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精华
悉尼

中欧
独家

·市区游·唐人街
·圣玛丽大教堂
·悉尼海鲜批发市场
·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
·悉尼塔

蓝山国家公园
·卡通巴小镇·回音点观景台
·三姐妹峰

史蒂芬港
·四轮驱动车之游·滑沙体验
·赏野生海豚游船
·史蒂芬港鲨鱼与鳐鱼海洋馆
·橡树谷野生动物园

墨尔本
·市区游·亚拉河·艺术中心
·菲兹罗花园·王子桥
·国会大厦·圣伯特大教堂
·弗林德斯街站·联邦广场
·纪念靖国神社·唐人街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布莱顿海滩彩虹小屋

亚拉河谷
·酒庄·品尝葡萄酒体验
·体验酒庄午餐·雷纳核果果园
·品尝水果之旅·水果采摘体验*

菲利普岛
·企鹅巡礼·诺比斯角*
·海狗岩石*

膳食
6早餐，3午餐，3晚餐

酒店住宿
史蒂芬港：
1晚4星级酒店住宿
蓝山国家公园地区：
1晚4星级酒店住宿
墨尔本：
4晚4星级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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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新加坡 ✈ 悉尼
- 机上用餐 集合于新加坡樟宜机场, 搭乘班机
前往悉尼, 新南威尔士的首府。

第2天
悉尼 - 史蒂芬港
- 西式晚餐 抵达后，开始悉尼市区游以了解和体验悉尼
的城市风情。路经之处包括唐人街及圣玛丽
大教堂。随后，前往悉尼海鲜批发市场，看
当天所捕获的新鲜海鲜。接着, 前往宏伟的
世界遗产悉尼歌剧院。你将能享受360度全
景观赏世界遗产的悉尼歌剧院(外观)和美丽
的悉尼海港大桥(外观)。前往史蒂芬港，澳
大利亚海豚首都。
酒店: Landmark Resort / Oaks Pacific Blue Resort 或同级

第3天
史蒂芬港 - 蓝山地区
- 早餐，自助午餐，酒店晚餐 早餐后，体验四轮驱动沙漠之旅的乐趣，你
可以尝试在高达30米的沙丘滑沙。接着，乘
坐游船，在大海欣赏野生海豚与海鸥。接着
参观史蒂芬港鲨鱼与鳐鱼海洋馆，体验喂食
及触摸小鳐鱼和长达3米的鲨鱼。接着前往
占有25英亩的橡树谷野生动物园。抵达后，
您可以与多种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比如体验
喂食动物和农场动物如袋鼠、骆驼和小农场
动物。您可不要错过摸可爱的树熊，并且免
费与树熊拍照。您也能观赏澳洲本土的动物
如袋獾，袋熊，澳洲野狗、东袋鼬，鹤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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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动物如羊驼，环尾狐猴，山羊，绵羊
、兔子、鳄鱼和鸵鸟等等。今晚，体验住在
蓝山地区的酒店。
注意：野生海豚的踪迹是根据天气和潮汐情况而定。
在恶劣天气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游船将无法操
作。孕妇与有背部问题者不适合参加此团。参加者须
穿上适合的鞋子及自备帽子、太阳眼镜、晕船药、保
暖外套、相机及涂抹防晒油。
酒店: Mercure / Novotel / Crowne / Fairmont或同级

第4天
蓝山地区 - 蓝山国家公园 悉尼 ✈ 墨尔本
- 早餐，午餐 今天，前往世界遗产的蓝山国家公园。看卡
通巴小镇, 然后到回音点观景台观赏杰米森
谷“三姐妹峰”的壮丽景色。过后，登上悉
尼塔, 欣赏360度城市的壮丽景色。你也可观
赏4D动感电影。接着，搭乘国内航班飞往墨
尔本。抵达后，接送到酒店休息。
建议额外自费旅游：风景世界
酒店: Citigate / Rendezvous / Oaks on Market / Travelodge
/ Amora / Park Regis / Mantra 或同级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墨尔本 - 亚拉河谷 菲利普岛 - 墨尔本

