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旅行※嗨翻天】
玩转布里斯本黄金海岸 6 天半自由行
电影世界，海洋世界，天堂农庄，狂野水世界，直升飞机

价目表：
成人
￥7699

12 岁以下小童

单人房附

小童占床

小童不占床

加费

￥7699

￥7699

￥ 2200

咨询请拨打 0755-25858661

微信请加 ：Enjoyeasytrip

出发日期：
2 月 21 日
3月7日
3 月 21 日

行程特点：
※海南航空，家门口出行，方便；
※一站式套票服务，简单；

4 月 18 日
※自由安排行程，自由；
※四大乐园、直升机，High fun
这个假期，带上家人，出发！

具体行程参考如下：
Day1：深圳 飞机(约 9 小时)布里斯本 参考航班:HU411
2235/0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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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市
布里斯本。(时差:比中国快 2 小时)
住宿：飞机上
早：X

午：X 晚：飞机上

…………………………………………………………………………………………………………………………………………………….........
Day 2：布里斯本 自行前往（约 1 小时）黄金海岸
早上抵达布里斯本，办理入境手续后(温馨提示:澳洲酒店下午 2 点后才能办理入住手续)，自行前往布里斯本市
区观光：游览南岸公园（约 30 分钟）
、袋鼠匣。后自行前往黄金海岸酒店办理入住，若有时间，可自行前往冲
浪者天堂：澳洲著名的冲浪圣地，一眼望去无尽的海滩，湛蓝清澈的海水，是十分受澳洲本地人喜爱的度假胜
地。
住宿：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四星级住宿
早：飞机上 午：自理 晚：自理

…………………………………………………………………………………………………………………………………………………………
Day 3：黄金海岸
早上自行前往电影世界，体验新奇有趣的历险，观赏四维立体电影，飞车特技表演，激流探险，卡通人物大游
行等项目。后自行于园内搭乘免费接驳巴士前往著名的天堂农庄，可自费亲手抱考拉照相，参观制作比利茶，
原始烤面包，马术，回力标，牧羊犬赶羊，挤牛奶及剪羊毛等表演。
游玩小 tips：
1、具体游玩攻略见附件。
2、前往景区的 shutter bus 可根据个人行程安排提前一天于酒店前台自行预订，往返大约$22-$25/人，费用
自理。
3、预订往返 shutter bus 的客人，早上酒店固定时间上车，同时跟司机落实回程时间点及地点。（时刻表请
见附件）
4、电影世界和天堂农庄之间约 20 分钟步行的距离。电影世界到天堂农庄有一趟免费单程摆渡车，出发时间为
每日 13:40；天堂农庄到电影世界有一趟免费摆渡车，出发时间为每日 12:30，敬请悉知，以免错过时间。
住宿：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四星级住宿
早：酒店自助 午：自理 晚：自理
………………………………………………………………………………………………………………………………………………................
Day 4：黄金海岸
早上自行前往海洋世界游玩，观赏海豚表演，参观鲨鱼馆，北极熊馆及各项游乐项目。并于此搭乘直升飞机观
光（5 分钟）。
游玩小 tips：同上
住宿：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四星级住宿
早：自理 午：自理 晚：自理
…………………………………………………………………………………………………………………………………………………………………..

Day 5：黄金海岸
早上自行前往狂野水世界水上主题公园 ，您可体验挑战新颖的循环多滑水道 AQUALOOP 等。另大家可
根据个人行程安排，自由感受澳洲的城市风光，人文风情，也可以自由的逛街购买自己喜好的手信。
达人推荐：

