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岛

霍巴特
最高评分旅游线路*

巡航+徒步套餐

4小时海岸游轮巡航 • 2小时玛利亚岛游览 • 徒步导览 • 精致午餐
欢迎游览玛利亚岛，观赏可爱的野生袋熊、袋鼠和沙袋鼠

出发时段：10月至5月

03 6257 1300

eastcoastcruises.com.au

玛利亚岛
一日游

玛利亚岛是塔斯马尼亚州的缩影，这里有别具特色的荒野
美景、深厚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
加入我们的精品小团扬帆远行，与见闻广博的本地导游一同探索小岛秘境。
我们的
游轮“玛利亚精神号”(SPIRIT OF MARIA)是唯一一艘巡航至玛利亚岛和海豹岛
(Ile Des Phoque)的船只，其中海豹岛上巨大的海蚀洞是当地一大景点，许多人都把
它比作著名的卡普里岛。

我们拥有两条标志性的线路：海豹岛和玛利亚岛环岛游。两条线路均从特里亚布
纳码头出发，为您带来长达7小时的探索之旅。您可以前往海豹栖息地、彩绘崖、
化石崖和一些当地秘境进行游览，还可尽情品尝塔斯马尼亚美食和当地起泡酒。
我们还将与您一同漫步探索达令顿，领略玛利亚岛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罪犯流
放地。

封面袋熊图片来源：Kirsty Whittaker
* 猫途鹰 2018

玛利亚的一草一木，我们都如数家珍——这里就是我们的后花园，期待与您一同探
索体验。

行程1：海豹岛(Ile Des Phoque)

Ile Des Phoques是法语，
意为“海豹岛”。我们在海
豹岛开展潜水、游泳、巡航
和探幽项目的历史已长达
10年之久。

探索

喜欢参观海蚀洞或观赏澳大利亚软
毛海豹的游客，无不被海豹岛深深
吸引。这座花岗岩岛位置偏远，但却
是海洋生物的天堂。在旅途中，我们
时常会与信天翁、海雕、塘鹅和海
豚不期而遇，运气好的话，还能邂
逅迁徙季节往返于澳大利亚东海
岸的鲸鱼 。在返回玛利亚岛之前，
我们还将在“当地原著民”海豹的
陪伴下，度过一个小时的欢乐早茶
时光。

塔斯马尼亚最大的
花岗岩海蚀洞

之后，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探索海豹
岛的秘境，深入塔斯马尼亚最大的
花岗岩海蚀洞，体验探险之趣。下一
站将前往化石崖游览，之后在雷鸣
湾（Booming Bay）享用午餐。午餐
菜式相当丰盛，供应冷切肉品、新鲜
沙拉、软奶酪、本地啤酒等等。享受
午餐之余，您还可饱览雪白的沙滩
美景。

Peter Bellingham

Darren Blu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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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后，我们将前往著名的彩绘崖，
然后返回达令顿，在导游的带领下
徒步探索玛利亚岛。在两小时的徒
步探岛游中，我们将了解玛利亚岛
精彩的历史，一睹原生袋熊甚至袋
獾的憨态。旅程将于下午5:10结束，
我们会将送您回到岸上，之后您可
自行安排塔斯马尼亚观光之旅。

行程路线

从特里亚布纳出发(上午9:00)
抵达海豹岛

与海豹共度早茶时光
探索海蚀洞
离开海豹岛
化石崖

雷鸣湾午餐
彩绘崖

游轮返回达令顿
流放地徒步导览
离开达令顿

抵达特里亚布纳(下午5:10)
注意：行程顺序可能依天气进行调整。行程1和行
程2均包含相同的玛利亚岛一日游内容，包括4小
时巡航、精致午餐和午后徒步导览游。两种行程开
团日期不同。
请参阅我们的网站了解具体日期。

绝对不容错过！

我是本地人，但去年我才第一次
去海豹岛。去了之后我发现我真
傻，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去？这次
旅程让我爱上了这里的每一处风
景，真的是不虚此行。
Tina S

行程2：玛利亚岛环岛游

Kirsty Whitt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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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乘船才能到访的

Peter Bell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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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y Anderson

