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凯恩斯悉尼墨尔本 10 日 

大洋路+外堡礁+悉尼游船晚餐 

 

 

 

团期：3月15日    MU 全国联运 

 

 

 

 

 

 

【增值服务】每团均配Wi-Fi，(4-5 人一台设备，每天前 100M 畅享 3G 网速，100M 以后网络降速，无限流

量)，与亲朋好友分享您的旅行点滴，随时随地分享您的旅途心情。 

 



 

 

行程精华：美食美景全体验 

 全程澳大利亚内陆段下午航班，您再不用早起赶飞机啦！ 

 悉尼游船晚餐！ 

 四星酒店 &升级2晚五星酒店！ 

 摩尔外堡礁 &大洋路+天堂农庄+华纳&澳大利亚双学府！ 

 

【奢华住宿】：全程四星酒店，升级 2 晚五星酒店 

【餐食升级】：全程中式团餐升级为８菜１汤 

【特色餐食】：悉尼情人港西式晚餐游船、大堡礁游船自助餐、五星酒店自助餐，蓝山观景餐厅等 

【贴心服务】：东方航空公司航班往返，舒适享受；布里斯班进墨尔本出，全国联运 

【舒适享受】：悉尼 DFS 免税店，黄金海岸安排 OUTLETS，墨尔本维多利亚英女王市场自由购物 

【大学参观】：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 

【行程特色】： 

1. 墨尔本 

【墨尔本有轨电车】墨尔本历史悠久的有轨电车，细品这座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十二门徒大洋路（单程海岸线）】大洋路，领略世界自然遗产的魅力风光 

2. 黄金海岸 

【天堂农庄 + 考拉合影】：天堂农庄是一座用来表演的畜牧场，里面有骑马，甩鞭，牧羊，挤奶等等活动，还可以

体验到剪羊毛等活动。还可以和考拉近距离接触的同时，再来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 

【华纳电影世界】:在这里可以零距离接触各种熟悉的电影场景，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 凯恩斯 

【摩尔外堡礁】近距离接触世界自然遗产，观赏星球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4. 悉尼  

【悉尼歌剧院（入内）+ 专业中文讲解】：专业的中文讲解员给您生动的讲解悉尼歌剧院的构造以及历史，还有一些

趣事，让您在欣赏建筑奇景的同时还能获取知识。 

【蓝山国家公园】赠送（价值ＡＵＤ35／人）缆车体验，立体游览蓝山风景区 

   【情人港游船晚餐】乘游船畅游悉尼港，并与船上用正式的三道式西餐 

 

【精选航司】 

国际段免费托运 2件 23公斤行李； 
安排全国免费联运，税金不含，舒适行程从脚下开始！ 

 



 

 

 

【自由自在】 

悉尼DFS&黄金海岸奥特莱斯&墨尔本维多利亚女王市场自由购物 
 

参考行程安排 

注意事项：以下行程所列及酒店仅供参考，一切以出团通知为准，敬请谅解！ 

D1 

4 月 5日 
上海 布里斯班 

参考航班：MU715  21:35-10:05+1 

自行提前 3 小时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1 号航站楼国际出发厅集合出发，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国际航班飞往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早:敬请自理                    午:敬请自理                   晚:敬请自理 

住宿：飞机上休息 

D2 

4 月 6日 
布里斯班 — 黄金海岸 

抵达布里斯班后办理入境手续，导游接机后开始真正的澳大利亚之行。 

布里斯班靠近太平洋，东面滨临塔斯曼海，是一个从海岸线、河川和港口往西部内陆发展的都市。其市中心位于布里

斯班河畔（Brisbane River），该州即以此为政治和交通主轴再向南北伸展开发。抵达后展开布里斯本城市游览： 

抵达后展开布里斯本城市游览：驱车前往游览【袋鼠角】，分享“没有袋鼠的袋鼠角”的故事，一览布里斯本城市风貌，

参观世博会旧址【南岸公园】。途径【市政厅广场】它目前仍是澳洲最富丽的市政厅，有百万市府 Million Pound Town 

Hall之称，这座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棱柱型塔式建筑建于 1930年，钟楼上的大钟每隔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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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您将会经过昆士兰州第一大钢铁大桥

