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黄

金海岸）+圣灵群岛+首都领地 10 日

路线【精致休闲游·上天入海全体

验】



行程特色：

※水上飞机观光，俯瞰心形岛礁

※海底深潜，触碰奇幻水下世界

※冲浪者天堂，摄影爱好者必去

※全程豪华酒店，尊享极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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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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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D1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布里斯班机场

Brisbane Airport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是布里斯班唯一的民用机场，是澳大利亚第三繁忙

的机场，仅次于悉尼机场和墨尔本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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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国际机场主要为布里斯班市和周边地区提供服务，设有维珍蓝

航空、澳大利亚快达航空、捷星航空和远程航空等。布里斯班至悉尼的

航空路线是全球第 11 繁忙的客运线路，也是亚太地区的第七繁忙路

线。布里斯班机场有国内、国际航站楼、货运航站楼和两条跑道，可从

市区通过盖特威高速公路（Gateway Motorway）和与城铁郊区网络

（Citytrain suburban network）相连的机场铁路抵达。连接布里斯班

市区和机场的新机场高速公路正在规划中。

小贴士：

机场税：

国际航班：30 澳元，已于出票时收取。12 岁以下儿童免

缴。免税物品：

18 岁或以上的乘客可携带下列免税物品：

烟草类物品：香烟 250 支或雪茄 50 支或烟草 250 克 (只限于 18

岁以上乘客)。

酒精类饮料：1.125 升葡萄酒或烈酒。

其他：每个成年人限带价值 400 澳元的免税物品；18 岁以下的旅

客，限额为 200 澳元。机场税：

国际航班：30 澳元，已于出票时收取。12 岁以下儿童免

缴。免税物品：

18 岁或以上的乘客可携带下列免税物品：

烟草类物品：香烟 250 支或雪茄 50 支或烟草 250 克 (只限于 18

岁以上乘客)。

酒精类饮料：1.125 升葡萄酒或烈酒。

其他：每个成年人限带价值 400 澳元的免税物品；18 岁以下的旅

客，限额为 200 澳元。

联系方式

+61 7 3406 3000

地址

11 The Circuit，Brisbane Airport QLD 4008，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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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www.b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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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布里斯班



D2

布里斯班南岸公园

Brisbane South Bank Parkland

南岸公园位于布里斯班河南岸，是一个带状的亲水公园，沿河而建，由

维多利亚桥等与布里斯班北部城区相连。这里是享受布里斯班亚热带气

候的最佳去处，也是人们露天野餐的不二之选。园内有水质清澈的人造

海滩和青葱的林荫草地，你可以在这里烧烤，可以乘着邮轮欣赏河岸景

致，或者是在广场上观看街头表演，走进电影院看场超大银幕的电影。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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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1 7 3867 2000

地址

Stanley Street,South Brisbane QLD 4101 澳大利亚

到达方式

（1）乘 Citycat 或内城轮渡 Inner City Ferry

（2）穿过连接南岸和城市植物园的 Goodwill Bridge 桥步行而至

（3）可以从 Roma St Station 站或中央车站乘公交车在 South Brisbane

站下

布里斯班市政厅

Brisbane City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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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市政厅座落在市中心，建于 1930 年。2010 年 1 月，它曾

关闭 3 年用于重建。高耸的钟楼在 1971 年悉尼歌剧院建成之前一直

都是澳大利亚最大也最昂贵的建筑。1973 年之前，市政厅曾是布里斯

班的最高建筑。

小贴士：

开放时间:电梯和观光台开放时间：10:00-15:00

价格:无需门票

门票价格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

10:30-16:00

联系方式

07-3403 8888

地址

Ann & Adelaide Sts, King George Square

到达方式

搭乘 City Bus 在 Central 站下

主页

http://www.brisbane.qld.gov.au/city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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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角

Kangaroo Point

袋鼠角（Kangaroo Point）是布里斯班河的一个河套。地势较高，可

以俯瞰美丽的布里斯班河和对岸的高楼群。

想要一览布里斯班的地平线， 这里是绝佳角度，由于布里斯班河流经

这儿时正好是个 U 字形， 整片城市风貌以超广角呈现，相当壮观。

小贴士：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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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建议 1-2 小时

地址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Kangaroo Point, Brisbane, New South Wales

