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 ENQUIRIY & BOOKING 

LOOK FOR YOUR TRAVEL 

AGENT 

ALL-IN TOUR FARE  

( RM ) 

DEPARTURE  

DATES 

 ADULT                   :_____________  PER ADULT  

CHILD WITH BED :_____________  PER CHILD 

CHILD NO BED     :_____________  PER CHILD 
ALL-IN :- 

Tour Fare (Based on Twin Share)+Taxes (Subject To Change) 
+Tipping+Agent Collection Fee (ACF)+Travel Insurance+Visa 

 

DISCLAIMER :-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alter the sequence or change, amend the itinerary if necessary, with or without prior notice. The group departure is subject to a minimum group 
size of 15 full paying adults. All flights and hotels are provisional and will be subject to our final confirmation. By purchasing this full package or ground tour only, you are deemed to have 
read, understood, confirm and agreed to our Tour Invoice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团号团号团号团号 : MEL7 (EK) 

七天五晚七天五晚七天五晚七天五晚 维多利亚精选维多利亚精选维多利亚精选维多利亚精选 

墨尔本奔放之旅墨尔本奔放之旅墨尔本奔放之旅墨尔本奔放之旅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 / 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                                                ( 机上用餐机上用餐机上用餐机上用餐 )  齐集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澳洲花园城市-墨尔本，维多利亚首都。之后入住酒店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抵达墨尔本抵达墨尔本抵达墨尔本抵达墨尔本 – 市区游市区游市区游市区游 + 尤里卡展望台尤里卡展望台尤里卡展望台尤里卡展望台                                                                                            （（（（早早早早 / 午午午午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畅游墨尔本市 – 途经维多利亚女皇市场之总理露天市场，菲茨罗伊花园，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皇家展览馆，美联储广场，艺术中心，墨尔本战争纪念馆，国会大厦。之后，前往尤里卡大厦 -欣赏动人 弦的景色。之后入住酒店。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  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 丹顿农山脉丹顿农山脉丹顿农山脉丹顿农山脉–––– 雅拉谷雅拉谷雅拉谷雅拉谷 –––– 菲利普岛菲利普岛菲利普岛菲利普岛                                                                             （（（（早早早早 / 午午午午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享受酒店的早餐后，前往著名的希尔布鲁克森林，哪里可以观看到一些可爱的鸭嘴兽，澳洲野狗，袋熊，wallabie袋鼠等等。过后， 抵达雅拉谷区，享受乘坐普芬古老蒸气火车从贝尔格雷到MENZIES CREEK(单程)。接着，集聚在 Healesville Sanctuary,哪里拥有至 少 200种不同类的野生动物，包括树熊，澳洲野狗，袋鼠等等。游玩后，有机会参观格迪斯酒庄，哪里可以品尝道地澳洲美酒，也有 各种各类的美酒让你购买。之后，南下菲利普岛，可以观看可爱的企鹅，并且可以看到盛大的企鹅大游行。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天天天天 菲利普岛菲利普岛菲利普岛菲利普岛 / 莫宁顿半岛莫宁顿半岛莫宁顿半岛莫宁顿半岛 / 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                                                                                                    （（（（ 早早早早 / 午午午午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早餐后，聚集在无尾熊保育中心，近距离接触无尾熊。之后来到菲利普岛著名的巧克力工厂，购买以与品尝可口的巧克力。 抵达 Amaza N Thing，体验一些古灵精怪的玩意，包括光学幻象，奇怪相像等等。之后来到 Sunny Ridge草莓园，你可亲自体验採果乐趣 ，以及免费品尝草莓冰淇淋，水果按时令季节而定（11 月 至 4 月 ）。前往半岛温泉，你可享受自然愈合海域的矿产丰富的热水池洗澡。过后 体验全澳洲最大的阿什科迷宫。最后返回墨尔本。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 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 –––– 海岸线海岸线海岸线海岸线                                                                                                                                       （（（（ 早早早早 / 午午午午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早餐后，前往澳洲最为出名的海岸 – 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沿途奇岩怪石景观壮丽，有机会观赏闻名遐迩的 12门徒石, 洛克阿德大峡谷和伦敦石桥等海岸奇景之绚丽壮阔。最后返回墨尔本入住酒店。 

