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殿堂·墨尔本塔斯马尼亚 7 日纯玩游
线路：墨尔本入境 － 墨尔本 － 霍巴特 － 霍巴特出境（团号：ＭＲＴ）

行程安排特色：

月份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澳大利亚联邦第二大城市，澳洲文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胜名的文化名城；
城市环境非常优雅，曾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企鹅岛】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企鹅观赏之地，是澳洲最知名的领域，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企鹅保护区域，很
多企鹅都在这里产卵，也是世界上科学家研究企鹅的地方，拥有很多科研成果。
【大洋路】是为纪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修建的，参与建设的人也包括许多参战老兵，共有 ３０００ 余工人为此付出了
艰辛的汗水。这条路于 １９１９ 年开始动工，１９３２ 年全线贯通。
塔斯马尼亚：位于澳大利亚的南面，那里是 " 世界的尽头 "，大自然主宰着一切。从上方看，塔斯马尼亚岛是一个心型的小岛，
他就像心脏一样，被称为“世界的心脏”。
【阿瑟港】１００ 多年前大英帝国时代的阿瑟港，是个令坏人闻之丧胆的监狱港，如今却是旅游胜地，几乎每个去塔斯马尼亚
旅行的游客，都会专程到访阿瑟港。澳大利亚人很注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过去，他们将从前囚禁犯人的地方改建成博物馆，
供人参观，其中最具规模的，便是位于塔斯马尼亚州的阿瑟港。
【酒杯湾】是世界十大最美丽的海湾之一，是塔斯马尼亚岛上最受游客和当地人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她俯瞰水晶般剔透的
大蚝湾 （Ｇｒｅａｔ Ｏｙｓｔｅｒ Ｂａｙ），是游泳、潜水、橡皮艇、划船和钓鱼爱好者的天堂。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墨尔本：４ ☆ ＭＥＲＣＵＲＥ ＴＨＥＲＲＹ／ＭＥＲＣＵＲ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ｓｉｍｉｌａｒ
霍巴特：４ ☆ Ｂｅｓ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ｏｂａｒｔ／ｉｂｉｓ Ｓｔｙｌｅｓ Ｈｏｂａｒｔ／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ＡＹ１ 墨尔本入境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Ｘ
Ｂ／Ｘ／Ｘ

早餐后乘车前往帕芬 ． 比利蒸汽小火车。帕芬 ． 比利蒸汽小火车是澳大利亚历史最古老的蒸汽火车之一 ， 在墨尔本东部 ４２ 公里处。
游客可以在此乘坐小火车，穿梭在翠绿的丹迪农山脉，体验澳大利亚的自然生态。活动时间：４５ 分钟停留鹦鹉园，自费购买食物喂
鹦鹉。并在当地餐厅自费享用午餐。在路上游客可以选择先去游览野生动物园（成人 ￥２０ 儿童 ￥１５），观看袋鼠，考拉等澳洲独有
的动物。在这里，你可以亲自喂食袋鼠，鹦鹉，近观考拉的真实动态，还可以见到频临绝种的塔斯马尼亚魔鬼，真正了解澳洲的动物。
随后前往菲利普岛，位于墨尔本东南 １２８ 公里处，也被称作“企鹅岛”。在岛上我们有机会拜访巧克力工厂。菲利普岛巧克力工厂，
是菲利普岛上最具甜美诱惑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家巧克力商铺，更是一个集快乐、趣味、美食为一体的巧克力乐园（成人 ￥１７ 儿
童 ￥１１）。行程的最后是观看企鹅归巢。企鹅岛以神仙小企鹅闻名于世，在岛西南面的萨摩兰海滩，栖息着许多世界上最小，身高
大约 ３０ 厘米的神仙小企鹅。但是为了保护企鹅的栖息，自然公园每年只能容纳 ５０ 万人前来参观。企鹅岛自然生态保护区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野生企鹅保护基地。在这里有大批的野生动物专家从事企鹅的研究和保护工作，现在栖息在菲利普岛有超过 ３ 万多只企鹅。
Ｖｉｓｉｔ：Ｐｕｆｆｉｎ Ｂｉｌｌｙ Ｓｔｅａｍ Ｔｒａｉｎ、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ａｒｋ（ＡＵＤ２０／ＡＵＤ１５）、Ｐｈｉｌｌｉｐ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ＵＤ１７／ＡＵＤ１１）、Ｐｅｎｇｕ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ＡＹ３ 墨尔本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Ｂ／Ｘ／Ｘ

