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描述 
白沙滩四天三晚 

汉密尔顿岛 |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行程表样本 

 

          第 1 天      xx:xx       抵达汉密尔顿岛机场 (代码 HTI) 或者坐渡轮从艾尔利沙滩到达汉密尔顿岛码头 

                                         乘坐免费巴士至酒店 (6 x 24 座小型客车)   

 

            14:00       办理入住 

                                         晚餐  –  有  14  间餐厅可供选择！(详细资料) 

                               附注：儿童免费用餐！(详细资料) 

 

 

          第 2 天      08:00       早餐 - 有三个用餐地点可选择 

 Reef View Hotel 珊瑚景酒店中的 Pool Terrace 池畔餐厅，时间为 06:00 - 10:30，最多可容纳 150 人 

 Sails 帆船餐厅，时间为 07:00 - 10:30，最多可容纳 200 人 (从 Reef View 步行 2 分钟即可抵达) 

 与考拉共进早餐，时间为 07:30 - 10:00，最多可容纳 80 人 (从 Reef View 步行 3 分钟即可抵达) 

                

                             13:00       Cruise Whitsunday 白色天堂海滩游船之旅（详细资料） 

 码头与 Reef View 酒店距离不到 10 分钟的路程 

 30 分钟的游船前往白色天堂沙滩 

 

                          17:00       返回汉密尔顿岛码头 

                                               晚餐 – 有 14 间餐厅可供选择！ 

 

 

          第 3 天      08:00       早餐 - 有三个用餐地点可选择 

 

                             13:00       自由活动 

                                                汉密尔顿岛高尔夫球场 

 回程渡轮 + 球场使用费 + 电动高尔夫球车 

 提供租用的球杆与球鞋 

                                                欲知详情， 请访问汉密尔顿岛高尔夫俱乐部官网 

              

                                    或是...        

 飞行/游船之旅或游船/飞行之旅 

 珊瑚礁探索飞行之旅 

 不停留观光白沙滩与心形礁飞行 

 两全其美之旅 

 独享心形礁之旅 

 

                          17:00       晚餐 – 有 14 间餐厅可供选择！  

 

 

          第 4 天       08:00      早餐 - 有三个用餐地点可选择 

                                               从度假村乘坐免费巴士汉密尔顿岛机场 (6 x 24 座小型客车)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places-to-eat-and-drink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things-to-do/kids-eat-free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whitehaven-beach/whitehaven-beach-half-day-cruise
https://www.hamiltonislandgolfclub.com.au/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world-fly-cruise/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world-fly-cruise/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discovery/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reef-discovery/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heart-reef-whitehaven-beach-express/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best-of-both-worlds/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best-of-both-worlds/
https://www.hamiltonislandair.com/tours/journey-to-the-heart/


 

汉密尔顿岛简介 
 

汉密尔顿岛位于昆士兰的圣灵群岛中部， 在大堡礁南北的正中心。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到澳大利亚的美景，美丽的

自然环境、平静的水面、温暖的气候、迷人的珊瑚礁和各式各样的动植物。  

 

作为大堡礁度假的最终目的地，汉密尔顿岛是探寻圣灵群岛独特热带环境的绝佳去处。另外，汉密尔顿岛上的活

动项目丰富多彩，会让您难以取舍，足够您连续玩上 几个星期的时间，精彩内容从浮潜观赏珊瑚礁到海上独木舟

再到乘直升机鸟瞰美景。或者，也许您什么都不想做，那么只要在六个泳池中挑一个躺在旁边休息就好了，或是

躺在风景迷人的猫眼海滩消磨时光。 

 

在汉密尔顿岛上有多种多样的住宿可供选择，从独立的 Palm Bungalows 棕榈平房， Reef View Hotel 珊瑚景酒店，

精致的 Beach Club 海滩俱乐部酒店，到澳洲奢华酒店的代表 qualia。如果想要自由自在，在外旅行也能大展厨艺，

不妨选择一栋 Holiday Homes 度假屋公寓，汉密尔顿岛可供选择的餐饮种类之多毫不逊色于大陆上，从外卖简餐，

意式休闲餐厅，纯正澳洲风味，到正式的西餐厅不一而论。岛上还有一家 IGA 大超市供应生鲜和生活用品。 无论

您打算找很多好玩的事情来做还是什么都不想做，汉密尔顿岛都堪称大堡礁度假的首选。  

 

您可以在汉密尔顿岛官网获得更多有关信息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 

以及在汉密尔顿岛同业官网获得更多同业咨询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trade 

 