到达方式

在河岸广场（Waterfront Place）搭乘渡船前往袋鼠角，沿途可以包

揽布里斯河两岸风光

主页

http://www.kangaroopoint.com.au/

龙柏考拉保护区

Lone Pine Koala Sanc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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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柏考拉保护区位于布里斯班市中心西南约 12 公里的 Fig Tree Pocket

区，建立于 1927 年，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考拉保护区，

南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和昆士兰州的法律也允许抱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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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共有超过 130 只考拉与袋鼠，以及澳大利亚本土的其他特色动

物，如袋熊（Wombat）、袋獾（Tasmanian Devil）、彩虹鹦鹉等。

旅行者可以参加保护区内的多项活动，比如观赏牧羊犬表演、近距离

与蛇和鳄鱼拍照、喂食鹦鹉与小袋鼠等。亲密接触考拉无疑是这里最

受欢迎的项目，若想领取抱考拉的照片，需要先支付 18 澳元，在支

付完费用后，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或照相机拍照留念。

门票价格

成人 36 澳元，学生凭学生证 24 澳元，老年人 24 澳元，3-13 岁

儿童 22 澳元；家庭票（2 名成人与 3 名儿童）85 澳元，迷你家庭

票（1 名成人与 3 名儿童）60 澳元

开放时间

9:00-17:00；澳纽军团日 13:30-17:00；圣诞节 8:30-16:00

联系方式

+61-07-3378-1366

地址

708 Jesmond Road,Fig Tree Pocket,Brisbane,QLD 4069

到达方式

搭乘 430、445 路公交车于终点站下车即到。

主页

http://www.koa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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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中央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Brisbane Central

布里斯班精选推荐之一 这家五星级酒店提供配备液晶电视的豪华客房

以及一个 Spa 和一个室外游泳池。酒店位于布里斯班中心商业区，并

拥有直达中央火车站的连接。

Sofitel Brisbane Central 酒店的所有客房配备卫星电视、浴袍和拖

鞋以及一个存储丰富的迷你吧。

Stephanies Spa Retreat 为客人提供各种健康和美容治疗，包括著名的清

洁疗程 Opal Rasul Temple。SoFit 体育馆为客人提供锻炼的机会。

客人可以观看 Thyme2 餐厅的厨师在开放式的互动厨房现场烹饪国际

美食。Cuvée 酒廊酒吧提供丰富的精选香槟及葡萄酒。

地址

249 Turbot Street, 布里斯班中央商业区, 4000 布里斯班, 澳大利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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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黄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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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纳电影世界

Warner Bros Movie Worl

华纳电影世界成立于 1991 年 6 月 3 日，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

金海岸。华纳电影世界，海洋世界，梦幻世界并称澳洲最有名的三大主

题公园，距位于澳洲东海岸的城市布里斯本 55 公里，车程大约有 30

分钟。在这三大主题公园之中，华纳电影世界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诱

人的娱乐项目，丰富的表演节目而闻名于世界。公园内，每一个场景的

布置，每一个建筑的设计，都会给您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些布景和建筑

都是来源于华纳兄弟公司所出过的电影中，每一个惟妙惟肖的模仿，都

会让您感觉置身于电影情节中。

想体验刺激的娱乐项目，和动画明星们亲密接触，亲身体会影片拍摄现

场，不如就到华纳电影世界去玩玩。各种娱乐设施和表演能让你玩上一整

天，时不时还有卡通人物和专业摄影师出现，游客可以排队和他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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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照片下午 16:00 以后在园内的照相馆可以买到)。记得一早去，进

门先拿地图，上面有路线图以及表演的时间。

小贴士：

开放时间:10:00-17:00。除了圣诞节全天、Anzac Day（4 月 25 日）

上午之外，全年开放。营业时间在夏令时会延长。

价格:成人 74.99 澳元，3-13 岁儿童 49.99 澳元

门票价格

93 澳元成人，3-13 岁儿童 78 澳元

开放时间

园区内 9:30-17:00，娱乐设施 10:00-17:00，除了圣诞节全天、

AnzacDay（4 月 25 日）上午之外，全年开放，营业时间在夏令时会延

长

联系方式

+61 7 5573 3999

地址

Pacific Motorway, Oxenford, Queensland 4210, Australia

到达方式

黄金海岸游客巴士(Gold Coast Tourist Shuttle)为一些旅店提供上门接

送服务，往返华纳电影世界票价成人 21 澳元，4-13 岁 11 澳元。

乘坐 TX2 巴士(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都有巴士站点)大约 35 分

钟车程也可以直接到达。票价单程是 7 澳币，如果使用“Go Card”乘
坐 TX2 路公车的话单程票价高峰时段只需要 4.77 澳元，非高峰时

段只需要 3.82 澳元。

搭乘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出发大概需要 47 澳元(4 人以上需要加

50% 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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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movieworld.com.au