本地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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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环岛游将带您领略
绵延伸展的海岸线，其惊
艳风光可与世界闻名的酒
杯湾相媲美 。玛利亚岛的
地峡细长，沙白水清，岛屿
东边还藏着鲜有人知的迷
人景色。里德勒湾（Riedle
Bay）和肖尔湾（Shoal Bay）
是地峡上的两处世外桃源，
为您呈现由雪白沙滩和蓝
宝石海水打造的迷人画
卷。通常，我们都会自己享
受这片如画美景。现在，我
们也想将它展现给您。
在本次旅途中，我们将探访备受游
客喜爱的彩绘崖和化石崖。在这里，
您可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近距
离观赏远古时期的石灰岩海蚀洞。接
下来，我们将继续向南，前往只有船
只才能抵达的一处海岸线，领略泉水
瀑布、喷水洞、高耸的山脉以及让各
地游客流连忘返的地质奇观。午餐时
分，我们将抛锚靠岸，邀您品尝塔斯
马尼亚的丰盛大餐，菜式包括本地冷
切肉品、奶酪、沙拉和塔州起泡酒，美
食当前还可饱览肖尔湾的醉人美景。
该行程的重头戏是两小时的玛利亚
岛环岛游，其中包括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罪犯流放地——达令顿的导
览项目。您在途中亦有机会偶遇“当
地原著民”袋熊、蜡嘴雁甚至袋獾。同
样，旅程将于下午5:10结束，之后我
们将送您回到岸上。

行程路线

从特里亚布纳出发(上午9:00)
抵达达令顿
早茶

化石崖

误导角（Mistaken Cape）
里德勒湾

肖尔湾午餐
彩绘崖

游轮返回达令顿
流放地徒步导览
离开达令顿

抵达特里亚布纳(下午5:10)
注意：行程顺序可能依天气进行调整。
行程1和行
程2均包含相同的玛利亚岛一日游内容，包括4小
时巡航、精致午餐和午后徒步导览游。
两种行程开
团日期不同。
请参阅我们的网站了解具体日期。

完美的一日游

我最近第一次体验了East Coast
Cruises推出的玛利亚岛一日游。
他们为游客介绍这座原始岛屿的
方式堪称精彩！
Richmondbarracks

玛利亚岛
巡航+徒步套餐

马上预订
03 6257 1300

网站

行程价格(10月至5月)

eastcoastcruises.com.au
行程1：海豹岛(Ile Des Phoque)
行程2：玛利亚岛环岛游

上午9:00离开特里亚布纳码头(Triabunna Marina)
下午4:40离开玛利亚岛(Maria Island)
成人票
$235
优惠票(全年龄)
$225
儿童票(3至15岁)
$90
家庭套票(2大2小) $560
婴儿票(0至2岁)
$0

餐食
•
•
•
•
•
•

 塔斯马尼亚奶酪
散养鸡肉
本地火腿
烤肉
新鲜沙拉水果
蛋糕和甜点

午餐地点

午餐地点

饮料
•
•
•
•
•
•
•

 达令顿酒庄葡萄酒*
 本地霞多丽、黑皮诺*
 塔州精酿啤酒*
著名品牌有机苹果酒*
软饮
 新鲜果汁
 茶、咖啡和矿泉水

北

千米

机动车道
步行道

航班着陆地
时令湖
建筑物

* 需另行购买，其他食品饮料均包含在行程费用中。

我们可满足所有特殊饮食要求。
具体食品饮料视供应情况而定。

接驳巴士——霍巴特至特里亚布纳(往返)

参加行程的游客：
成人票
$30
儿童票(3至15岁) $15
婴儿票(0至2岁)
$0

仅乘坐巴士：
成人票
儿童票(3至15岁)
婴儿票(0至2岁)

前往特里亚布纳

$40
$25
$0

酒店上车地址位于霍巴特中央商务区或塔斯马尼亚旅游资讯中心（Tasmanian
Travel & Information Centre）。
霍巴特中央商务区发车时间：早上7:20，特里亚
布纳码头发车时间：下午5:15。

霍巴特（Hobart）		
1小时15分钟
奥福德（Orford） 		
15分钟
斯旺西（Swansea）
40分钟
比舍诺（Bicheno）
1小时20分钟
科尔斯湾（Coles Bay） 1小时30分钟
朗塞斯顿（Launceston） 2小时30分钟

条款和条件

190239

East Coast Cruises保留随时取消或更改行程的权利，如客户已全额支付任何费用，我们将予以全部退款。
客户必须在启程前完成全额付款以确认预订。
客户如需取消行程，必须在距
离启程24小时前进行通知，该情况下不收取取消费用。
如客户在距离启程24小时内取消，我们将收取50%的取消费用。
如客户在启程当天取消或未参团，我们将收取全额费用，且不
予退款。
行程价格可能会随时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