【故事桥】。 

进入【天堂农庄 Paradise Country】园内特定区域散养着澳洲特有的袋鼠，考拉，鸸鹋等，您有机会跟他们来一个亲

密接触。农场为中外游客精心准备了精彩的澳洲特色剪羊毛表演，您可自愿报名参与其中；在农场的户外区域，您还

可观看牛仔精准的甩鞭表演及牧羊犬的赶羊表演。特别赠送考拉合影一张！ 

早：飞机上用餐    午：中式（八菜一汤）                晚：五星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MANTRA LEGENDS或同级 4星住宿 

 

D3 

4月 7日 黄金海岸（布里斯班） 凯恩斯                            参考航班：VA79116:50-19:15 



 

 

酒店内享用早餐后。前往黄金海岸整个城市的中心【滑浪者天堂海滩】，黄金海岸由南向北绵延的 70 公里海滩中临近

市区的一段，沙质细软海浪大，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此处海滩也因此而闻名，您也可以漫步于海滩之上，感受太平

洋的徐徐海风。 

前往【奥特莱斯-海港城 Harbour Town-Outlet】黄金海岸拥有全澳大利亚最大的【奥特莱斯-海港城】，它是一个结

合餐饮，娱乐及购物 的多功能场所。这里有来自 200多个欧美和澳大利亚本土的折扣商店，所售商品保罗万象，其中

包含许多国际精品，例如 CalvinKlein，Diesel, Levis，是当地居民购物的主要选择。 

黄金海岸三大主题乐园之一的【华纳电影世界】（不少于 2.5小时），该影城耗资 12亿澳元建成，是美商华纳兄弟经营

的电影城。这是一处极有特色的主题乐园，走在城内的街上，就像置身于电影中，随时可以遇到电影明星。里面还有

多套经典影片的拍摄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过一把在著名电影中当主角的瘾，蝙蝠侠、超人等世人熟知的银幕形象

会随时出现在你的面前；而喜欢看卡通片的游人则可以到 Looney Tunes Villages 中去遨游童话世界，到时可以与平

时常见的卡通人物一起手拉手玩耍并合影留念。亲临摄制现场，体验整个电影拍摄过程及各种表演，包括警察故事特

技表演及三维蝙蝠战车等。特别赠送价值 AUD20的快速通道券，园内 5大游乐设施可帮你免去排队烦恼。 

随后驱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飞往凯恩斯，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团餐（8菜一汤）          晚：中式团餐（8菜一汤） 

住宿：Grand Chancellor Palm Cove或同级四星住宿 

 

D４ 

4月 8日 
凯恩斯-摩尔外堡礁-凯恩斯 

早餐后乘坐豪华游船太阳恋人号游览世界自然遗产-澳大利亚大堡礁。 

【摩尔外堡礁(Moore Outer Reef) 】（船行单程约 1.5 小时，停留约 4 小时）摩尔礁是距离凯恩斯最近的外堡礁，海

水非常清澈且能见度高，色彩斑斓的珊瑚礁坐落在海底幼细的白沙床上。您可免费使用所有浮潜用具，还可乘坐半透

明玻璃底船和潜水艇海底观光，浮台配备儿童游泳池和海洋生物触摸水箱，在水下观赏厅观看喂鱼表演，此外外堡礁

平台上提供部分特色收费项目，请根据自身情况酌情选择。 

（温馨提示：大堡礁游船出海时间通常为 09:30，由于船公司预定人数较多，最终出海时间以船票上的时间为准。若

由于天气原因造成大堡礁不能出海，将退还船票费用(澳币 130 元/人)！） 

游览结束后，返回酒店休息。 

早:酒店早餐              午:游船午餐                晚餐：中式（八菜一汤） 

住宿：Grand Chancellor Palm Cove或同级四星住宿 

 



 

 

D5 

4月 9日 凯恩斯 悉尼                            参考航班：JQ959   16:30-20:25 

早餐后前往【凯恩斯植物园】凯恩斯植物园在 1886年正式对外开放，位于凯恩斯市郊，植物园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植

物园虽然面积不大，但拥有 3千多种植物，以热带雨林植物为主，使参观者有接近雨林的感觉。 

【海滨大道】沿海步道最大的亮点是其中占地 4800 平方米的恒温咸水游泳池（Swimming Lagoon），与海水仅有一墙

之隔，在远处看就仿佛是镶嵌在海里的一个游泳池。 

前往享有“澳洲热带雨林第一村”美誉的【库兰达小镇】(不少于 30分钟），下车参观约 30 分钟，库兰达小镇位于凯

恩斯西北方约 25公里处，被热带雨林所环绕著。从 20世纪 60年代起，即被推崇为另类生活的中心，孕育了许多知名

的土著艺术家。各式的老建筑物现已改为各式各样的高级餐厅，咖啡馆和酒吧，然而不变的正是那轻松休闲的生活方

式。古镇市集内各种独特的手工艺术品艺廊更是库兰达古镇远近驰名的主因，库伦达聚集许多天才横溢的专业人士，

他们对艺术充满热诚，在这里您会欣赏到许多画家，陶瓷家，摄影师，及雕刻家的作品。随后驱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