 

汉密尔顿岛被称为大堡礁之心，是澳洲当地最负盛名的度假岛屿。  

2009 年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局在全世界推出了著名的“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堡礁看守员就是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trade


 
 

 

 

 

第一天 抵达汉密尔顿岛 

 

 

珊瑚景酒店或者棕榈平房 

从机场出来后向左转去行李大厅领取行李，然后在机场的珊瑚景酒店柜台领取行李牌，并且系在行李箱上，将行李放入免费

的机场穿梭巴士的后备箱。 随车抵达珊瑚景酒店，行李将由行李员为您搬入酒店房间。棕榈平房的客人同样在珊瑚景酒店的

大堂办理入住。 

入住时间 14:00pm。 

 

抵达海滨俱乐部或者 qualia 

当您走出机场有专门的接机人员写着您的名字等你，然后用商务车将您送入酒店。 

入住时间 14:00pm。 

 

Holiday Homes 度假屋与游艇俱乐部 

走出机场，在机场正前方找到标有 Holiday Homes 的办理入住的办公室，登记入住领取您的高尔夫球车，你可以把您的行李

放在工作人员的车上，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开着高尔夫球车到达自己的度假屋。 

入住时间 14：00pm。 

 

办理入住手续，随后开始岛上精彩浪漫的各种活动。您可以在岛上尽情漫步，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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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独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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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舒适轻松的一天。 

 

 

餐食选择 

在汉密尔顿岛上，有各式各样的多达 14 家餐厅供您选择，海鲜餐厅，意大利大餐，墨西哥美食，澳洲地道餐厅都可以在这里

发现，这里还有接近亚洲人口味额东南亚餐厅，餐标是 AUD 60/ 2 - 3 道式。 

 

大多数餐厅需要预定，客人抵达后可以直接在汉密尔顿岛应用软件上或是致电预定，也能让酒店中文前台代为预订。团餐需

要提前联系地接社预定。 

 



 

 

第二天 白沙滩之旅 

 

 

中午 12:25  前往码头集合， 12:55  搭船带您前往白色天堂海滩 WHITE HEAVEN BEACH，白天堂沙滩白色天堂海滩位于澳大

利亚昆士兰的圣灵降临群岛上，属于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海滩之一，海岸线上到处都是红树林，白天堂的

沙滩很细很白，海水很干净，洁白的沙滩由 98%的纯二氧化硅组成，堪称全世界最干净的沙滩，拍照特别漂亮！ 

 

在位于大堡礁海洋公园的白色天堂，游客可轻易与蝠鲼（fú fèn)、珊瑚海龟或是海豚近距离接触。上面没有居民和酒店，沙

滩的面积很大，人却很少，像是世外桃源，白天堂沙滩有大面积的浅水区，不会游泳的人也能去戏水。白色硅砂非常细腻，

走在上面一点颗粒感都没有，就像是踩在棉花上一般，可以安然躺在上面享受日光浴，而且非常洁白，如果天空没有云的话，

那么沙滩将会是雪白一片。 

 

您可在金色的阳光下赤脚感受沙的柔软与温暖；或是躺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亦可玩玩沙滩排球或做近海游泳。您可以知道

远离纷扰的人群是多么的自在与快乐。白色天堂海滩延绵长达六公里，躺卧于碧波﹑阳光、海滩之上，会多么的惬意和浪漫！

清澈水底里有着世界上最大最色彩斑斓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下午 17：00 上船返回汉密尔顿岛。  

 

晚餐有 14 间餐厅让客人选择，从简单的炸鱼薯条到奢华的海鲜大餐。 

 

 

更多信息请访问圣灵群岛邮轮白沙滩游网站： 

https://cruisewhitsundays.com/experiences/whitsunday-islands-whitehaven-beach-half-day-cruise/ 

 

 

 

 

 

 



 

第三天 自由活动 

 

早上起床后和考拉共进早餐。野生动物园咖啡厅供应新鲜美味的欧陆式自助早餐，在那里你可以近距离与在咖啡馆的桉树上

休息的考拉共进早餐。 

 

用完早餐以后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汉密尔顿岛有超过 60 种活动可供选择，应有尽有，让您尽兴并释放活力。搭乘游轮前往

大堡礁、在澳洲顶级球场畅打一场高尔夫球，或是沉浸于 spa 水疗或泳池以放松身心。您也可体验免费活动，包括探索绵延

逾 20 公里的健行步道，或者使用免费的双船体游艇、划桨、风浪板与浮潜设施，进行您喜欢的水上活动。 

 

