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岛往返 

Arriving at Hamilton Island (HTI) 

天数 

Days 

 
                                       4天团-白天堂 （3/4/5星酒店住宿） 

DAY 1 接機, 漢密爾頓島自由活動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無 

抵达汉密尔顿岛机场或Marina 船坞，乘坐免费巴士至渡假村. 办理入住手续, 随后开始岛上精彩浪漫

的各种活动. 作为澳洲的"世界级海岛", 汉密尔顿岛前两年因为"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火遍了全球. 您可以

在岛上尽情漫步, 或乘坐岛上的免费交通巴士巡视一下周围环境. 也可自行前往海边沙滩享受清澈的海

水, 细软的沙滩及阳光, 前往参观岛上广受游客喜欢的白色教堂All Saints Chapel, 夕阳西下, 前往独树

丘one tree hill 一边品尝鸡尾酒,一边欣赏美丽的日落, 远眺海天一色的壮丽景色. 傍晚时分, 来到岛上

码头的餐厅品味各种美食,渡过舒适轻松的一天. 

 
DAY 2 白天堂海灘半日巡航 (已含, 適合全部年齡層人士)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AY 3 自由活動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酒店早餐, 午餐根據行程, 晚餐自理 

推荐选择: 大堡礁冒險一日游/飛去船回 或 船去飛回 

价格: $ 495/$455 (3-13 歲) 

包含酒店单程接送, 午餐, 浮潛用具, 半潜艇及海底觀察站 

DAY 4 送機 

酒店: 無 | 餐: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早上 10 點退房後, 您可以將你的行李寄放到酒店然後繼續遊玩, 在前台詢問相關航班的免費接駁車時

間. 

价格 

PAX TYPE 3 星棕櫚平房 

Palm Bungalows 

4 星珊瑚景酒店 

Reef View Hotel  

 

5 星海滨俱乐部酒店 

 (18 歲或以上) 

Beach Club 

花园房 海景房 

成人(Twin/Triple) $730.00 $659.00 $779.00 $1,189.00 

兒童(0-12 歲 Twin 

with 1 Adult 

charge as adult) 

$699.00 $639.00 $759.00  

兒童(0-12 歲 Triple 

with 2 Adults) 

$60.00 $60.00 $60.00 

單房差含早(S/S incl 

BFS) 
$650.00 $600.00 $710.00 $1110.00 

延住每晚每房含两早 $440.00 $390.00 $480.00 $740.00 

备注： 

**Blackout Dates: 28/09/2020-07/10/2020, 22/12/2020-9/1/2021; 6/2/2021-21/2/2021 

**Full payment required upon time of booking 

**Bookings are non-refundable if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prior to travelling date. 



 

 

 

 

汉密尔顿岛往返 

Arriving at Hamilton Island (HTI) 

天数 

Days 

 
                                       4天团-大堡礁 （3/4/5星酒店住宿） 

DAY 1 接機, 漢密爾頓島自由活動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無 

抵达汉密尔顿岛机场或Marina 船坞，乘坐免费巴士至渡假村. 办理入住手续, 随后开始岛上精彩浪漫

的各种活动. 作为澳洲的"世界级海岛", 汉密尔顿岛前两年因为"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火遍了全球. 您可以

在岛上尽情漫步, 或乘坐岛上的免费交通巴士巡视一下周围环境. 也可自行前往海边沙滩享受清澈的海

水, 细软的沙滩及阳光, 前往参观岛上广受游客喜欢的白色教堂All Saints Chapel, 夕阳西下, 前往独树

丘one tree hill 一边品尝鸡尾酒,一边欣赏美丽的日落, 远眺海天一色的壮丽景色. 傍晚时分, 来到岛上

码头的餐厅品味各种美食,渡过舒适轻松的一天. 

