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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们热情的司机导游会前来您的酒店或悉尼机场接你
们。
悉尼是澳洲最热闹的城市了！这里不仅是澳洲第一个正式成
立的城市，也是国际主要旅行圣地。
首先我们将来到悉尼歌剧院位于悉尼的便利朗角，建筑造型
像帆船，是悉尼的标志性建筑物，也是二十世纪最具特色的
建筑物之一，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岩石区，建成于1788年，是悉尼最早开发
的地区。在岩石区可以欣赏到海港大桥的美景、参观艺术画
廊，漫步在岩石区可以感受到过去与当代交彙的魅力。海港
大桥与悉尼歌剧院一样是悉尼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它曾经
是悉尼最高的建筑物。同时它是世界上第五长的拱桥与全球
最高的钢铁拱桥。邦迪海滩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海滩景点之
一， 这长达一公里的海滩是澳洲充满历史意义的冲浪发源地
。悉尼鱼市场是南半球最大的海鲜市场。距离达令港很近，
这里是兼批发，零售与海鲜烹饪为一体的大型市场。圣玛丽
大教堂位于悉尼海德公园的对面，由当地的砂岩建造而成，
风格为欧洲中世纪的建筑，是澳洲规模最大的天主教教堂，
也是最古老的宗教建筑物。

悉尼接机-市区游

午餐/ 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 悉尼四星酒店

Day 1

位于悉尼近郊的蓝山，以其独特的峡谷地形及生态，被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之列，以高山常笼罩在蓝色烟雾之中而得名。悬崖绝壁
、高耸树木、险峻峡谷、飞泻瀑布等自然奇观，等着你亲临鉴赏
。
今天我们就游览蓝山，带你轻松游览精华景点，索道缆车带你飞
天遁地，从谷底直达谷顶，省时又省力。倾斜达52度斜角的森
林缆车兼具实用性与娱乐性，宛如一条自在穿梭林间里的红色游
龙。领略遗世独立的三姐妹峰，森林漫步到187米高的温特伍斯
瀑布，震慑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后返回市区为精彩一日游画
下完美句点。

悉尼墨尔本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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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令港又被称为情人港，是融合了休闲，娱乐，购物与美食为一
体的综合多元化区域。这里有著美丽的海滨风景，周边还分布著
许多著名的景点，例如：悉尼水族馆，索普水上运动中心，
Imax 电影院，杜莎夫人蜡像馆等，是悉尼的主要休闲散步区域
之一。不仅适合白天前来观赏，夜幕缤纷时，这里更是瀰漫著浪
漫的气息。

蓝山一日游Day 2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住宿/ 悉尼四星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普芬比利铁路，修建于 1900 年，主要
为当地山区居民及运送木材、马铃薯和植物等的交通工具。
近年来，普芬比利铁路开放旅客前来体验这辆拥有百年历史
背景的蒸汽火车。身穿著传统制服的普芬比利铁路的员工将
热情迎接游客的到来，带您身历其境地回到 20 世纪初普芬
比利蒸汽火车的黄金岁月。火车站另外有提供有免费《中文
版旅行指南》可供旅客索取。手册将为你介绍蒸汽小火车途
经的每个站点，伴你穿行于丹顿农山脉高耸入天的树林和蕨
丛溪谷之间，并带你了解更多关于 20 世纪澳洲的故事。

史蒂芬港是新南威尔斯亨特地区的大型天然港，位于悉尼北
边，车程约 2.5 小时。史蒂芬港坐拥 26 座金黄色沙滩，比
悉尼海港大两倍，群山及热带雨林环绕的半岛，是完美的度
假景点。史蒂芬港地区有三大区域：托马利半岛 Tomaree 
Peninsula、提力加力半岛 Tilligerry Peninsula 和黄金海
岸线 Golden Bight，全环绕著壮丽的史蒂芬港湾。你可以欣
赏海豚悠游，或是在世界级的国家公园探索大自然。

晚餐后到企鹅岛上观看企鹅归巢。 企鹅岛自然生态保护区 
Penguin Parade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野生企鹅保护基地，
有超过3万隻的企鹅栖息在菲利普岛。每当黄昏日落后，惊
喜就会出现，一隻隻娇小的企鹅在波涛中搏斗，嘴里衔满要
带回巢穴的食物，走路摇摇摆摆的样貌，可爱极了！你会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管理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坐在沿海搭
建的露天开放观景台，等待企鹅归巢。

史帝芬港一日游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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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墨尔本Day 4
今天我们将离开悉尼，前往墨尔本。
如果说悉尼是南太平洋的纽约，那墨尔本则可说是伦敦，古
典和现代一样不缺。这是一座微笑的城市，随处可见和善的
笑容，及浓浓的人情味。维多利亚州的首府-- 墨尔本除了以
墨尔本杯赛马，澳网公开赛闻名于世外，她的维多利亚式建
筑、电车以及时装、美食、戏剧、画廊、枝稠叶茂的花园等
也让大家流连忘返。
墨尔本城市节奏缓慢而悠闲，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三大城
市之一，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金融中心和世界闻名的花园之
都。在这里，你既可以领略到这个城市休闲的生活节奏，也
可以感受这个城市巨大的包容性。

小火车+企鹅岛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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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们将从墨尔本市区出发，路过小红帽灯塔，前往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大洋路，位于墨尔本西部，是澳洲最
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乘车在大洋路的公路上，沿途可以欣赏
澳洲沿岸壮丽的海洋美景，穿梭于奇石景观之中，行经维多利
亚州的可爱小镇以及海滨渔港。随后我们将途径朗恩至坎尼特
河。在阿波罗湾 (Apollo Bay)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享用午饭，
海湾呈半月型，风景优美，1930年代曾为捕鲸站，如今则是
著名的冲浪旅游胜地。

