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VELBOOKER

 

 
旅行团周期  10 天 9 晚 

 

2014 高尔夫及观光团 

住宿地点: - SWISSOTEL, 68 Market St Sydney(悉尼) 

 

第一天: 周日 

您愉快的旅程将从这天开始. 资深的 AAT Kings 导游会在机场等待您的到来, 之后把您带往您将

居住的在悉尼的酒店. 之后您可以用余下的时间来安顿, 并且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例如, 可以去

市中心走走, 逛逛商店等等. 但更重要的是要适度休息, 养足精力.  

欢迎晚宴会在所住的酒店举行. 费用由旅游公司(Travelbookers)支付.  

第二天: 周一    (KOOINDAH WATERS 高尔夫球俱乐部) 

清晨 8 点 30 分, AAT KINGS 导游及旅游巴士会在酒店门口准时接您及其他的游客, 包括打高尔夫

球的, 不打高尔夫球的及导游或中文口译员, 然后把你们一起带到 KOOINDAH WATERS 高尔夫球俱

乐部. 在那里, 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可以尽情享用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赛在上午 11 点开

始. 届时有午餐供您享用. 打完高尔夫球后,还会提供一些简单的小吃.本地的专业高尔夫球手会全

程陪打. 高尔夫球赛后, 您可以享用洗浴设施. 之后, AAT KINGS 旅游巴士 会来高尔夫球俱乐部

接您并把您送回酒店. 晚餐不包, 游客自行解决. 

同时, 对于不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及旅行团的其他成员, AAT KINGS 导游会带领你们在中海岸的附

近区域进行旅游观光. 届时会提供午餐供您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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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周二 (上午悉尼歌剧院之旅 – 下午邦迪海滩游(Bondi Beach) 及 悉尼观光游)  

AAT Kings 旅行团巴士会到酒店接你们, 然后开始一整天的旅程. 届时有午餐供您享用. 旅程结束

后,会把您送往 Circular Key 区的中国卡拉 OK 餐馆进行晚餐, 然后再送您返回酒店.  

晚餐费用由旅游公司(Travelbookers)支付.   

第四天: 周三 (蓝山及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园 – 早 8 点 – 下午 5 点 45 分) 

AAT Kings 旅行团巴士会到酒店接你们, 然后开始一天的旅程. 旅程结束后, 会把您送回酒店. 旅

程包括午餐.  

晚餐不包, 游客自行解决.       

第五天: 周四   LONG REEF 高尔夫球俱乐部 

上午 11 点 30 分, AAT KINGS 旅游巴士会在酒店门口准时接您及其他的游客, 包括打高尔夫球的, 

不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及导游或中文口译员然后把你们一起带到 Long Reef 高尔夫球俱乐部. 在那

里, 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可以尽情享用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赛将在下午 1 点到 1 点 30 分

之间开始. 届时有午餐供您享用.本地的专业高尔夫球手会全程陪打. 高尔夫球赛后, 您可以享用

洗浴设施. 之后, AAT KINGS 旅游巴士 会来高尔夫球俱乐部接您并送您到 Circular Quay 的餐

馆享用晚餐.  

晚餐是在 Circular Quay 的 Imperial Peking 餐馆. 费用由旅游公司(Travelbookers)支付. 

同时, 对于不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及旅行团的其他成员, AAT KINGS 导游会带领你们到当地的附近

区域进行旅游观光. 届时会提供午餐供您享用.  

第六天: 周五   Mt BROUGHTON 高尔夫球俱乐部  

清晨 8 点 30 分, AAT KINGS 导游及旅游巴士会在酒店门口准时接您及其他的游客, 包括打高尔夫

球的, 不打高尔夫球的及导游或中文口译员, 然后把你们一起带到 Mt BROUGHTON 高尔夫球俱乐

部. 在那里, 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可以尽情享用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赛在上午 11 点开始. 

打完前 9 洞后, 有丰盛的具有澳洲风情的 BBQ 午餐供您享用.本地的专业高尔夫球手会全程陪打. 