【奥特莱斯】
地址：黄金海岸海港城
这里有八十多家零售店，包罗各式时装不论是连锁店品
牌或是设计师作品，还有家庭用品、电器、体育用品等
等，让您尽享购物的乐趣。
【太平洋购物中心】
地址：黄金海岸宽阔海滩林荫大道
这里是黄金海岸最有名的一个综合性购物场所，坐落在
布罗德海滩，从黄金海岸市中心坐 15 分钟的出租车即
可到达。购物中心内有 300 多家店铺，以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为主。当然，还有一些澳大利亚的时尚品牌店。
商场内还有 12 间电影院，购物之余可以来观看最新的电影。
【码头购物中心】
地址：黄金海岸主滩海洋世界 74 号
码头购物中心是一家以餐饮和商店为主的购物中心，码头购物中心的旁边分别是美丽的范思哲宫殿和喜来登
饭店，营业时间从上午 10:00 到晚上 6:00。这里虽然没有冲浪者天堂那么繁华，但是优雅的购物氛围使得整
个购物中心脱引而出。购物中心拥有 70 多家精品店，以国际知名品牌为主，咖啡和餐厅也非常雅致高端。
住宿：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四星级住宿
早：自理 午：自理 晚：自理
………………………………………………………………………………………………………………………………………………….............
Day 6：黄金海岸 自行前往（约 1 小时）布里斯本 飞机（约 9 小时）深圳 参考航班：HU412 1130/1840
早上可自行前往布里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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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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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 4 晚四星级住宿 (以两人一房为标准)；
行程内所列的景点门票: 天堂农庄+电影世界+海洋世界+狂野水世界+直升飞机，为景点套票，取消任
意一个或多个景点视为自愿放弃，无费用可退。
澳大利亚个人旅游签证费；

费用不含
行程内的标明自理的正餐；
全程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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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黄金海岸 4 大主题乐园+直升飞机游玩攻略

一、景点简介

2)推荐娱乐项目：

1、电影世界（开放时间：09:30-17:00）
：

a.致命武器
b.史瑞克 4D 电影院
c.花车游行（在主干道上，一定要提前占好位子）
d.飞车特技表演（可以看到电影熟悉的镜头在眼
前呈现）
e.儿童天地里面的坐船旅程（类似 Disney 的小
熊维尼旅程）

华纳电影世界占地 415 英亩，是黄金海岸上一处
极有特色的主题乐园，以电影为主题，完整再现了《蝙
蝠侠》
、
《警察学校》等经典影片中的城市布景，对于
影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公园。

2、海洋世界
（开放时间：10:00-17:00，澳新军团日（4 月 25
日）开放时间为 13:30-17:00，圣诞节 12 月 25 日
不开放）：

园内有史瑞克 4D 电影、倒吊式云霄飞车、跳楼
机、激流勇进、鬼屋等，摄影棚内每天两场真人飞车
特技表演，充满了好莱坞式的惊险刺激。园内还有卡
通世界、彩车游行、明星大游行等适合儿童的活动项
目。此外，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过一把在着名电影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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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有各种电影和卡通角色可以
一起合照，旁边一般还有专业摄影师，游客可以排队
和他们合照(照片下午 16:00 以后在园内的照相馆可
以买到)，当然也可以自己拍啦。园内还有很多吃饭的
地方，而且相当有特色，比如蝙蝠侠汉堡。当然，排
队的人也很多。汉堡薯条可乐一份餐约 12-13 澳元。
1）主要表演：
史瑞克 4D 体验：以当天为准
好莱坞特技驾驶：11:00 和 13:50
西镇秀：12:00
蝙蝠侠--高谭市的阴影：13:00
SCOOBY--DOO 的发现：14:40
全明星大游行：15:30

海洋世界位于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以北，从冲浪
者天堂自驾约需 15 分钟，距离布里斯班约 45 分钟。
海洋世界是黄金海岸三大主题乐园之一，有很多游乐
设施，还能看见好多的海洋生物，待一整天都不会腻，
非常适合带小孩去。公园非常大，就建在海边，里面
的水都是引进来的海水。
这是澳大利亚唯一可让游客与海豚、鲨鱼、魟鱼、
北极熊、海狮、南极企鹅、神仙小企鹅及更多海洋生
物欢乐聚会的地方。进园有中文版的导游图，上面除
了绘制了园内各场馆的地图，还清楚地标明了主要表
演项目的时间，对进行游园安排很有帮助。
作为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海洋公园，海洋世界是