早餐后出发前往大洋路，经过西门桥和安格利亚西 （Ａｎｇｌｅｓｅａ），到达灯塔，到达大洋路门牌，经过可爱小镇洛恩 （Ｌｏｒｎｅ），在肯内特
河停留，观看各种类型鹦鹉以及考拉，还可以喂食鹦鹉。到达呈半月形海湾的阿波罗湾 （Ａｐｏｌｌｏ Ｂａｙ），在此休息吃饭。饭后途径途径
吉普森台阶，前往最著名的景点十二门徒石。六合谷 （Ｌｏｒｄ Ａｒｄ Ｇｏｒｇｅ）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水冲刷出来的峡谷。
Ｖｉｓｉｔ：Ｗｅｓｔ Ｇａｔｅ 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ｇｌｅｓｅａ、Ｌｏｒｎｅ、Ａｐｏｌｌｏ Ｂａｙ、（Ｇｉｂｓｏｎ Ｓｔｅｐｓ、Ｔｗｅｌｖｅ Ａｐｏｓｔｌｅｓ、Ｌｏｒｄ Ａｒｄ Ｇｏｒｇｅ

ＤＡＹ４ 墨尔本 － 霍巴特（含机票费用）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Ｈｏｂａｒｔ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１０．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０５．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１１．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０６．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１２．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０７．

天天出发

２０２０． ０１．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０８．

天天出发

２０２０． ０２． 天天出发

２０１９． ０９．

天天出发

２０２０． ０３． 天天出发

请避开圣诞元旦（２０１９．１２．２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６）， 春节（２０２０．０１．１８－２０１９．０１．３１）

报名费（$）
成人
（１２ 周岁及以上 ）

０－１１ 周岁
（占床）

０－４ 周岁
（不占床不含早餐）

$1199

$1189

$799

额外接 ／ 送机

搭乘航班前往墨尔本机场（ＭＥＬ），专人接机（只限墨尔本机场）送往酒店休息，当天自由活动，不含其他项目。（正常接机时间
８ＡＭ－８ＰＭ，其他时间抵达 ，２－３ 人需另付：ＵＳＤ７０／ 车 ／ 次）

ＤＡＹ２ 墨尔本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月份

２０１９． ０４．

Ｂ／Ｘ／Ｘ

２ 人 ／ 趟（USD）

提前 ／ 延住酒店

$70

Ｂ／Ｘ／Ｘ

Ｂ／Ｘ／Ｘ

塔斯马尼亚东海岸是一个梦幻世界，蓝天、白云、彩色的海水和多彩的礁石将塔斯马尼亚东海岸点缀得一个五彩缤纷，而酒杯湾则是
塔斯马尼亚东海岸一颗耀眼的明珠。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十大海湾之一。 酒杯湾在 １９９９ 年由 美国旅游杂志《Ｏｕｔｓｉｄｅ》投选酒杯湾为
世界十大海滩之一，评论如此描述：“沙滩与塔斯马海形成轮廓分明的半月形状，犹如‘祝君愉快’扣针纽上的笑脸一般……” 。但
是酒杯湾坐落在群山之中，美丽不外露，游客们必须登高，花费一番力气之后才能领略到她的美丽。 早上途中停歇 ＫＡＴＥ 浆果农庄（季
节性景点），品尝独特的果酱和各式各样冰淇淋。沿途停歇滨海小镇斯旺西小镇，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欣赏塔斯马尼亚东海岸的美景。
Ｖｉｓｉｔ：Ｗｉｎｅｇｌａｓｓ Ｂａｙ、Ｋａｔｅ Ｂｅｒｒｙ Ｆａｒｍ、Ｓｗａｎｓｅａ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ＤＡＹ７ 霍巴特出境 Ｈｏｂａｒｔ