高尔夫球赛后, 您可以享用洗浴设施. 之后, AAT KINGS 旅游巴士 会来高尔夫球俱乐部接您并

把您送回酒店. 晚餐不包, 游客自行解决. 

 

同时, 对于不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及旅行团的其他成员, AAT KINGS 导游会带领你们到当地的附近

区域进行旅游观光. 届时会提供午餐供您享用.  



第七天: 周六  (斯蒂芬港一日游 – 出海观海豚及自助午餐) 

AAT Kings 旅行团巴士会到酒店接你们, 然后开始一天的旅程. 旅程结束后, 会把您送回酒店.  

晚餐不包, 游客自行解决.  

第 8天: 周日  (游艇观光悉尼港湾, 享用海鲜午餐及参观塔龙加动物园(Taronga Zoo)).  

AAT Kings 旅行团巴士会到酒店接你们, 然后开始一天的旅程. 旅程结束后, 会把您送回酒店. 

晚餐不包, 游客自行解决.   

第 9天: 周一   CASTLE HILL 乡村高尔夫球俱乐部 

清晨 9 点 30 分, AAT KINGS 导游及旅游巴士会在酒店门口准时接您及其他的游客, 包括打高尔夫

球的, 不打高尔夫球的及导游或中文口译员, 然后把你们一起带到 CASTLE HILL 乡村高尔夫球俱

乐部. 在那里, 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可以尽情享用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赛在上午 11 点开

始. 届时有午餐供您享用.本地的专业高尔夫球手会全程陪打. 高尔夫球赛后, 您可以享用洗浴设

施. 之后, AAT KINGS 旅游巴士 会来高尔夫球俱乐部接您并把您送回酒店. 

 

同时, 对于不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及旅行团的其他成员, AAT KINGS 导游会带领你们到当地的附近

区域进行旅游观光. 届时会提供午餐供您享用.   

欢送晚宴/告别宴会在所住的酒店举行. 费用由旅游公司(Travelbookers)支付. 

 

第 10 天: 周二 

AAT KINGS 旅游巴士会在您所住酒店接您, 然后把您送到悉尼国际机场搭乘航班返回您所住城市, 

如北京, 上海或其他目的地.  

 

 

 

 

 

 



Kooindah Waters 高尔夫球俱乐部处于中海岸. 距离悉尼市中心大概一个

半小时开车路程. 

 

 

悉尼歌剧院,  邦迪海滩及 Watsons Bay 的有名的 Doyles 餐馆 (我们的午餐

场所之一). 

                         

 

蓝山及羽毛谷野生动物园(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动物园信息 
您可以亲自用手给袋鼠, 小袋鼠及鸵鸟喂食. 您也可以和友善的考拉进行面对面的零距离接触.这个动

物园是澳大利亚 最大的私人动物园之一. 它拥有大量的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及鸟类生物. 



 Featherdale 动物园的设施包括:  咖啡厅及纪念品商店. 

             

 

Long Reef 高尔夫球俱乐部拥有漂亮的海景. 

 

        

 

斯蒂芬港乘游艇观海豚 

 

 



塔 龙 加 动 物 园 (Taronga Zoo)        

 

 

Castle Hill 高尔夫球俱乐部 

                                                  

                                    

 

Mt Broughton 高尔夫球俱乐部 

                                 

 



Mount Broughton 高尔夫球场及乡村俱乐部拥有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 它享有澳大利亚最

长的高尔夫球场之一的美誉.从比赛起点开始该高尔夫球场享有 76 的等级评定. 一望无际的黑麦

草, 天然的水渠及苍翠繁茂的绿地, 还有波浪起伏的球道, 组建了一幅令人不可思议的远景. 再

加上大量的野生动物聚居此地,更为其壮丽的景观增添异彩. 

 

             

悉尼 SWISSOTEL 酒店 

悉尼 Swissotel 酒店是坐落于悉尼商务区中心的一家豪华五星级酒店. 该酒店被悉尼最独特高

档的购物中心所环绕, 如金碧辉煌的维多利亚女皇大厦. 从酒店也可步行至其他的悉尼著名建

筑景点及文化旅游胜地, 如悉尼港大桥, 悉尼歌剧院及漂亮的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