Q1 大楼

Q1 Tower

提起黄金海岸的知名建筑，那就非 Q1 莫属了。之所以被称作 Q1，是代

表昆士兰州第一(Queensland No.1)的意思。这个作为世界第五高的住宅

楼(曾经是全球最高的住宅楼，现在被迪拜的公主塔取代了)。如果想从

高空 360°俯视整个黄金海岸的风景，上 Q1 的观景台看看是最佳选择。

Q1 的高空观景台是澳大利亚唯一的设在海岸边的观景台，上面有咖啡店

和酒吧。7:00-10:00 提供早餐，11:00 以后提供正餐。

小贴士：

可以欣赏白天和晚上黄金海岸的不同景色，而且票价相比单次登观景台划

算。楼下有纪念品店可以选购明信片，观景台上设有邮筒，但是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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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己带邮票去。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 7:00-21:00；周五至六

7:00-0:00；周五和周六晚间超过 20:00 只允许 18 岁以上人士进入。

价格:观景台的门票有单次票和早晚套票两种。早晚票(Day & Night

Pass) 是指可以在白天 9:00-18:00 和晚上 18:00 以后各登上观景台

一次，早晚套票成人 29 澳元；5-14 岁 16.5 澳元。单次票成人 21

澳元；5-14 岁 12.5 澳元。

如果要是有兴趣而且有胆量的话，可以选择跟随专业领队到 Q1 的最高处

走一走，整个行程花费 90 分钟，票价根据时间段差异而有所不同。清晨

日出场含早餐(须提前预定)于 7:20 开始，成人 89 澳元；12-15 岁 69

澳元。日间场成人 69 澳元；12-15 岁 49 澳元。傍晚场成人 89 澳元；

12-15 岁 69 澳元。

可以欣赏白天和晚上黄金海岸的不同景色，而且票价相比单次登观景

台划算。楼下有纪念品店可以选购明信片，观景台上设有邮筒，但是

记得要自己带邮票去。

门票价格

观景台：普通票（白天或夜晚二选一）：成人 24 澳元，儿童（3-

13 岁 14 澳元，价格随季节变化。

开放时间

周日至周四 7:00-21:00；周五至六 7:00-0:00；周五和周六晚间超

过 20:00 只允许 18 岁以上人士进入。

联系方式

61-7-55822700

地址

9 Hamilton Aven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到达方式

居住在冲浪者天堂的游客步行即可到达。或搭乘公车在冲浪者天堂下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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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skypoint.com.au

冲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冲浪者天堂位于黄金海岸的中心位置，是澳大利亚旅游宣传片里必拍

之处。这里的海岸线平直宽广，白沙滩足有百多米宽，岸边海水很

浅，非常适合开展冲浪等各种水上运动。海滩上孩子们在玩沙，百年

好合的老夫妇们在携手散步，勇猛的人们在冲浪，慵懒的人们在晒日

光浴，这是一个逍遥的地带，时光在此当真放慢了脚步。

冲浪者天堂是黄金海岸最招人的地方，全年不分四季都会有喜爱冲浪的人

们过来挑战大浪，因此这一带大饭店和公寓式旅馆林立，餐厅和商店也都

营业到深夜。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度假胜地。而海滩也如同原始天然般，你

在散步之余还可以听到海滩风吹沙的声音。这一带有两条最主要的马路：

一条是和海滩垂直的卡威尔大道（Cavill Ave.），再有一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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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海滩平行的兰花大道（Orchid Ave）。卡威尔大道的中段是热闹的

卡威尔步行商业街。由卡威尔步行街往北延伸至大道广场（Plaza on

The Boulevard）的道路，就是兰花大道，这条路上有许多露天餐厅和

可穿至黄金海岸公路的购物拱廊。不管你轧是哪一条，半天左右都可逛

完。在冲浪者天堂，除了与大浪融为一体，你还可以享受购物的乐趣。

商业区聚集着 Paradise Centre、Harbour Town Outlet Shopping

Center 和 Pacific Fair Shopping Center 等购物中心，名店时装、

酷劲十足的滑浪装束以及你可以买回去送人的漂亮又别致的纪念品，都

值得你一再忘记信用卡的消费额度。

地址

Surfers Paradise,gold coast

到达方式

21、709、740 和 745 等多路公交车频繁往返于 Nerang 火车站和

冲浪者天堂之间。或者从黄金海岸商业区步行 15 分钟即达。

范思哲豪华度假酒店

Palazzo Vers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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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zzo Versace 坐落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黄金海岸，酒店俯瞰静谧的

