取消，及恶劣天气、罢工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出团日期或最终行程无法和原订行程一致，

我社不承担违约责任。 

4.  根据 2013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新中国旅游法法规，团队 ADS 旅行团严禁擅自自由活动。 

5.  澳洲酒店入住时间为下午 15：00 以后，退房时间为上午 11：00 以前。如需提早入住或延时退房，酒店将加收额外费用，此

费用项目自理。 

6.  澳洲导游正常工作时间为 09：00～19：00，按照法律规定司机开车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如有超时，须自行支付加班费用。 

 

澳洲新西兰旅游温馨小提示 

语言：澳洲新西兰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各大商场和酒店都有通晓各国语言的服务人员。 

气候：澳洲新西兰地处南半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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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以新西兰元为流通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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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西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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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则比中国快四个小时整。如果是澳洲和新西兰的夏令时时期则需要再增加一个小时（夏

令时由每年的 2 月至次年的 4 月） 

衣着：澳洲和新西兰各地着装随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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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阳光明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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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及新西兰所使用的电压为 240 伏特，电源插头为三脚扁插，建议客人自备转换插头 

购物：澳洲和新西兰物产丰富，有众多特色产品，如羊毛被，羊毛皮，羊毛织品，棉羊油，毛制玩偶，金币，蛋白石，健康食品，

护肤美容用品，低廉的免税烟酒等。 

 

D 澳洲常规自费项目表如下（自愿参加，不强迫自费，价格因人数及项目内容，时间等略有调整，以境外导游所推价格及门市价

格为准，不另行通知！） 



 

  

城市 选项 澳新自费项目内容 体验时间 价格 

悉尼 
□ 1 

悉尼夜游：悉尼大学，登上悉尼铁塔，饱览世界三大夜景之一~~悉尼夜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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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夜景照片一张。 

3 小时 
澳币 100 元 
【特别推荐】 

□ 2 
蓝山缆车：乘坐世界上独一无二仿古小火车进入蓝山深处，再乘坐近 72 度倾斜度的平
行缆车返回。 

50 分钟 澳币 38 元 

黄金 
海岸 

□ 3 
帆船游纳瑞：搭乘价值澳币肆佰多万豪华游艇畅游纳瑞河湾；品尝香槟生蚝；体验喂
食海鸥的乐趣；感受纳瑞河湾的美景；畅游世界第二富人湾：蓝天、碧湾、豪宅、美
食！启发人生奋斗目标！体验人生价值！  

1 小时 
澳币 120 元 
【特别推荐】 

□ 4 
夜游船河：登上几百万澳币的豪华游艇;拜访中产阶级人家，从中了解当地居住环境与
留学生的种种经历；最后还有丰盛的夜宵，鲜甜的泥蟹粥，野生的鹌鹑，生蚝，袋鼠
肉，有机青菜等等。。。。 

3 小时 
澳币 100 元 
【特别推荐】 

□ 5 夜探南半球独特的萤火虫洞，认知南半球的星空，了解当地牧场文化，尝澳洲比利茶。 3 小时 澳币 100 元 

凯恩斯 

□ 6 ⑴ 半潜艇：通过 1.5 米深的海船底看大堡礁；  30 分钟 澳币 30 元 

□ 7 ⑵ 海底漫步：安全、简单的装备，穿梭于珊瑚与热带鱼类之间不会游泳也不用遗憾。 30 分钟 澳币 175 元 

□ 8 ⑶ 潜水：初级水肺潜水，零距离接触神密的大堡礁，探索海底花园。 30 分钟 澳币 164 元 

□ 9 ⑷ 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看翡翠般的大堡礁；  15 分钟 澳币 268 元 

□ 10 
⑸ 直升飞机：在大堡礁海面饱览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光，航拍大    

堡礁的壮丽景色，真正体验大堡礁浪漫情怀； 
30 分钟 

澳币 399 元 
【特别推荐】 

□ 11 ⑹ 热气球：世界上最安全的热气球，人生的美好回忆； 2 小时 
澳币 290 元 
【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