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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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eat O yster Bay)，是游泳、潜水、橡皮艇、划船和钓鱼爱好者的天堂！

霍  巴  特：4 ☆ Best W estern H obart/ibis Styles H obart/sim ilar
朗塞斯顿：4 ☆ Aspect Tam ar Valley Resort/sim ilar

线路：霍巴特入境 - 霍巴特 - 朗塞斯顿 - 霍巴特出境（团号：H BT）

搭乘航班前往霍巴特（H BA）（注：请定上午9：30 前抵达的航班），是澳大利亚第二古老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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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m anca M arket）是当地最大的市集。午餐后，我们将登上海拔 1270 米的惠灵顿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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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Tas M useum 、Salam anca Square、M ount W ellington、Brew ery、Richm ond To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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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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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y、Port A rthur、blow  hole、Tasm an A rch、Chessboard、D evil's Kitchen、H oney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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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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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neglass B ay、Kate B erry Farm 、Sw ansea Tow nship

摇篮山·圣佳尔湖国家公园是塔斯马尼亚荒原最典型的代表。早餐后前往摇篮山国家公园，随着崎岖蜿蜒的山脉，这里可
以看到冰川湖泊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漫步在原始森林，享受多芬 (D ove Lake)的洗礼，欣赏多芬湖 “潭面无风镜未磨”
宁静似画的美景。午餐后从摇篮山出发到壁画小镇谢菲尔德(Sheffield)。谢菲尔德坐落在塔斯马尼亚西北面的罗兰山(M ount 
R oland)山下，镇内壁画处处，疯狂的艺术家和专业的画家让全镇几乎没有半壁空白，这些壁画已成为小镇瑰宝。
Visit：Cradle M ountain N ational Park、D ove Lake、Sheffield Tow nship

朗塞斯顿是塔斯马尼亚第二大城市，他拥有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到处弥漫着历史的氛围。距离城市只有 15 分钟，便可到达
喀尔德奈特大峡谷保护区，可乘坐索道吊车（$15/人自理）饱览四面环山的峡谷。向北开车 10 分钟，就到达塔斯极具盛
名的酿酒窖塔玛河谷。前往 sw iss village 瑞士文化度假村，尽享欧洲小镇的风情。在 12 月到 1 月参观南半球最大的熏衣
草庄园－飘丝熏衣草庄园 ($20/人，自理 )可挑选熏衣草小熊和周边熏衣草产品。按季节，非熏衣草季节，会直接去到宫崎
骏笔下的 ross 小镇，之后参观澳洲第三古老的桥到罗斯面包店，自费享用刚出炉的美食。途径 Tam arhoon Lookout, 独特
的观景台欣赏整个朗塞斯顿的美景。
Visit：Cataract G orge R eserve、Tam ar Valley、Sw iss tow n、Ross to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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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tanical G arden、Feld M ountain、Russell Falls、H orseshoe Falls、O yster Farm /A b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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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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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飞往墨尔本，可拼接墨尔本 4 日游，团号 M EL（不含霍巴特 /墨尔本飞机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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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Y1 霍巴特入境H obart                                                                                                         X

1. 团费 = 报名费+ 服务费；报名费于报名时支付，服务费（每人
    每天需现付当地司机兼导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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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费含司机兼导游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2.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USD 100/人 /天脱
     团费用，其他费用不退。
3.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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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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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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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旅行社

DAY2 霍巴特 H obart                                                                                                        B/X/X

D AY3 霍巴特 H obart                                                                                                        B/X/X

D AY4 霍巴特 - 朗塞斯顿 H obart-Launceston                                                     B/X/X

D AY5 朗塞斯顿 - 霍巴特 Launceston-H obart                                                                 B/X/X

月份 月份

2019.  04. 天天出团 2019.  10. 天天出团

2019.  05. 天天出团 2019.  11. 天天出团

2019.  06. 天天出团 2019.  12. 天天出团

2019.  07. 天天出团 2020.  01. 天天出团

2019.  08. 天天出团 2020.  02. 天天出团

2019.  09. 天天出团 2020.  03. 天天出团

请避开圣诞元旦（2019.12.24--2020.01.06）,春节（2020.01.18-2019.01.31）

D AY6 霍巴特出境 H obart                                                                                                 B/X/X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0-11 岁占床 0-4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1099  CAD1099 CAD699 CAD500

额外接 /送机     2 人 /趟（ ） 提前 /延住酒店    双人间/夜（ ）

$60 $180
1.以上纯玩线路不限国籍（仅提供中文导游）。
2.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
    接 /送机、提前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