飞往悉尼，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桌餐（八菜一汤）   晚：中式桌餐（八菜一汤） 

住宿：VIBERUSHCUTTERS或同级 4 星酒店 

   

D6 

4月 10日 
悉尼-蓝山-悉尼 

享用早餐后，驱车前往游览距离悉尼市区 1.5小时车程的澳大利亚最著名景点之一-蓝山风景区 

【蓝山风景区 Blue Mountains—含缆车体验】（约 90 分钟）蓝山得名于其大量种植的桉树/由加利树，这种树的树叶

会释放出一种气体，积聚在山峰和谷顶，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一层蓝色薄雾，蓝山因而得名。特别赠送蓝山三段式缆

车体验【Cableway 丛林缆车】&【Skyway 高空透明缆车】&【 Railway 绞链车】，多角度观赏这座壮阔自然风景。 

温馨提示(若因天候或机械保养等因素，将调整为选择性搭乘) 

随后前往码头搭乘【游船晚餐】，悉尼正宗三道式晚餐，舒适优雅的用餐环境，高质量的餐饮服务。 

早：酒店早餐 午：蓝山观景餐厅  晚：游船晚餐 

住宿：VIBERUSHCUTTERS或同级 4 星酒店 

  

D7 

4 月 11日 悉尼 墨尔本                  参考航班：JQ521     17:25-19:00 

享用早餐后，悉尼市区观光： 

【双湾 Double Bay 】（途径）&【玫瑰湾 Rose Bay】&【邦迪海滩 Bondi Beach】 

【岩石区 The Rocks】1787年英国菲利普船长带随同前来的人员在此安营扎寨，自此开启了澳洲的历史新页。 这里 拥

有澳洲第一条街 George Street，19世纪初期，这里是悉尼最时尚的地区。如今这 里仍是悉尼最热闹的的区域之一，



 

 

分布着许多著名景点，艺术馆，英式酒吧等。 

【悉尼渔市场 Sydney Fish Market 】（午餐自理）1989年成立，仅次于日本东京筑地渔市场的世界级市场，提供澳洲，

南太平洋和亚洲一百种以上的海鲜种类，是饱尝美食绝佳去处。 

【海德公园 Hyde Park】（约 10-15 分钟）对于仅 200多年历史的澳洲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公园。公园以伦敦式

样为典范，拥有大片洁净的草坪，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柔和的丘陵和亚奇伯德喷泉。 

【圣玛利亚大教堂 St Mary's Cathedral（外观）】（约 10-15 分钟）建于悉尼第一个天主教堂的旧址，大教堂是由当

地的砂岩建成，“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是欧洲中世纪大教堂的建筑遗风。它始建于 1821年，而 天主教神父正式来到澳

大利亚是在 1820年，故又被称为澳大利亚天主教堂之母。 

【悉尼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入内+中文讲解）】（30分钟游览) 

澳大利亚全国表演艺术中心，又称海中歌剧院。它矗立在悉尼市贝朗岬角上，紧靠着世界著名的海港大桥的一块小半

岛上，三面环海，建筑造型新颖奇特，雄伟瑰丽，外形犹 如一组扬帆出海的船队，也像一枚枚屹立在海滩上的洁白大

贝壳，与周围海上的景色浑 然一体。特别安排入内参观，了解这座建筑的历史，背景故事，设计特色等。 

【悉尼海港大桥 Sydney Harbour Bridge】早期悉尼的代表建筑，它像一道横贯海湾的长虹，巍峨俊秀，气势磅礴，

与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隔海相望，成为悉尼的象征 

【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始建于 1850 年，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和最负盛名的大学，被称为“澳

大利亚第一校“在世界范围内亦是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悉尼大学有八大校区和多所分校，主要校区紧靠悉尼市中

心，与悉尼中央火车站只距一步之遥。 

【悉尼 DFS全球免税店自由购物】 

随后驱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飞往墨尔本，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早：酒店早餐         午：敬请自理         晚: 中式桌餐（八菜一汤） 