 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墨尔本 / 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                                                                                                                           （（（（早早早早 / 机上用餐机上用餐机上用餐机上用餐）））） 
  早餐后，抵达墨尔本最大的直销商场，那里所提供的全是澳洲所有顶尖品牌，种类繁多。傍晚，集合时间送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飞返 吉隆坡, 让我们把这次难忘的旅游经历及美丽的纪念品，都带回去和家人与亲友共同分享。 

 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                                                         ( 机上用餐机上用餐机上用餐机上用餐 ) 谢谢您的参与，我们进太阳希望能够让你有个美好的回忆！再见！ 
 

   ************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行行行行程程程程僅僅僅僅供供供供參參參參考考考考,,,,    最最最最后后后后安安安安排排排排由由由由以以以以当当当当地地地地旅旅旅旅社社社社為為為為准准准准    ************    

  行程特色行程特色行程特色行程特色: 

• 四晚三星级店住宿四晚三星级店住宿四晚三星级店住宿四晚三星级店住宿 (Welcome Mercure Hotel 或同星级酒店或同星级酒店或同星级酒店或同星级酒店) 

• 一晚四星级渡假村住宿一晚四星级渡假村住宿一晚四星级渡假村住宿一晚四星级渡假村住宿 ( Season Eco Resort 或同星级酒店或同星级酒店或同星级酒店或同星级酒店) 

• 墨尔本城市游墨尔本城市游墨尔本城市游墨尔本城市游 

• 尤里卡大厦尤里卡大厦尤里卡大厦尤里卡大厦 

• 格迪斯酒庄格迪斯酒庄格迪斯酒庄格迪斯酒庄, 雅拉谷雅拉谷雅拉谷雅拉谷 

• 丹顿农山脉丹顿农山脉丹顿农山脉丹顿农山脉-希尔布鲁克森林希尔布鲁克森林希尔布鲁克森林希尔布鲁克森林 

• 普芬古老蒸汽火车普芬古老蒸汽火车普芬古老蒸汽火车普芬古老蒸汽火车-澳洲座古老的蒸汽火车澳洲座古老的蒸汽火车澳洲座古老的蒸汽火车澳洲座古老的蒸汽火车 

• 希勒斯维尔野生动物园希勒斯维尔野生动物园希勒斯维尔野生动物园希勒斯维尔野生动物园 

• 无尾熊保育中心无尾熊保育中心无尾熊保育中心无尾熊保育中心 

• 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工厂 

• 小企鹅大游行小企鹅大游行小企鹅大游行小企鹅大游行,菲利普岛菲利普岛菲利普岛菲利普岛 

• Amaze N Things 

• 亲身体验摘莓园亲身体验摘莓园亲身体验摘莓园亲身体验摘莓园+品尝草莓冰淇淋品尝草莓冰淇淋品尝草莓冰淇淋品尝草莓冰淇淋, 莫宁顿半岛莫宁顿半岛莫宁顿半岛莫宁顿半岛 

• 半岛温泉半岛温泉半岛温泉半岛温泉 

• 阿什科迷宫阿什科迷宫阿什科迷宫阿什科迷宫-澳洲最大的迷宫澳洲最大的迷宫澳洲最大的迷宫澳洲最大的迷宫 

• 大洋路大洋路大洋路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餐饮特餐饮特餐饮特餐饮特色色色色: 

• 中式点心午餐中式点心午餐中式点心午餐中式点心午餐 

• 自助晚餐在自助晚餐在自助晚餐在自助晚餐在 Sante Crown Casino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 Cuckoo Smorgasbord 自助午餐自助午餐自助午餐自助午餐 

• 澳洲西式午餐澳洲西式午餐澳洲西式午餐澳洲西式午餐 

• 中式龙虾晚餐中式龙虾晚餐中式龙虾晚餐中式龙虾晚餐（（（（半只半只半只半只）））） 

• 美式自助早餐美式自助早餐美式自助早餐美式自助早餐 

• 免费品尝美酒免费品尝美酒免费品尝美酒免费品尝美酒&草莓冰淇淋草莓冰淇淋草莓冰淇淋草莓冰淇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