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旅行】澳大利亚凯恩斯 6 天自由行
价目表：
成人
￥4666

12 岁以下小童

单人房附

大小同价

加费

￥4666

咨询请拨打 0755-25858661

出发日期：
1 月 23 日
2 月 27 日
3 月 13 日
3 月 27 日

￥4666

不含住宿

微信请加 ：Enjoyeasytrip

行程特点：
※海南航空，家门口出行，方便；
※自由安排行程，自由；
※达人推荐当地活动，省心

具体行程参考如下：
Day1： 深圳 飞机(约 8 小时)凯恩斯 参考航班:HU745 2305/0830+1
请各位贵宾自行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海南航空柜台前办理登机手续，后搭乘海南航空公司国际航班飞往澳大利
亚“热带首都”凯恩斯。(时差:比中国快 2 小时)
住宿：飞机上
早：X

午：X 晚：飞机上

…………………………………………………………………………………………………………………………………………………….........
Day 2：凯恩斯
早上抵达办理好入境手续后，自行前往凯恩斯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之后在凯恩斯自由活动。
温馨提示:澳洲酒店下午两点后方可入住。

住宿：自理
早：飞机上 午：自理 晚：自理
…………………………………………………………………………………………………………………………………………………………
Day 3：凯恩斯 船（约 45 分钟）绿岛 船（约 45 分钟）凯恩斯
绿岛全天游：（09：00-17：00 或 11：00-17：00）
08:15 自行凯恩斯游船码头办理登船手续 （08:00-08:45 都可以办理登船手续）
08:30 开始登船，登船后可享用免费提供茶水和咖啡
09:00 从凯恩斯出发前往绿岛
10:15 抵达绿岛后可自行参加各项活动，您将有 5 个小时在绿岛游玩时间，您可以选择在度假村商店购物或者
在沙滩上休息，还可以选择玻璃底船观看珊瑚和海底生物，或是选择浮潜观看珊瑚礁
11:30 于绿岛上享用自助午餐
15:45 离开绿岛返回凯恩斯
17:00 返回凯恩斯游船码头
住宿：自理
早：自理 午：澳式简餐 晚：自理
………………………………………………………………………………………………………………………………………………................
Day 4：凯恩斯
早餐后凯恩斯自由活动。
住宿：自理
早：自理 午：自理 晚：自理
…………………………………………………………………………………………………………………………………………………………………..

Day 5：凯恩斯
早餐后凯恩斯自由活动。
住宿：自理
早：自理 午：自理 晚：自理
………………………………………………………………………………………………………………………………………………….............
Day 6：凯恩斯 飞机（约 7 小时）深圳 参考航班：HU746 1030/1545

早上自行前往凯恩斯机场搭乘国际航班返回深圳，安抵深圳后，行程圆满结束！
住宿：无
（早：√

午：飞机上

晚：X）

…………………………………………………………………………………………………………………………………………………….........

凯恩斯自由活动达人推荐：

午晚餐自理（午餐若需在热带雨林公园安排 BBQ

【热带雨林一日游】


行程简介：

自助，仅需补 AUD25/成人；AUD15/儿童）

08:00 凯恩斯市区酒店等待接客巴士

抱考拉照相(约 20 澳币/位)

09:15 坐大巴穿过美丽的库兰达山脉到达热带雨

蝴蝶园门票(约 19.5 澳币/位）

林自然公园

保险及其它自费项目

10:15 抵达热带雨林公园，园内行程包括：
1) 导游带领穿越考拉野生动物公园，可自费抱考



游玩 tips：
0-2 岁婴儿免费

拉喂袋鼠

3-14 岁算儿童

2) 黄金时代走廊学习投掷回力镖

家庭套票包含：2 成人+2 儿童

3) 凯恩斯土著人的"Pamagirri"传统舞蹈表演
4) 水陆战车雨林探险
13:00 离开公园返回库兰达小镇。您也可以选择在

【跳伞】

库兰达热带雨林自然公园自费享用完午餐后再启



程
16:00 接您的巴士将在蝴蝶公园门外等您，带您返

场：跳伞前，教练会给您做安全知识解说以及相关

17:30 返回凯恩斯
参考价格：
AUD 89/成人，AUD 45/儿童，家庭套票
223/套


价格包含：

装备准备工作，不会英文的朋友不要紧张，会有中
AUD

文字幕的视频会给大家播放哦经过半小时的观光
飞行(跳伞福利哦)，飞机慢慢升空，透过透明的玻

热带雨林公园

璃，看着眼前的美景，绝对让你此生难忘，提示灯

水陆两用车（Amy Duck）

一亮，最后教练检查装备，强调注意事项，准备跳

考拉野生动物园(Koala and Wildlife Park)
凯恩斯市区往返酒店接送


凯恩斯：
跳伞公司约定的时间地点接您至凯恩斯的跳伞机

回酒店



行程简介：

价格不含：

伞。60 秒自由落体，肾上腺激素飙升，慢慢感觉
自己适应了空中的环境，体验自由飞翔的感觉，一

级棒哦！飞行结束后，教练会拉开降落滑翔伞，感

公司，可现金，可刷卡，暂不支持银联卡)

