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恩斯 / 蜥蜴岛 
海陆空     日豪华游 1120

VIP小团

霸气出行
凯恩斯观光机双飞蜥蜴岛
体验最美大堡礁

第一天   接机/市区观光

中文司机导游机场接机。根据当天的航班和参团情况导游安排市区
观光时间，并在确定时间带客人前往市区游览。观光内容包括凯恩
斯热带植物园(Flecker Botanic Garden)，这里汇集了澳洲本土
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热带植物，是澳洲热带植物最齐全的植物园；巴
伦峡谷国家公园(Barren Gorge National Park)，欣赏茂密的雨
林、崎岖的山脉、以及在山涧间湍湍奔腾的巴伦河；凯恩斯市区，
游览商业街、游船码头、市中心的礁湖(Lagoon)等地。随后前往
信息中心，由专人对行程做介绍。结束后送客人回酒店休息(观光
时间3-4小时)。
备注：市区观光通常安排在下午2点钟之前。如果客人到达后不直
接做市区观光，导游会将客人送到酒店在大堂休息，再于约定时间
接客人做市区观光。2点之后到达的客人不再安排市区游。导游接
机后带客人前往码头查看登船地点后直接送酒店。

第二天  凯恩斯/蜥蜴岛观光机飞去飞回

蜥蜴岛是大堡礁最北端的一个小岛在凯恩斯西北部约132海里处。
这里有23处白沙滩，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海滩，还有最纯净的大
堡礁群。对于到澳大利亚观赏大堡礁的游客而言，没有任何一处礁
群能和蜥蜴岛的媲美。
专车到酒店接客人到凯恩斯国际机场，乘坐观光飞机8点钟出发飞
往蜥蜴岛，飞行时间45分钟。飞机上所有游客都会被安排至靠窗
的座位，以便俯瞰沿途的景致。观光机将飞过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保护的热带雨林和大堡礁国家公园，低空飞行使您近距离领略沿途
美景，包括约克角半岛、道格拉斯港、戴恩树峡谷、考验角、布鲁
姆菲尔德以及库克镇等澳洲北部地区。
到达蜥蜴岛后，游客在岛上6个小时，有充足的时间来游览探索这
个纯净自然的岛屿，小憩于白沙滩、徜徉于蓝色礁湖、漫步于丛林
栈道；更有趣的是，在导游的带领下到著名的礁群巨蛤花园(Clam 
Garden)浮潜，体验大堡礁的魅力。要知道蜥蜴岛的大堡礁距离
海滩只有30米，游客不用上下船或通过其他方式造访大堡礁。中
午时分在岛上的大树下享用自助午餐，还有鲜虾品尝。下午3点左
右，游客乘观光飞机返回凯恩斯。同样低空飞行但选择不同的飞行
线路。这一次将带您穿过外堡礁，观赏沙洲、珊瑚礁岛、以及不同
的珊瑚礁群，欣赏多姿多彩、斑斓壮阔的海中美景。到达凯恩斯机
场后，专车送游客回酒店。

第三天    热带雨林/土著文化/库连达镇一日游

酒店早餐后，9:00-9:30am中文司机导游由酒店接客人前往
由澳洲政府经营管理、展示澳洲真正土著文化及遗产的查普凯
土著文化园(Tjapukai Aboriginal Park)。在文化园中聆听
正宗的吹奏滴箸丽表演、在剧场内欣赏精彩的土著舞蹈、岛民
舞蹈以及原始的钻木取火、“传统营地”中亲自试投土著人传
统的回力镖和飞镖。之后前往热带雨林(The Rainforesta-
tion Nature Park)，乘坐独特的水陆两用车深入雨林观看古
老动植物。午后乘车前往古老的库连达镇(Kuranda Village)
可在镇上享用午餐（自理），参观饶有趣味的跳蚤市场和商业
街。下午可自费乘坐全长7.5公里的雨林空中缆车（Skyrail 
成人$50；儿童（4-14岁）$25）观赏热带雨林和巴伦峡谷
及瀑布的壮丽景观。导游在缆车终点站接客人并送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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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旅游资讯 只需扫一扫

团费：
3.5星酒店： 成人$1120  儿童（4-14岁）$820 
儿童3岁以下：$120 （飞蜥蜴岛的飞机需要坐在父母膝盖上，提供特别安全带）
4星酒店：成人$1180  儿童（4-14岁）$880
儿童3岁以下：$120 （飞蜥蜴岛的飞机需要坐在父母膝盖上，提供特别安全带）

收费包括：

** 第一和第三天中文司机兼导游（注：第二天为英文导游）
** 凯恩斯至蜥蜴岛双飞机票、蜥蜴岛国家公园门票、自助午餐、浮潜用具、防蜇服
** 普凯土著文化园、热带雨林公园、水陆两用车
** 凯恩斯3星或4星酒店含早餐
收费不包括：
**导游小费（建议每人每天5澳币）
**行程中没有提及或指明为自理的餐食及景点

注意事项：

1）蜥蜴岛行程，请客人自备矿泉水、零食、防晒霜、泳衣泳裤等，岛上没有商店。
2）如果由于天气、飞机机械原因或其他任何本旅行社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引起的蜥蜴岛双飞行程取消，本旅行社在经过客人同意后会将行程
换成飞机往返其他大堡礁，或换成乘船游览大堡礁的行程。飞机公司通常会提前24小时通知本社。

宏城
独家

团费必须在出发之前付清，方可保留位置，否则将视为自动弃权。使用信用卡付费，需加手续费。以
上参团价格包括GST消费税，不含个人消费，餐费及每人$5导游小费。在出发前10天之内取消行程，
不予退款，不得转替。旅游车型以参团人数决定，常规旅游车为7至57座旅游巴士不等。团多为中文司
机兼导游。为保障其他乘客利益，请准时抵达出发地，愈时不侯并将视作弃权，不予退款，不予改期
。本公司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如在行程中由于旅游车误时，机械故障，天气因素等不可抗力影响
下造成的任何伤亡性意外事件，而令行程更改或者损失，本公司一概不负责不予赔偿。本公司保留修
改行程，取消或替换旅游项目，缩短或者延长旅程的权利。
Your seat is secured only when a full payment has been made. Your booking would be 
cancelled if we didn’t receive the balance before the departure day. Changing the date of 
the day tour, must be conducted 10 days prior the departure (conditions apply). The tour fee 
is not refundable and not transferable in any circumstances. The price includes GST, Excludes 
personal expenses, dinning expenses, travel insurance and the tips $5 per person for the tour 
guide. Additional 2.5% surcharge applies to all payment by Credit Cards. The tour guide usually 
speaks Mandarin or Cantonese Chinese. The size of vehicle will depend on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varying from 7 to 57 seats. Please arrive at the pickup point on time. Our tours will 
departure without late passengers and there will be no refund for them. Our company strongly 
recommends purchasing travel insurance. We make all arrangements for the tours upon the 
express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e reliable for any injury, damage, loss, accident, delay or 
any irregularity, which may be occasioned either by reason or of any defect in any vehicle, 
vessel or aircraft, or through the acts of default of any company or person engaged in convey-
ing the passengers, any carrying out of arrangements of the tours. Grandcity keeps the right to 
alter the itinerary without notice.

参 团 条 件 限 制

您的旅游顾问/旅游中介

宏城才是您最信赖的选择，
我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与合作

更多精彩更多优惠，请咨询我们专业的旅游顾问

＊条件限制   宏城旅游拥有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