华纳威秀主题公园集团旗下历史最悠久的景点。与一

选其中一个时段即可）：

般的海洋公园一样，黄金海岸的海洋世界分几大块区

时段一

域，包括崭新的企鹅馆、北极熊海岸和鲨鱼湾等特色

09:30 - 10:30 观看考拉、袋鼠和小动物

场馆。北极熊海岸区里有许多只成年的北极熊，游客

09:45 - 10:30 喂小动物, 还有机会考拉照相

可以通过水下玻璃窗口，欣赏到北极熊在水下优雅的

10:30 - 11:00 品尝比利茶, 观看马术表演

泳姿，和嬉闹的憨态，同时这里有对北极熊习性的详

11:00 - 11:30 观看甩马鞭、扔回力标表演、牧

细介绍。

羊犬表演

1）主要项目：

11:30 - 12:00 观看剪羊毛表演

海豚表演：10:15 和 14:30

时段二

企鹅喂食：10:45 和 15:00

11:45 - 12:30 观看考拉、袋鼠和小动物

海狮表演：11:15 和 14:30

11:45 - 12:30 喂食小动物, 还有机会和考拉照

2）推荐体验：

相

a.海豚表演

12:30 - 13:00 观看剪羊毛表演

b.北极熊海岸

14:00 - 14:30 品尝比利茶、观看马术表演

c.探索鲨鱼湾

14:30 - 15:00 观看甩马鞭,、扔回力标表演 、

d.终极飞车

牧羊犬表演

e.欣赏金海豹冒险剧场海狮表演

时段三

3、天堂农庄（开放时间：09:30-16:30）
：

14:15 - 15:00 观看考拉、袋鼠和小动物
14:15 - 15:00 喂食小动物, 还有机会和考拉照
相
15:00 - 15:30 观看剪羊毛表演
15:30 - 16:00 品尝比利茶、观看马术表演
16:00 - 16:30 观看甩马鞭,、扔回力标表演、牧
羊犬表演
2）推荐项目：
a.骑马、牧羊犬表演：在这里你所体验的是真实

天堂农庄占地 12 公顷，是一座用来表演的畜牧
场。在这里可以观看牧羊犬赶羊、剪羊毛、挤羊奶、
澳洲飞镖表演等，给袋鼠喂食，抱考拉照相。此外还
可以享受美味的澳式烧烤，享受美妙的乡村音乐。
1）天堂村的表演时间是 9：30、11：45、13：45，
入园后可以索取到游客指南。（不同时段内容相同，

的澳大利亚农场生活，尤其是可以看到农夫和牧羊犬
是如何驾驽和控制羊群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到他们
表演投掷回力标和甩马鞭等。
b.挤牛奶：为母牛挤最新鲜的牛奶，在澳洲农庄
是每天固定工作，这里让游客自己动手挤，也有些意
思。不过这些都是一般的项目。

c.剪羊毛：观赏最具经验的牧场工人表演减羊毛

1）5 个必玩的项目

和绵羊大展，这是天堂农庄的招牌表演之一。在剪羊

a 挑战新颖的循环多滑水道 AQUALOOP

毛的过程中，剪羊毛的人还会请游客现场体会剪羊毛

b 令人兴奋，有失重感的“神风特攻队”滑水道

的乐趣。

c 漂浮在 Calypso 海滩的水面上

d.袋鼠和考拉：在这里还能看到袋鼠和考拉。这
两种动物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的“国宝”。游客可以在

d 马赫 5 号超长滑水道
e 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的驭浪者水上飞车

袋鼠生活的灌木丛附近亲手喂食袋鼠，并且在考拉村， 2)适合全家的游乐设施
还可以怀抱澳大利亚最可爱的动物—考拉付费拍照。

Calypso 沙滩、巨浪池、超级 8 号赛池、快速急流、
旋涡温泉池、海盗湾、长毛象瀑布、激浪水山

4、狂野水世界

3)紧张刺激的项目

（开放时间：10:00-17:00(澳新军团日 4 月 25
日，圣诞节 12 月 25 日关闭）
：

新颖的循环多滑水道 AQUALOOP、疯狂“龙卷风”