住宿：PARKVIEW HOTEL或同级四星住宿 

 

D8 

4月 12 日 
墨尔本十二门徒大洋路（单程海岸线） 

早上从墨尔本出发,一路飞驰到安吉昔小镇 Anglesea,从这里，开始一日的大洋路/十二门徒岩奇幻之旅！ 

途经色彩巡绚丽的奥特威山脉，远远望去，茂林深浅不一的绿意，夹杂着马铃薯田的棕红，还有远方海洋的湛蓝，

彷佛造物主打翻了调色盘。穿过优雅的欧式海边渡假小镇罗恩 Lorne，小镇里如画般的风景,体验充满异域风情的咖

啡文化，路过水产业发达的海边小镇阿波罗湾，这里的海味新鲜美味，受到广泛的欢迎,若能在这里进行海景午餐，

将是别样的享受。 

 

 

 

 

 

 

 

 

 

 

 



 

 

● 到达大洋路标志性建筑的纪念拱门（Memorial Arch）,稍作停留，拍照留念 

● 途经 Lorne 和 Anglesea两个临海小镇,欣赏海滩 

● 在阿波罗湾 (Apollo Bay) 享用西式炸鱼午餐或中式餐 

   下午抵达最著名的十二门徒,坐落于大洋岸边的 12 块巨

大的断壁岩石,经过几百万年的风化和海水侵蚀形成的矗立

在太平洋里的独立礁石,其形态各异,犹如人的面孔. 在此

地,迤逦的海岸线是由 50 米左右的悬崖峭壁组成,淋漓尽现

地壳的沉积层,从顶到底的黑黄环线,和东部丛生的发黄灌

木杂草,把“门徒”装裹的就想穿着黑黄相间服饰的信徒。 

● 参观十二使徒岩（可根据当天时间及天气情况自费参加

12门徒直升观光飞机） 

后前往”距离十二使徒岩只有约 2 公里的洛克阿德大峡谷 Loch Ard Gorge 沉船遗址(约 20 分钟), 又名“阿德湖

峡”.1878 年 6月 1日一艘名为“Loch Ard”的英国移民船在开往墨尔本的途中触礁遇难. 后人为了纪念这些遇难者，

修筑了 52座坟墓，并将这个地方起名为“Loch Ard，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峡谷的岩石景观，并可以顺著峡谷悬

梯下到海边，漫步赏景。 

用餐：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西式简食或中式餐； 晚-中式桌餐（八菜一汤） 

住宿：PARKVIEW HOTEL或同级四星住宿 

 

D9 

4月 13日 墨尔本 上海（飞行时间约 10.5小时） 参考航班：MU740 2230/0555+1 

早餐后游览【联邦广场】(下车参观约 15分钟)，为一结合现代风格的建筑，在建筑师 DONALD的领军下，耗资 5000

万澳币，与古典建筑相互辉印，内部有国家艺廊、影像馆、酒窖、餐厅…绝对令您耳目一新。 

【圣派区克大教堂】（游览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19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式建筑之一，歌德式建筑的尖塔高 103

米，充分展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与华丽。【城市有轨电车 The City Circle Tram 】有轨电车是墨尔本城市形

象之一，搭乘当地特色古董电车 The City Circle，暗沉酒红色车身，墨绿色的车顶，无不散发着浓浓复古情怀。【墨

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始建于 1853年，拥

有超过 160年历史。 

带您领略墨尔本不同于悉尼的旧情怀：墨尔本的“798”【布伦瑞克大街】低矮的街区，随性的涂鸦，艺术家遍地；

画廊、广告、杂志、音乐工作室纷纷搬来这里，使得这个颓废街区增添了当代艺术的个性。 

【墨尔本维多利亚女王市场】为南半球最大规模的露天市场，全球第三大规模的露天市场，亦是世界上著名旅游景

点之一。市场由 1857年起开始运作至今，是唯一现存在墨尔本市中心内的 19世纪市场自由活动约 1时 

晚餐后前往机场搭乘航班飞往上海，夜宿飞机上。 

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桌餐（八菜一汤）         晚: 中式桌餐（八菜一汤） 

住宿：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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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日 
上海    

抵达后办理回国入境手续，结束行程。 

 