四驱车探险 

带您来一场难忘的冒险，穿梭汉密尔顿岛。沿着蜿蜒的小径一路直上，带领您爬上度假村的观景台眺望珊瑚海湾，肾上腺素

直飙。享受美景后再前往棕榈谷。 

 

卡丁车 

激发你的肾上腺素，上坡和下坡路段的组合 - 它可以测试任何新手或是经验丰富的司机。澳大利亚冠军车手布拉德琼斯也曾挑

战过，并留下辉煌纪录。 

 

高尔夫球练习场 

处于游客稀少风景优美的地带，这个练习场可以测试高尔夫球技能，也是一个理想的小组活动，以组为团队，工作人员会提

供记录，适合奖励活动或是团队小组竞赛。 

 

海上皮艇  

这真的是一个最了不起又环保的方式让您可以体验圣灵群岛。由经验丰富的领队带您分享这个天然的游乐场。当您划皮艇时

您可以感受且用最近的距离接触大自然。有可能看到海豚，海龟，或是任何生物出现在周围。 

 

水上快艇 

乘坐高速的水上快艇来体验圣灵群岛的美丽。水上快艇可以承载最多 14 位乘客让他们体验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特别订制的 

420 马力发动机 5.8L 涡轮增压，搭配汉密尔顿岛喷射引擎。每分钟可以喷出 25,000L 的水量，创造足够的推进力与爆发力。  

 

 



 

PASSAGE PEAK 导览 

这个具有挑战性的步行路程将带您到汉密尔顿岛的最东端，您将在日出时分体验圣灵群岛最壮丽的景色。在 Passage Peak 的

顶部，享受早午餐，拍照或者干脆坐下来欣赏壮观的景色。来回时间约 3 小时。如果想要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行程，您可以

选择来回约 1.5 小时的导览前往 Resort Lookout，一样可以提供壮观的景致。 

 

ON THE EDGE 帆船出海 

汉密尔顿岛的 On the Edge 是宽 44 英尺 X 长 66 英尺的风帆，提供在圣灵日落航行中一个宽敞稳定的大平台。日落航行能欣

赏壮丽的圣灵群岛的美。傍晚的游船将在夕阳时分起航，带您欣赏迷人的日落，行程包括点心拼盘和各类饮料。 

 

RENEGADE 海钓 

享受垂钓一天在圣灵群岛的最佳钓点。新手将从最基本的知识和对所有渔具的了解由钓鱼专家指导。除了珊瑚礁鱼群，你还

会发现鳕鱼，炎帝，甜唇，赛欧鱼，马林，西班牙鲐珊瑚鳟鱼等等。 

 

WATERSPORTS PREDATOR 海钓 

半天租赁渔船，尝试在圣灵群岛水域的手气。看看你是否可以钓上珊瑚鳟鱼，皇帝鱼和鳕鱼或西班牙鲭鱼和珍鲹。我们的船

长和船员将帮助你处理渔获。还可以找间餐厅为您料理。 

 

免费的沙滩设备与泳池 

享受岛上免费的泳池和躺椅，在泳池戏水，或者只是躺在躺椅上午睡。也可以去沙滩租用免费的非电力设备，比如独木舟，

救生衣浮潜用具，帆板等等。 

 

ART CLASSES 艺术课程 

澳洲知名的画家指导艺术创作和油画绘画，提供所有的上课材料，你将与不同国家的顾客一起上课，体验休闲艺术之旅。 

 

 

查找所有自费活动价钱请查看汉密尔顿岛中文网站  

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things-to-do 

 

 

 

http://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things-to-do


 

第四天 离岛 

 

 

珊瑚景酒店和棕榈平房 

10 点退房， 您可以将行李寄放到酒店然后继续游玩，在前台询问相关航班的免费接驳车时间。 

 

海滨俱乐部 

10 点退房，请跟前台约好送机时间由 VIP 专车送去机场。 

 

qualia 酒店 

11 点退房，请跟前台约好送机时间由 VIP 专车送去机场。 

 

游艇俱乐部和其他 Holiday Homes 

10 点去机场 Holiday Home 前台办理退房，把行李留在房间，行李员 10 点来收取行李直接运往机场前台， 退房完后您也可

以保留高尔夫球车，航班起飞前 1 小时自行开车到机场并将车归还在机场停车处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