墨尔本

墨尔本: 自由活动

- 早餐 -

- 早餐 -

- 早餐，酒庄西式午餐+葡萄酒，
半龙虾晚餐* -

早餐后，开始墨尔本市区游。路经之处有墨
尔本艺术中心组成的剧院和音乐厅。接着，
经过王子桥跨越亚拉河到联邦广场、圣伯特
大教堂、弗林德斯街站、菲兹罗花园、国会
大厦、纪念靖国神社以及唐人街。之后, 前
往唯一在市区内的19世纪市场 - 维多利亚女
皇市场*(星期一, 三及澳洲公共假期无开放)
。在这个南半球最大的露天市场有标志性的
食物大厅，看新鲜的当地产品如手工艺品、
纪念品、各种熟食、糕点、奶酪、面包和巧
克力等等。接着，前往五颜六色的布莱顿海
滩彩虹小屋拍照留念。

全天自由活动。

早餐后，前往位于美丽亚拉河谷的当地的酒
庄享用午餐和体验品尝美酒。接着，前往雷
纳核果果园。抵达后，乘坐拖拉机带着您穿
梭果园，来一场拖拉机水果品尝之旅，并可
以对比果树上结出的多种不同季节的新鲜水
果的口味，遇到有感兴趣的，还能伸手一摘
*。接着享受奥式烧烤午餐再前往去菲利普
岛。如时间应许，接着停留在诺比斯角以及
海狗岩石，观赏海狗和美丽的自然风景。黄
昏时分，欣赏世界闻名的企鹅巡礼，看它们
上岸回巢的奇景。
注意：如在果园采摘后的水果须带走，将额外收费。
水果采摘是根据季节而定。菲利普岛气温晚上均低，
请带寒衣。酒庄将为11岁或以下儿童提供儿童餐。
酒店: Citigate / Rendezvous / Oaks on Market / Travelodge
/ Amora / Park Regis / Mantra 或同级

建议额外自费旅游：大海洋路
酒店: Citigate / Rendezvous / Oaks on Market / Travelodge
/ Amora / Park Regis / Mantra 或同级

第8天
悉尼 ✈ 新加坡
- 早餐，机上用餐 今天，您可自由活动至集合时间，送往机场
乘坐飞机返回温暖家园，并希望您同中欧航
旅游，供享美丽的回忆。

注意：如维多利亚女皇市场关闭，将以南部码头直销
工厂（DFO）取代。
酒店: Citigate / Rendezvous / Oaks on Market / Travelodge
/ Amora / Park Regis / Mantra或同级

注意：
1. 行程次序或因宗教活动，未曾预见的气候状况而有所更动。如有任何更动，恕
不另行通知。
2. 所有订单都以旅游行程宣传册的附带条件和条款为标准。
3. 如有包含门票，将特别注明。
4. 每团至少16成员才能铁定出发。如团体少于16成员，中欧航旅将保留决定权来
操作或取消此行程，成员必须接受该安排。
5. 如果团体超过26名成员以上, 将有1名新加坡领队随同团队出发。
6. 团体在没有领队的情况之下，成员将自行更换或领取景点入门票。
7. 澳洲旅游团有可能会安排导游司机或只有司机。导游司机的职责是驾驶和在巴
士上做讲解。导游司机/司机将不会陪同团体一起参观景点，同时也不会协助团
体更换或领取景点入门票。
8. 旅程都以英语讲解。如果团体大多数的乘客要求华语讲解，旅程将全程以华语
讲解。华语讲解是根据领队的语言水平。

9. 所有的酒店评级均以当地为标准。如遇当地酒店客满等因素，将以同等级的酒
店取代。
10. 重大活动期间，住宿地点可能无法在上述城市内
11. 中欧航旅建议您购买旅游保险，为您的旅游做个保障。
12. 所有航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3. 如果中文及英文行程不一致，请以英文版本为标准。
14. 房型是根据酒店的分配。三人房可能包含折叠床。中欧航旅不负责
所分配到的房型差异。
15. 自费项目是由客人自由选择和付费。
16. 如遇澳洲公共假日或宗教节日，某些旅游景点将关闭或营业半天。在此情况之
下，旅游景点如主题公园将合拼成一日，或缩短游玩时间。
17. 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日，一些酒店可能没有房间清理服务。
18. 旅游团可能会合并。
19. 如带2岁以下的婴幼儿，请自行购买或随带婴儿汽车座椅。您也可以在澳洲自费
租用座椅，价格根据不同的巴士公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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