狂野水世界（Wet n Wild Water World） 是澳大利

滑水道、黑洞、马赫 5 号超长滑水道、
“神风特攻队”

亚最大最好玩的水上乐园，坐落于 16.6 公顷（41 英

滑水道、驭浪者水上飞车、漂浮水上飞车

亩）郁郁葱葱的亚热带花园中。凭借黄金海岸美丽的

5、独家直升飞机升空体验：

气候，成为独一无二的家庭度假胜地。在狂野水世界
里，追求紧张刺激的你，还可以前往 H20 终极地带
挑战更疯狂的活动项目，或是从深不见底的黑洞滑水
道一跃而下。至于喜欢放慢脚步、享受假期的人，不
妨在 Calypso 海滩这个热带天堂享受漂浮水上的轻
松感，或是前往巨浪池消磨休闲时光。每年 11 月至
来年 1 月间，你可以在巨浪池欣赏露天放映的水上电
影，天气较冷的季节，欢迎您到漩涡温泉池享受露天
温泉带给你的无限乐趣。

黄金海岸直升飞机游及其队直升机向公司和私

狂野水世界->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人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航空游行方式，所有飞行均直

13:00

15:15

接从黄金海岸市中心的直升机场出发。一支经验丰富

电影世界 ->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的飞行团队和地勤人员操作各种豪华直升机，能满足

12:55

您所有的航空需求。例如租飞机，机场接送，空中拍

天堂农庄 ->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摄和消防跳伞或观光此片区域，海滩和旅游景点，黄

13:00

15:15

17:15
17:15

15:10

金海岸直升飞机游是很多公司和政府最佳的选择。操
作观光飞机的机师有着至少 20 多年在黄金海岸飞行
的历史，而且他们也保证了 100%的无任何安全事故

三、景点游玩推荐顺序
天堂农庄跟电影世界 10 分钟的车程，步行 20

的记录 helitours 提供了黄金海岸区域的观光飞行。

分钟。两 园之间可以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园区内有

我们的豪华直升机将带领你穿过风景如画的河流，绵

乘坐的时间段，为了更好的享受游玩过程一般建议是

延的群山，当然，金色的海滩，和世界闻名的黄金海

1 天游玩这 2 个景点。

岸线。海洋世界观景直升飞机，一个最好的俘获黄金
海岸高空观景的最好方式。

海洋世界到狂野水世界 20 公里，在 sea world
resort 酒店可安排 shuttle bus , 20 澳元/人。
四、客人是否需要换票？在哪里换票？

二、交通

答：需要换票，可以在任意的售票处一次性取所有的

（shuttle bus，参考费用$22/人，费用自理，时间

景点票，遗失票当作废处理。

仅供参考，具体时间请跟酒店前台落实。)
1.去程：

五、换票需要凭什么证件或文件？

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电影世界

答：凭护照旅行社 voucher 于任意一个景点换取所有

09：15

门票。

10：45

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 天堂农庄
9：15

10：45

六、套票的使用期限？

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海洋世界

答：套票是预定后 2 周内有效。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回

9：15

国前任意时段去游玩。

10：45

2、回程：
海洋世界南门 ->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七、直升机乘坐日期时间有没有限制？

13:45 15:45 16:50

答： 将会落实具体乘坐的日期时间，如果不能如期

海洋世界北门 ->黄金海岸市区酒店

到达景点，请您必须提前 72 小时更改游玩时间，过

16:15

期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