兴趣可以自己操控哦，慢慢漂浮在空中，回味一生

保险 (建议自行购买旅游保险)
自费提示：价格仅供参考，以当天现场购买价格为
准

一次的体验，最后降落草坪合影。

跳伞照片：89 澳币

美神海滩：

跳伞 DVD：119 澳币

美神滩 14,000 英尺的高空跳伞，100%降落海边白

电子版跳伞照片+DVD：129 澳币

色沙滩 60 秒自由落体时间，让您体验前所未有的

超重收费参考（现场支付）
：

刺激，挑战真正的极限运动专业教练全程陪伴，让

95kg-104.9kg 50 澳币/位

您放心享受这段美好又刺激的旅程

105kg-109.9kg 75 澳币/位



参考价格：待定

110kg 及以上体重的客人需要在凯恩斯跳伞现场



价格包含：

评估，费用现场评估后确认

凯恩斯市区酒店往返接送
14,000 英尺高空跳伞

保险及其它自费项目


专业高空跳伞基本装备
全程专业教练陪同跳伞

游玩日期前 3 天内，不做任何退改


14,000 英尺跳伞证书


价格不含：
强制税费：35 澳币/位 (参加行程时直接交给跳伞

退改条款：

游玩 tips：
12-18 岁人群单独参加跳伞，需签监护人同意证明

【热气球】


行程简介：
04:00-04:10 凯恩斯酒店出发（以供应商时间为准）
04:10-06:00 各酒店接客人后途经库兰达山脉前
往目的地
06:00-06:30 选择热气球起飞点（根据天气变化及
风向）
，同时热气球也一切就绪，准备出发

乘坐巴士追逐热气球(仅限 30 分钟热气球第二班
次的预定)
早班巴士返回凯恩斯(仅限 30 分钟热气球第一班
次的预定)
热气球飞行证书


价格不含：
热气球照片(参考费用 30 澳币/个 U 盘)

06:30-07:15 根据当天的游客数量，通常会有两班
热气球。乘坐快速班次的客人为第一批客人，第二

保险及其它自费项目


批客人会在陆地上追逐空中热气球的踪迹。首批客
人将有机会在空中看到日出。随着徐徐上升的热气

游玩日期前 3 天内，不做任何退改


球，瞭望美丽的亚瑟顿高原寻找野生动物及鸟类的

60 分钟热气球行程参考：60 分钟热气球可能会

原的野外山峦美景，清晰的大分水岭成为了隔开高

是两次 30 分钟热气球或是一次完整的 60 分钟飞

山与海岸的靓丽风景线。此时要记住微笑哦，我们

行，具体行程安排以飞行员的实际安排为准

的相机会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

08:15-08:30 结束飞行后返回凯恩斯
09:30-10:00 巴士回到凯恩斯，途经库兰达、缆车
站，您可继续一天中的下一个行程


30 分钟热气球参考价格：
AUD 260 /成人， AUD 200 /儿童



价格包含：
凯恩斯市区部分酒店往返接送
约 30 分钟热气球之旅
30 澳币飞行税费每人

游玩 tips:
最低年龄限制 4 岁

踪迹。微风轻拂、享受大自然的清新，一览无遗高

07:15-08:00 第二批客人登上热气球飞行

退改条款：

【全地形车体验+骑马体验一日游】


行程简介：
第一班：08：45-14：00 ；第二班： 10：45-16：
00
早上从酒店接客人前往场地（包含）
ATV 体验游（最低年龄要求为 12 岁）
戴头盔和安排 ATV，接着会有一个简短的安全解
说。简短的训练之后，会让游客有机会提高技巧
自己操作掌控四驱车 ；现场提供咖啡茶点
骑马体验游（最低年龄要求为 4 岁）
抵达马场，然后戴头盔和分配马，接着会有一个

简短的安全解说，行程从马场附近的丛林开始，一
路沿着步道，深入当地特色森林和热带丛林，感受



游玩日期前 3 天内，不做任何退改


游玩 tips：

自然生态的互动，沿途听着丛林鸟叫，和小动物的

骑马最低年龄要求为 4 岁，全地形车体验最低年

声音，好不惬意 ；现场提供咖啡、茶点等。

龄要求为 12 岁

下午结束活动送客人返回酒店（包含）

12-14 岁算儿童

参考价格：
AUD 210/成人， AUD 180/儿童



价格包含：
ATV 体验之旅
骑马体验之旅
酒店-活动集中点-酒店接送



价格不含：
午晚餐自理
保险及其它自费项目



退改条款：

---------------------------------此旅游行程及游览内容仅供报名时参考之用--------------------------------

费用包含
全程机票、机场税保安税及燃油附加费；
行程内所列的景点门票: 绿岛一日游（含午餐）
，取消景点视为自愿放弃，无费用可退。

费用不含
澳大利亚个人旅游签证费；
全程用车；
行程内的标明自理的正餐；
行程中个人消费产生的费用（如：洗衣、理发、电话、饮料、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
旅程中因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额外费用；
候机或转机时在机场内的餐食；
单人房附加费；
旅游意外险；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
费用包含未列明的其他费用

报名须知
此线路是自由行线路，2 人成行。
全程无领队，敬请悉知。
时差:比中国快 2 小时。
澳洲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澳洲当地行业参考标准。
品质团酒店多安排在市区，如遇当地旅游旺季、体育赛事、艺术节、国际会议和展览会期间，行程中的
酒店将有可能被安排在市郊，请理解包涵。
保险：该行程未含任何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我们建议您另行再自行购买适合自己的其他相关旅游保险。
例如：行李保险、人身财产保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