注意事项:以上行程及所列酒店仅供参考，一切以出团通知为准！旅行社有权对以上行程进行合理解释，保留调整航班

及行程先后顺序的权力！在不减少游览景点的情况下，此旅游行程视当地实际情况，游览顺序可能会前后调整，在此

特别声明！行程中远眺、途径之景点均非行程中正式景点，能否看到、看全皆由当时天气、道路、时间、视线角度所

确定，请谅解！ 

 

报价包含： 

1．交通：往返团队经济舱国际段机票以及境外内陆段机票，含税费（团队机票一经开出，不得更改、不得签转、不得

退票），当地空调旅游巴士； 

2．签证：澳大利亚团队签证费； 

3．住宿：全程境外四星酒店住宿，升级 2晚五星酒店（双人标间）； 

4．门票：行程中所含的景点首道大门票； 

5．导服：16人（含领队）以上包括 16人为资深中文导游司机服务；16人（含领队）以下为司机兼导游服务； 

6．酒店早餐（遇早航班为打包饭盒），中餐（8菜 1汤）及西式（自助餐或简餐）。用餐时间在飞机上或船上以机船餐

为准，不再另退餐费；（餐标 12 澳币/人/餐—55 澳币/人/餐，折合人民币约 60 元/人/餐—275 元/人/餐，具体以

实际安排为准） 

 

报价不含： 

1. 个人办理护照费用； 

2. 酒店住宿单房差 

3.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行李超重的托运费、保管费； 

4.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料、烟酒等个人消费； 

5.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械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索引致的额外费用； 

6. 保险：境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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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经济舱乘客限托运两件行李，每件 23公斤（内陆、跨海航班限托运一件 20公斤以内

行李），另手提行李不得超过 7公斤。超出的行李件数及重量，航空公司加收的额外费用自理，具体金额详询航空公司柜台。 

4. 根据 2013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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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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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谅解。 

 

 

*车位安排请参考以下标准,如客人要求更换控大车将另外加价： 

澳洲段： 

12/14座 21座 24/25座 30/33座 45/48座 

(1—11)+1T/L (12—18)+1T/L (19—22)+1 T/L (23—30)+1 T/L 31+1 T/L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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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段： 

城市 内容 费用 

悉尼 

悉尼塔夜游 

登南半球第一高塔——悉尼塔，览悉尼 360景，观看精彩的镭射

与立体电影，深入提要澳洲自然奇观；参观南半球最大悉尼水族

馆，观赏澳洲鸭嘴兽及大堡礁、大白鲨等无数特色海洋生物！  

成人：AUD110 

儿童：AUD90 

悉尼 

悉尼夜游 2 

参观南半球最大的水族馆，观赏澳洲鸭嘴兽及大堡礁等缤纷海洋

动物；于悉尼最佳夜景拍摄处留影；品尝澳洲特色冰淇淋。 

成人：AUD85 

儿童：AUD75 

黄金海岸游艇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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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泥蟹

粥，生蚝，袋鼠肉，有机青菜等。 

成人：AUD100 

儿童：AUD90 

黄金海岸 

至尊豪华游艇夜游 

(1) 全程游客先在黄金时段参观澳洲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2) 后登上价值数百万的豪华游艇，参观游艇上的设施设备，并

可无限畅饮澳洲优质的香槟酒，同时沿途欣赏黄金海岸富人

区的豪宅和市区的夜景。 

(3) 前往参观澳洲唯一的一座水上教堂。 

(4) 最后前往当地知名中餐厅“第一楼”餐厅，品尝澳洲鲜美的

海鲜夜宵，包括鲍鱼、生蚝、泥蟹等特色夜宵菜系。 

行程特色：全程导游陪同讲解，旅游车黄金时段全程接送，香槟

无限畅饮，享用超值海鲜夜宵。 

成人：AUD140/人 

12周岁以下：AUD135/人 

黄金海岸 

萤火虫洞 

在专业向导和讲解员带领下，深入国家公园，探访隐秘的萤火虫

栖息地（萤火虫洞），夜观南十字星座。 

成人：AUD100 

儿童：AUD90 

墨尔本 

十二门徒直升飞机 
搭乘直升飞机观光十二门徒壮丽的海岸线风光，约 10分钟时间。 AUD145 

凯恩斯 

天空缆车 Skyrail 单

程 

从库兰达小镇乘坐天空缆车出发，乘坐舒适平稳的 6人高空缆车

车厢深入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热带雨林（约 40分钟）。缆车横

跨雨林长达 7.5公里，全程将您浸润在古老而神秘雨林的视觉、

AUD49/人 



 

 