Ｂ／Ｘ／Ｘ

前往塔斯马尼亚第一大城市－霍巴特的皇家植物园散步赏花，欣赏花团锦簇的美丽景致。之后沿风景秀丽的德文特河逆流而上， 途径
数不清的果园、牧场和啤酒花农场， 前往塔斯马尼亚最老的自然保护区费尔德山。漫步世上少有的温带雨林，并参观著名的罗素瀑布
和马蹄瀑布。罗素瀑布呈三级，在郁郁葱葱的草木映衬下显得错落有致、格外优雅。最后还将根据客人的要求选择性前往生蚝养殖场
或鲍鱼加工厂。（鲍鱼品尝费 ￥１０／ 人）。（ 请订 ８：００ｐｍ 以后航班 ）
Ｖｉｓｉｔ：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Ｆｅ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ｕｓｓｅｌｌ Ｆａｌｌｓ、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Ｆａｌｌｓ、Ｏｙｓｔｅｒ Ｆａｒｍ／Ａｂａｌｏｎ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
以上部分景点及自费项目门票未含或未列出，价格请参考行程内所列门票费用或以当地导游落实为准（货币单位为澳币）
Ｄ０７ 霍巴特行程结束后，延伸游推荐（可自行选择增加）：
Ａ：飞往悉尼，可拼接悉尼 ４ 日游，团号 ＳＹＤ（不含霍巴特 ／ 悉尼飞机票费用）
Ｂ：飞往悉尼，可拼接悉尼 ＋ 凯恩斯配套产品，团号 ＳＹＫ（不含霍巴特 ／ 悉尼飞机票费用）
另有，悉尼 ＋ 黄金海岸配套产品，团号 ＳＹＨ（含悉尼 ／ 黄金海岸单程飞机票）；

双人间 ／ 夜（USD）

１． 报名费已含墨尔本 － 霍巴特单程机票，请客人于报名时主动向
代理提供最新护照或者证件 ＣＯＰＹ，我司会以客人提供的版本
为准出票；如由于个人原因未及时提供或者通知变更，则后果
自理。
１． 团费 ＝ 报名费 ＋ 服务费；报名费于报名时支付，服务费（每人
每天需现付当地导游和司机 ５ 澳币小费）于参团时现付导游（这
两项为团费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足额支付）。
服务费含导游、司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２． 以上纯玩线路不限国籍，不限华裔或者非华裔，包括亚洲及中
国内宾均可参加，保证质量，但仅提供中文导游。
３．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ＵＳＤ１００／ 人 ／ 天脱
团费用，其他费用不退。
４．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５． 如因天气或景区关闭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无法游览我社有权根
据行程更换景点。
６． 导游在接团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行程内容的先后。
７．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
需提前通知。

早上后前往塔斯曼半岛的海盗湾和阿瑟港。阿瑟港曾是殖民地时代流放罪犯的遗址， 南半球最大的监狱，如今却是塔斯马尼亚最著名
的旅游景点和澳大利亚最美丽的海港之一。几乎每个去塔斯马尼亚的游客，都会专程到访阿瑟港。塔斯曼半岛还是自费（视季节）品
尝当地价廉物美的海鲜的好地方。除了参观阿瑟港之外，还会参观塔斯曼半岛的四大自然奇观：喷水洞，塔斯曼拱门，棋盘道和魔鬼
厨房。景区游览中还将包含 ３０ 分钟的海上游艇环游。返程途中经过塔斯马尼亚蜂蜜工厂，可以自行参观采购带回。
Ｖｉｓｉｔ：Ｐｉｒａｔｅ Ｂａｙ、Ｐｏｒｔ Ａｒｔｈｕｒ、ｂｌｏｗ ｈｏｌｅ、Ｔａｓｍａｎ Ａｒｃｈ、Ｃｈｅｓｓｂｏａｒｄ、Ｄｅｖｉｌ＇ｓ Ｋｉｔｃｈｅｎ、Ｈｏｎ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ＤＡＹ６ 霍巴特 Ｈｏｂａｒｔ

$400

$220

酒店早餐后，乘机前往霍巴特（ＨＢＡ），接机后游览霍巴特市区，参观塔斯博物馆（星期一休馆）一探人类已开始最早探索南极的大本营。
之后前往萨拉曼卡广场，每周六早上开放的萨拉曼卡市集（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 Ｍａｒｋｅｔ）是当地最大的市集，汇集了种类繁多的手工艺品和表演
艺术。午餐后，我们将登上海拔 １２７０ 米的，洲真正“一览众山小”的南天第一峰惠灵顿山，这里是俯瞰霍巴特城市全貌和一望无际的
大海的绝佳位置，也是习近平主席曾到过的地方。接下里我们游览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啤酒厂，在这里您将有机会品尝不同口味的澳洲啤酒。
下午我们参观澳洲保留最完善的古老小镇里奇蒙，有澳洲最古老的石拱桥和罗马天主教堂，是体会澳洲时光倒流 １８０ 年的好去处。
Ｖｉｓｉｔ：Ｔａｓ Ｍｕｓｅｕｍ、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 Ｓｑｕａｒｅ、Ｍｏｕｎｔ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Ｂｒｅｗｅｒｙ、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Ｔｏｗｎ

ＤＡＹ５ 霍巴特 Ｈｏｂａｒｔ

单间差
（$）

特约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