早饭后，我们将开始我们的墨尔本市区观光，墨尔本城市节
奏缓慢而悠闲，无论短期旅行还是长时居住，它都是一座不
会让你失望的城市，连续7年被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或
许就说明了一切。我们将游览中国城、战争纪念碑
穿过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布洛克拱廊，去品味那精致的马赛克
瓷砖和大理石圆柱；走上只有行人和有轨电车通行的伯克街
，去观赏街头艺人的惊艳表演；来到维多利亚州国立美术馆
，去参观世界级大师的名作。
随后我们将安排送机，结束7天美好之旅。

※行程概况仅做参考，请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旅行社保留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顺序的权利。

之后我们将前往十二门徒 (Twelve Apostles)的吉普森天梯
。十二门徒石是巨岩石阵，从南大洋之中高耸而起，是坎贝
尔港国家公园中，非看不可的重要景点。 这些石阵原本是
石灰岩悬崖，经过一到两千万年的持续侵蚀，成为今日的遗
迹。 狂暴的南大洋海浪与强劲的海风，逐渐侵蚀较软的石
灰岩，形成悬崖中的洞穴。 洞穴之后逐渐变成石拱门，坍
蹋后石头堆叠至 45 公尺高，与海岸隔绝。最后我们将在洛
克亚德峡谷 (Loch Ard Gorge)看日落。洛克亚德峡谷又称
为六合谷，曾有一艘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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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坟墓
并将这个地方命名为 Loch Ard。洛克亚德峡谷距离十二门
徒岩只有约 2 公里，在这裡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峡谷的岩石
景观，并可以顺著峡谷阶梯到海边，漫步赏景。

大洋路一日游D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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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送机Day 6

行程描述部分只是为了方便客人熟悉线路的需求，实际团队出发集合地点是悉尼国际机场，解散地点是墨尔本国际机场，行程报价
不包含至澳洲及机场的交通，亦不构成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如果客人需要我方代订机票，我方可以提供协助；但此类航空产品并非“
由我方销售”，因此亦不承担任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责任。请客人详细阅读。

* * * * * * * * * *旅行注意事项

售价：
12岁以上成人       2人成行$3499/人起； 4人成行$2499/人起； 6人起 $2199/人起；双人间或三人间标准
2-11岁小童            占床：与大人同价（酒店规定6岁以上必须算占床），不占床：85折
2岁以下不占床     均价：$1800起，婴儿只占座位及儿童座椅不享受其他服务。
单人房                   需缴纳共$500的单房差。
定金                      总费用的60%，余款需在出发15天以前付清；逾期未缴费用，视作
                               定位作废。定金不退、不换以及不得转让他人。
小费                       费用已包含小费
*备注                     *此行程需二次确认，不同日期价格会有浮动，节假日差价可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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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旅行注意事项

酒店安排：

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酒店，但保证同级或以上标准。当地住宿设施有限，客人不可以因此极为罕见的情形为由投诉。房间可以2大2小，但2小必须

不占床。三人间：三人间默认为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或行军床。如果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事先声明，出发前公司会尽力确认；如果酒店难以确认时

，客人可以选择更换房型并补交费用。

自费说明：

自费项目只是列出可供选择的项目，不是指客人有时间完成全部自选，客人需根据时间自行取舍。

自费项目费用为第三方费用。书写时以上信息正确。价格有可能被供应商更改，请购买时自行上网查询，我方不负责任。

购买自选项目时请注意，有可能会发生额外的交通费、预订费、信用卡手续费以及停车费等费用，请在付款前仔细询问清楚。

自费自选项目的合同人是顾客和第三方供应商，合同的价格，条款等不受我方约束，请仔细阅读第三方的文件后再谨慎签字。

请您在选择参加自费项目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后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字确认后交给导游，以保证您的合法权益。

其他自费项目请自行斟酌。游客如果希望参加行程中未列的自费项目，请游客务必在自费同意书上签字；一旦发生纠纷，您所保留的签字文件将

被作为调解的依据，以便您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费用包含：

1. 交通：全程空调旅游巴士，以8座奔驰为准；

2. 导游：当地中文导游，及导游小费

3. 餐食：行程所列的餐食；

4. 住宿：行程中所列住宿；

5. 景点：行程所列各景点常规门票（自由活动除外）

费不用包含：

1. 签证费用 ；

2. 旅游保险 ；

3. 非人力因素（如因天气、路况、酒店等特殊情况）而导致的额外费用

4. 不含自费项目：

5. 一切个人消费及费用包含中未提及的任何费用。

无购物保证：
全程没有任何带有回扣性的商店、礼品店购物！不会因为软性或者硬性的购物耽误任何行程。自由活动时客人自行购物被视作个人行为，与我方无关
。

退款与更改：
出团前15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3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定金；出团前15个工作日内取消，恕不退款。报名后不可更改和转让.

签证：
万国自营团会协助办理签证。预定报名后，若非政策原因，申请旅游签证被拒签，恕不退还订金（以退改条款为准）。报名前请自行查看是否符合签
证申请标准。

保险：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非预期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如额外的交通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客人如自愿放弃购买旅游
保险，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

如果遇到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无法旅游，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尚未使用旅游景点门票。其他项目按照供应商
的政策执行。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旅游，一律不退款。

万国旅行社只提供文字中所列的服务项目及相关事项的有限责任，不承担与此文字描述之外的责任，如人情方面的，客人个人方面的，不可预见性的
突发事件，和法律或者刑事方面相关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等一切责任。

以上所有的价格NZD或$等标注均为新西兰元。

以上所有条件和限制和行程描述都是依据新西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并接受新西兰法律约束和保护。以上所有文字、图片、标志、图标均为万国
旅行社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客人/委托人 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