著名景点 Broadwater，与冲浪海滩隔路相望，首家酒店选址黄金海岸与

Versace 最钟爱的金色或许有所关联，从绵延不绝的金黄沙滩走进这个

罗马时期宫殿般的建筑，你会觉得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恢弘气势，所以很

多人把这个酒店叫做黄金海岸上的宝石！这里强调的是极繁至奢的调

调，到处都是金色的意大利花纹，结合了海滩的浪漫与意大利的传统享

乐主义味道，适合生活考究并放纵的人！酒店拥有世界第二大的镶嵌鹅

卵石车道，由 5 位平均年龄超过 65 岁的意大利砖匠花费了 6 个星期

铺就，在酒店休息室悬挂的巨型栀子形吊灯是范思哲先生购自米兰一家

政府图书馆。而整个酒店使用的大理石大多是从意大利克拉拉和

Benedictine Monks 进口的，用于镶嵌的蓝色大理石则是世界上最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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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之一。这里所有的房间都使用范思哲家居家饰布置，摆放双人浴

缸、水晶私人吧台、限量版范思哲瓷器等。酒店有三间餐厅，一个泳池

吧，此外是大堂酒廊 Le Jardin 和 Vanitas 餐厅，Vanitas 是酒店的标

志性餐厅，可俯瞰环礁湖游泳池景观，餐厅内一系列原创艺术营造出一种

暧昧的就餐氛围，诠释着 PaLazzo Versace 的别样奢华魅惑。<br/>

联系方式

+61 7 5509 8000

地址

94 Seaworld Drive Main Beach QLD 4217,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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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岛

Tangalooma Island

离布里斯班坐船 70 分钟左右，晚上有喂食野生海豚的活动。

地址

Tangalooma QLD 4025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中央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Brisbane Central

布里斯班精选推荐之一 这家五星级酒店提供配备液晶电视的豪华客房

以及一个 Spa 和一个室外游泳池。酒店位于布里斯班中心商业区，并

拥有直达中央火车站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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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tel Brisbane Central 酒店的所有客房配备卫星电视、浴袍和拖

鞋以及一个存储丰富的迷你吧。

Stephanies Spa Retreat 为客人提供各种健康和美容治疗，包括著名的清

洁疗程 Opal Rasul Temple。SoFit 体育馆为客人提供锻炼的机会。

客人可以观看 Thyme2 餐厅的厨师在开放式的互动厨房现场烹饪国际

美食。Cuvée 酒廊酒吧提供丰富的精选香槟及葡萄酒。

地址

249 Turbot Street, 布里斯班中央商业区, 4000 布里斯班, 澳大利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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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机场

Brisbane Airport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是布里斯班唯一的民用机场，是澳大利亚第三繁忙

的机场，仅次于悉尼机场和墨尔本机场。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主要为布里斯班市和周边地区提供服务，设有维珍

蓝航空、澳大利亚快达航空、捷星航空和远程航空等。布里斯班至悉

尼的航空路线是全球第 11 繁忙的客运线路，也是亚太地区的第七繁

忙路线。布里斯班机场有国内、国际航站楼、货运航站楼和两条跑

道，可从市区通过盖特威高速公路（Gateway Motorway）和与城铁郊

区网络（Citytrain suburban network）相连的机场铁路抵达。连接

布里斯班市区和机场的新机场高速公路正在规划中。

小贴士：

机场税：

国际航班：30 澳元，已于出票时收取。12 岁以下儿童免

缴。免税物品：

18 岁或以上的乘客可携带下列免税物品：

烟草类物品：香烟 250 支或雪茄 50 支或烟草 250 克 (只限于 18

岁以上乘客)。

酒精类饮料：1.125 升葡萄酒或烈酒。

其他：每个成年人限带价值 400 澳元的免税物品；18 岁以下的旅

客，限额为 200 澳元。机场税：

国际航班：30 澳元，已于出票时收取。12 岁以下儿童免

缴。免税物品：

18 岁或以上的乘客可携带下列免税物品：

烟草类物品：香烟 250 支或雪茄 50 支或烟草 250 克 (只限于 18

岁以上乘客)。

酒精类饮料：1.125 升葡萄酒或烈酒。

其他：每个成年人限带价值 400 澳元的免税物品；18 岁以下的旅

客，限额为 200 澳元。

联系方式

+61 7 3406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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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1 The Circuit，Brisbane Airport QLD 4008，澳大利亚