听觉中：远处可眺望热带凯恩斯的平原区，还有波光粼粼的珊瑚

海面；而近处鲜活的雨林就在脚下，各种只闻其声 不见其样的

禽鸟叫声让雨林更显神秘。 

凯恩斯 

热气球之旅 

（全程 3~4小时左右） 

清早专车接送 送往高地热气球放飞点。乘热气球飞行于辽阔的

亚瑟顿平原上空，悠闲荡漾在千米高空，脚下是浓郁的田园风光，

飞行过程约 30分钟，享受空中自由飞翔的奇趣。(注意：请穿长

裤球鞋，带备太阳眼镜、防晒油、帽子、外套及照相机) 

第一班:   成人 AUD280 

（4~13岁）儿童 AUD229 

第二班:    成人 AUD250 

（4~13岁）儿童：AUD219 

凯恩斯绿岛沙滩活动

器材出租 

太阳椅 AUD45/对            沙滩排球 AUD10/小时          

皮艇 AUD50/小时 

 

凯恩斯 

固定观景飞机 30分钟 

凯恩斯乘机出发，在凯恩斯起飞扶摇直上，并盘旋至海湾上空，

从高空中俯瞰凯恩斯市区及大堡礁。 

AUD279/人 

凯恩斯 

直升飞机单程飞银梭

号外礁 

道格拉斯港码头乘机出发，在道格拉斯港起飞扶摇直上，并盘旋

至海湾上空，从高空中俯瞰道格拉斯港及大堡礁。比乘船更快捷

抵达外礁 

AUD399/人 

凯恩斯 

直升飞机单程飞绿岛

(外礁) 

凯恩斯市区码头乘机出发，在凯恩斯起飞扶摇直上，并盘旋至海

湾上空，从高空中俯瞰凯恩斯市区及大堡礁。比乘船更快捷抵达

绿岛 

AUD369/人 

凯恩斯 

观光直升飞机 30分钟 

凯恩斯乘机出发，在凯恩斯起飞扶摇直上，并盘旋至海湾上空，

从高空中俯瞰凯恩斯市区及大堡礁。 

AUD399/人 

凯恩斯 

外礁直升飞机 

于外礁起飞出发，升空从空中俯瞰外礁周边的大堡礁海域。 10分钟：AUD185/人 

15分钟：AUD255/人 

凯恩斯 

绿岛直升飞机 

于绿岛起飞出发，升空从空中俯瞰绿岛周边的大堡礁海域。 10分钟：AUD185/人 

15分钟：AUD255/人 

凯恩斯 

海底漫步 Sea Walker 

戴防水头盔，毫发不湿，下潜至水深约 6米左右处，由教练指导

沿着下潜梯缓慢进入水中，不需要做任何复杂的动作，到达海底

后即可观赏绚丽的热带鱼群，并用特殊饵料吸引大批鱼群甚为壮

观。而且它是一种不必花费长时间训练的休闲课程，相当值得一

试的运动。（注：此项目完成后 12小时内不等乘机） 

绿岛        AUD165/人 

太阳恋人号  AUD140/人 

银梭号      AUD158/人 

（12周岁以上） 

凯恩斯 

水肺深潜 Scuba Dive 

专业潜水教练会全程指导并带领您。您只要年满 12 岁，通过身

体健康调查，接受我们 30分钟的潜水课程即可参加潜水。 所有

潜水装备包括防水衣、潜水镜均包含在费用内。 

（注：有年龄体能限制，且此项目完成后 12小时内不等乘机） 

绿岛 AUD152/人 

大冒险号外礁 AUD152/人 

太阳恋人号 AUD130/人 

银梭号 AUD158/人 

凯恩斯 

海底摩托车 Scuba Doo 

整个水下活动为 20分中，深度为四米，将有专业教练全程随行，

以确保参加者之安全；海底摩托车的先进设计,让您在头部不沾

水的条件下亦能近距离观赏珊瑚与鱼群。 

大冒险号外礁 AUD150/人 

（12岁以上） 

凯恩斯 搭乘由强化玻璃建造的半透明玻璃底船，毫发不湿，前往绿岛附 AUD30/人 



 

 

半 潛 艇 Semi 

Submarine 

近水域，欣赏美丽的海底世界。彩色的热带鱼、珊瑚礁，尽收眼

底，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野生大海龟。 

AUD15/人(12岁以下) 

 

**自费活动费用仅供参考，境外如调价恕不另行通知，以境外当地价格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