 
DAY 2 圣灵群岛游轮大堡礁一日游 (已含, 適合全部年齡層人士)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酒店早餐, 大堡礁自助午餐, 晚餐自理 

DAY 3 自由活動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AY 4 送機 

酒店: 無 | 餐: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早上 10 點退房後, 您可以將你的行李寄放到酒店然後繼續遊玩, 在前台詢問相關航班的免費接駁車時

間. 

价格 

PAX TYPE 3 星棕櫚平房 

Palm Bungalows 

4 星珊瑚景酒店 

Reef View Hotel  

 

5 星海滨俱乐部酒店 

 (18 歲或以上) 

Beach Club 

 花园房 海景房 

成人(Twin/Triple) $855.00 $789.00 $910.00 $1319.00 

兒童(0-12 歲 Twin 

with 1 Adult 

charge as adult) 

$799.00 $730.00 $850.00  

兒童(0-12 歲 Triple 

with 2 Adults) 

$138.00 $138.00 $138.00 

單房差含早(S/S incl 

BFS) 
$650.00 $600.00 $710.00 $1110.00 

沿住每晚每房含两早 $440.00 $390.00 $480.00 $740.00 

备注： 

**Blackout Dates: 28/09/2020-07/10/2020, 22/12/2020-9/1/2021; 6/2/2021-21/2/2021 

**Full payment required upon time of booking 

**Bookings are non-refundable if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prior to travelling date. 



 

 

汉密尔顿岛往返 

Arriving at Hamilton Island (HTI) 

天数 

Days 

 

4 天團 – 白天堂沙滩+大堡礁 Double Deal(3/4/5 星酒店住宿) 

DAY 1 接機, 漢密爾頓島自由活動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無 

抵达汉密尔顿岛机场或Marina 船坞，乘坐免费巴士至渡假村. 办理入住手续, 随后开始岛上精彩浪漫

的各种活动. 作为澳洲的"世界级海岛", 汉密尔顿岛前两年因为"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火遍了全球. 您可以

在岛上尽情漫步, 或乘坐岛上的免费交通巴士巡视一下周围环境. 也可自行前往海边沙滩享受清澈的海

水, 细软的沙滩及阳光, 前往参观岛上广受游客喜欢的白色教堂All Saints Chapel, 夕阳西下, 前往独树

丘one tree hill 一边品尝鸡尾酒,一边欣赏美丽的日落, 远眺海天一色的壮丽景色. 傍晚时分, 来到岛上

码头的餐厅品味各种美食,渡过舒适轻松的一天. 

野生動物園 无限次进出(已含) 

DAY 2 圣灵群岛游轮大堡礁一日游 (已含, 適合全部年齡層人士)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酒店早餐, 大堡礁自助午餐, 晚餐自理 

DAY 3 白天堂海灘半日巡航 (已含, 適合全部年齡層人士) 

酒店: 3 星/4 星/5 星 | 餐: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AY 4 送機 

酒店: 無 | 餐: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早上 10 點退房後, 您可以將你的行李寄放到酒店然後繼續遊玩, 在前台詢問相關航班的免費接駁車時

間. 

价格 

PAX TYPE 3 星棕櫚平房 

Palm Bungalows 

4 星珊瑚景酒店 

Reef View Hotel  

 

5 星海滨俱乐部酒店 

 (18 歲或以上) 

Beach Club 

 花园房 海景房 

成人(Twin/Triple) $985.00 $918.00 $1039.00 $1449.00 

兒童(0-12 歲 Twin 

with 1 Adult 

charge as adult) 

$890.00 $825.00 $945.00  
 
          

兒童(0-12 歲 Triple 

with 2 Adults) 

$198.00 $198.00 $198.00 

單房差含早(S/S incl 

BFS) 
$650.00 $600.00 $710.00 $1110.00 

沿住每晚每房含两早 $440.00 $390.00 $480.00 $740.00 

备注： 

**Blackout Dates: 28/09/2020-07/10/2020, 22/12/2020-9/1/2021; 6/2/2021-21/2/2021 

**Full payment required upon time of booking 

**Bookings are non-refundable if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prior to travelling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