主页

www.bne.com.au

汉密尔顿岛机场

Whitsunday Airport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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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景酒店

Reef View Hotel

Reef View Hotel 酒店位於 Catseye 海灘的正對面，設有餐廳、酒吧

和室外游泳池。每間客房都設有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和一個私人陽台，

俯瞰花園或珊瑚海（Coral Sea）。

Reef View Hamilton Island 酒店提供現代的客房，均設有一個帶家

具的陽台和一間帶獨立浴缸和淋浴的浴室。所有客房都配有空調、冰

箱和平面電視。

Pool Terrace 餐廳供應自助早餐、清淡的午餐和可單點菜單的晚餐，

可俯瞰 35 米的溫水游泳池；The Reef Lounge 酒廊提供多種選擇的

啤酒和葡萄酒。

客人可以免費使用島上的健身中心、桑拿和網球場。客人可以免費使

用所有的非機動水上運動設備，其中包括帆板和浮潛裝備。

Reef View Foyer &amp; Lounge 大堂及酒廊以及酒店的多個區域均提

供免費無線網絡連接（設有下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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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设施：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不提供婴儿床。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浴缸(Bathtub):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14:00

夜总会(Night Club):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任何 12 岁及以下的儿童

在使用现有的床铺时可免费入住。不提供婴儿床。酒店不提供加床。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

附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

高尔夫(Golf):有

阳台(Balcony):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退房时间(Check-out):-10:00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电视(TV):有

洗衣间(Laundry):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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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Resort Drive, 4803 漢彌爾頓島, 澳洲 Resort Drive, 4803 漢彌爾

頓島,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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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形大堡礁（心型礁）

Heart Reef

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群，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连同藻类、

贝壳等海洋生物残骸胶结在一起，堆积成了一个个珊瑚礁体。这里是海

洋生物的伊甸园，也是人类幻想中的自己的伊甸园。形如其名,如果说

这是上帝的作品,那么似乎可以说,原来上帝也是愿意把这里当作心灵的

栖息之地的。再加上大堡礁本身的水色就很好看，搭配在一起更是美轮

美奂。

心形礁 (Heart Reef)坐落在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降灵群岛

(Whitsundays)之中，是大堡礁的一部分，大量珊瑚汇集在此，自然形成心

形，十分壮观美丽。心形礁位于哈迪礁(Hardy Reef)之内，为了保护心型

堡礁，所有的游客都只能在飞行器上一睹其美景，从汉密尔顿岛到心型堡

礁的飞行时间为 30 分钟。不管是凯恩斯 Cairns，或是艾尔利海滩

Airlie beach，又或是降临群岛 Witssundays 的度假岛上，都有许多船只

开往大堡礁，让游客近距离接触大堡礁，但是若想俯看整个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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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堡礁，除了乘坐直升飞机，水上飞机或小型飞机以外，没有其他

选择。

小贴士：

因为飞行经过心型礁的时间非常短，但景致非常惊艳，建议不要把视线

放在手机或者相机的拍摄上，盲拍，眼睛用来好好欣赏，否则下飞机后

会后悔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

直升机前排靠窗位置观赏视角最佳。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Heart Reef

到达方式

直升机、水上飞机空中俯览。

圣灵群岛哈迪大堡礁船去船回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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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特色：

【旅途交通：船去船回】

往返大堡礁的高速双体船宽敞舒适，船舱内配置空调，底层吧台提供

免费茶点，站在甲板上所见到的岛屿份外迷人，7 月-9 月有机会看到

鲸鱼。在去往大堡礁的途中，船上还会播放视频介绍大堡礁，并有工

作人员讲解安全注意事项、介绍海上平台丰富的活动和设施。

圣灵群岛游船 3 圣灵群岛游船 2 圣灵群岛游船 1 圣灵群岛游

船【大堡礁海上平台：设施齐全】

圣灵群岛号游轮在大堡礁现有两座平台，分别位于指节暗礁（Knuckle

Reef）和哈迪礁（Hardy Reef），船长将在出发时告知客人去往哪座

平台。平台上的设施齐全，更衣室、淡水淋浴、各个型号的潜水服一

样不缺，连带近视度数的潜水面罩、防刺服等也已备好。含大虾的自

助午餐在船上供应，船舱内和平台上都有用餐座位。

圣灵群岛大堡礁浮台 CW 大堡礁 6CW 大堡礁 2 Snorkelling with Wrasse

【潜水：与鱼群一起遨游】

当阳光洒下时，大堡礁呈渐变蓝的明艳海水像水晶般澄澈，救生员守望

着指定的浮潜区，浮标和绳子标记出你能自由探索的区域，特别漂亮的

珊瑚一般离平台有一段距离，工作人员非常乐意为你指点方向。加购无

证深潜，可以跟随教练去发现颜色妖艳的砗磲、海葵，呆萌的石斑鱼、

苏眉鱼。儿童戏嬉水池设计贴心，让小孩子也能尽情玩水。

宽屏 2 Poseidon - Diving

【水下观景台、半潜水船：旱鸭子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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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游泳的游客可以透过水下观景台、半潜水船的玻璃观测海洋生物，

喜欢安静，不妨在平台甲板的躺椅上晒个日光浴，或者付费体验按摩。

如果当场购买了心形礁直升机观光，从高空俯看网上流传甚广的海上心

形岛屿，这一由珊瑚虫天然造就的奇景定会令你惊艳。

CW 大堡礁 9 CW 大堡礁 7

观鱼池 半潜艇

玩乐设施、项目：

为游览大堡礁度身订造，创新独特的海上浮动平台

乘坐我们的高速双体船去游览珊瑚礁风光豪华的自

助早茶、午餐心形礁直升机观光（仅供现场支付预

订）

潜水中心（可加购）

淡水淋浴更衣室海底

探险号

“宁静体验”按摩（自费）

水下观景台甲板——晒出

小麦色肌肤游泳和浮潜救

生站休息区

安全巡逻艇

心形礁直升机观光 4 心形礁直升机观光 2 心形礁直升机观光 1 圣灵群

岛

地址

汉密尔顿岛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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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景酒店

Reef View Hotel

Reef View Hotel 酒店位於 Catseye 海灘的正對面，設有餐廳、酒吧

和室外游泳池。每間客房都設有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和一個私人陽台，

俯瞰花園或珊瑚海（Coral Sea）。

Reef View Hamilton Island 酒店提供現代的客房，均設有一個帶家

具的陽台和一間帶獨立浴缸和淋浴的浴室。所有客房都配有空調、冰

箱和平面電視。

Pool Terrace 餐廳供應自助早餐、清淡的午餐和可單點菜單的晚餐，

可俯瞰 35 米的溫水游泳池；The Reef Lounge 酒廊提供多種選擇的

啤酒和葡萄酒。

客人可以免費使用島上的健身中心、桑拿和網球場。客人可以免費使

用所有的非機動水上運動設備，其中包括帆板和浮潛裝備。

Reef View Foyer &amp; Lounge 大堂及酒廊以及酒店的多個區域均提

供免費無線網絡連接（設有下載限制）。

酒店设施：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不提供婴儿床。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浴缸(Bathtub):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14:00

夜总会(Night Club):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任何 12 岁及以下的儿童

在使用现有的床铺时可免费入住。不提供婴儿床。酒店不提供加床。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

附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

高尔夫(Golf):有

阳台(Balcony):有

SPA(SPA):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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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退房时间(Check-out):-10:00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电视(TV):有

洗衣间(Laundry):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Resort Drive, 4803 漢彌爾頓島, 澳洲 Resort Drive, 4803 漢彌

爾頓島,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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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堂海滩

Whitehaven Beach

白天堂沙滩（Whitehaven Beach)位于圣灵岛（Whitsunday Island）的

东侧，被誉为“澳洲最美的沙滩”和“全世界最环保和最干净的沙滩”。整个

沙滩绵延 7 公里，全部呈白色，由沙质洁白、细腻、柔软的纯二氧化硅

细沙组成。洁白的沙滩与海岸的红树林和湛蓝的海水相辉映，形成美轮

美奂的纯净绝美景色。

小贴士：建

议携带：

1、夏季-泳衣和毛巾、防晒的衣服、遮阳帽和防晒霜。

2、冬季-毛衣和保暖外套。

3、现金和信用卡，以便支付额外开销。

4、相机，以便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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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澳大利亚全年大部分时间气候温和，但大陆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气候也

会有差异。 与南半球所有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季节与北半球国

家的季节相反。 十二月至次年二月是夏季，三月至五月是秋季，夏

秋季节更适合到白色

地址

Whitsunday Island QLD 4802 Australia

到达方式

游客可以乘船到此游玩或乘坐水上飞机游览

珊瑚景酒店

Reef View Hotel

Reef View Hotel 酒店位於 Catseye 海灘的正對面，設有餐廳、酒吧

和室外游泳池。每間客房都設有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和一個私人陽台，

俯瞰花園或珊瑚海（Coral Sea）。

Reef View Hamilton Island 酒店提供現代的客房，均設有一個帶家

具的陽台和一間帶獨立浴缸和淋浴的浴室。所有客房都配有空調、冰

箱和平面電視。

Pool Terrace 餐廳供應自助早餐、清淡的午餐和可單點菜單的晚餐，

可俯瞰 35 米的溫水游泳池；The Reef Lounge 酒廊提供多種選擇的

啤酒和葡萄酒。

客人可以免費使用島上的健身中心、桑拿和網球場。客人可以免費使

用所有的非機動水上運動設備，其中包括帆板和浮潛裝備。

Reef View Foyer &amp; Lounge 大堂及酒廊以及酒店的多個區域均提

供免費無線網絡連接（設有下載限制）。

酒店设施：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不提供婴儿床。



D7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浴缸(Bathtub):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14:00

夜总会(Night Club):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任何 12 岁及以下的儿童在

使用现有的床铺时可免费入住。不提供婴儿床。酒店不提供加床。不同

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详细信

息。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加费用

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

高尔夫(Golf):有

阳台(Balcony):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退房时间(Check-out):-10:00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电视(TV):有

洗衣间(Laundry):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Resort Drive, 4803 漢彌爾頓島, 澳洲 Resort Drive, 4803 漢彌

爾頓島,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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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岛机场

Whitsunday Airport

地址

-

悉尼机场

地址

Airport Dr, Sydney NSW 2020 澳大利亚

堪培拉诺富特酒店

Novotel Canb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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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65 Northbourne Avenue,堪培拉市中心地区,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

直辖区,2600,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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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堪培拉-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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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热气球

Canberra Balloon

堪培拉地处内陆丘陵，周围没有高楼大厦，尤其在清晨时气流相当稳

定，是热气球升空的理想地带。旅行者可以从空中俯瞰放射状的堪培拉

领地。每年 3 月中旬举办的热气球节是堪培拉热气球升空最频繁密集的

一段时期。

旅行者可以通过酒店来预订热气球项目，或者自己上网预订，飞行时长

一般为三小时。热气球公司会负责酒店与升空、降落地之间的接送，有

时还会赠送自助早餐和一杯飞行后的香槟。要注意 6 岁以下儿童是禁

止乘坐的。天气不佳时，热气球公司负责退款或改期。虽然在堪培拉乘

坐热气球多在清晨升空，但因升空地点一般位于国会山下，交通十分方

便，并不需要太早起床。

主页

www.canberraballoons.com.au

www.dawndrifter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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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金顿小人国花园

Cockington Green Gardens

距离堪培拉市中心约 15 公里处的卡金顿花园是一个迷人的小人国，由

Doug & Brenda 家族经营了 40 年，曾多次登上省内和国家的旅游项目

获奖名单。这个独特的公园收藏了英格兰约克郡的村庄，以及一座哥德

式建筑、Kentish Oust House、教堂、英式酒吧和著名的巨石阵，还有

享受着这个小小英伦社区的村民们的微缩版。他们的生活被生动地表现

了出来，包括去教堂、玩板球、进出酒吧、放羊等等。环绕微缩景观的

精致花园中栽培着园主亲自种植的近 3 万种名贵花草，也是这里值得

参观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参观的亮点是新建成的国际微缩馆，包含有 30 多个国家标志性

的建筑物，可惜在其中暂时看不到中国的景观。公园中很多微缩景观都

设有支持观众操作的电动开关。启动开关时，或是火车疾驶，或是风车

转动，或是释放出背景音响、气氛效果等，都可以增强身临其境的感觉

与趣味。里面还有蒸汽火车铁路等特色景点，非常有趣。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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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游览时长：1.5 小时

开放时间

9:30 - 17:00，12 月 25 日、26 日休息

联系方式

+61-2-62302273

地址

11 Gold Creek Road,Nicholls ACT 2913,Australia

到达方式

由市区自驾沿 Northbourne Ave 向北行驶，拐入 Barton Highway 后有

明显的指路标志；或在市区 City Bus Station 乘坐 251 路、252 路巴

士（周一至周五）或 900 路至 Belconnen 转 952 路（周末）前往。

主页

http://www.cockingtongreen.com.au

堪培拉联邦公园

Commonwealth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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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园位于堪培拉贝里格芬湖畔。在风景如画的公园内建有库克船长

纪念喷水池，所喷出的水柱高达一百多公尺，相当壮观，平时除了是市

民或观光游客休闲度假或游览的胜地；由于堪培拉四季鲜花不断，气候

相当宜人，一年一度的堪培拉花节也于联邦公园内隆重举行，以主题的

不同加以装饰，将公园点缀得鲜艳迷人，一大片美丽的花海，互相的争

奇斗艳，相当有看头，吸引许多人参观，为澳洲庆祝春天来临做开场，

每年吸引近四十万人参与盛事，热闹非凡，充满了活力。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1-2)62050044

地址

Commonwealth Avenue, Canberra, Australia

到达方式

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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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旧国会大厦

Old Parliament House

原国会大厦，正式称为临时国会大厦，是 1927 年到 1988 年的澳大

利亚国会驻地。这座位于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堪培拉的历史建筑是作为

国会的临时驻地设计的，按照规划国会从政府临时驻地墨尔本搬来堪

培拉后在此暂驻 50 年，以待永久性国会大厦建成。1988 年，新国会

大厦建成后国会搬出临时国会大厦。

小贴士：

开放时间:09:00–17:00

价格:成人 2 澳币，儿童及优惠票 1 澳币，家庭票 5 澳币（2 成人 2 儿

童）；研究图书馆开放时间周一到五 10.00 am – 1 pm (公众假期闭馆)

门票价格

成人 2 澳币，儿童及优惠票 1 澳币，家庭票 5 澳币（2 成人 2 儿童）

研究图书馆开放时间周一到五 10.00 am – 1 pm (公众假期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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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09:00–17:00

联系方式

(02) 6270 8222

地址

Old Parliament House, 18 King George Terrace, 帕克斯 澳大利亚

首都特区 2600 澳大利亚

到达方式

自驾或公交

主页

http://moadoph.gov.au

悉尼丽笙世嘉酒店

Radisson Blu Plaza Hotel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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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sson Blu Plaza Hotel Sydney 酒店建于 20 世纪初期，距离历史悠久

的洛克斯（Rocks）区有 20 分钟步行路程，距离皮特街购物商场（Pitt

Street Mall）和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ueen Victoria Building）均有不到

15 分钟步行路程，距离温耶德火车站（Wynyard Train Station ）

和巴士站均有不到 2 分钟步行路程。距离悉尼歌剧院仅 1,100 m 你

大概在无数张明信片上见过它的身影了，建筑本身的魅力甚至超过了

在建筑内上演的杰出表演。

酒店政策：

入住时间 从 15:00 时

退房时间 12:00 时之

前预订取消/预付政策

不同类型的客房附带不同的取消预订和预先付费政策 选择上述客房时，

请参阅客房条款。

儿童和加床允许客人携带

儿童入住。

免费！ 所有额外入住的 12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

费。免费！ 允许 1 名 2 岁以下的儿童，加 1 张婴儿床，免费。

允许 1 名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一张加床收费：每人每晚

AUD85。最多容纳：每间客房 1 张加床/婴儿床。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宠

物不允许携带宠物入住。

团体

如果预订客房数超过 4 间，住宿方将采用不同的政策和额外补充规

定 。酒店接受的银行卡类型

酒店设施：

The Lady Fairfax Room 餐厅供应美味的自助早餐；The Fax Bar 酒吧

则供应咖啡；与酒店大堂同一楼层的屡获殊荣的 Bentley Restaurant

and Bar 餐厅和酒吧是客人与朋友享用晚餐和美酒的理想选择。每间客

房均设有带浴缸、浴袍和洗浴用品的大理石浴室，并享有美丽的装潢，

提供平面卫星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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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27 O’Connell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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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悉尼-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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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机场

地址

Airport Dr, Sydney NSW 2020 澳大利亚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地

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水上飞机观光，俯瞰心形岛礁
	※海底深潜，触碰奇幻水下世界
	※冲浪者天堂，摄影爱好者必去
	※全程豪华酒店，尊享极致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