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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港

欢迎来到悉尼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来到悉尼，您一定会想要浏览这座城市所有知名的标志性景点——悉尼海港
大桥、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曼利的金色沙滩和邦迪海滩、岩石区、考拉和袋鼠。在接下来的
短短几天时间内，您将有机会体验所有这些景致。到时您就会了解为什么悉尼一直都会被全球
旅行者评为 “世界最美城市”之一。
您还会发现这是一座热爱欢庆的城市。一年中的任何时候，您都会发现正有一场节庆、一场演
出或是一场热情洋溢的庆典正在这座城市上演。在这座城市的年度节庆日历中包含有诸如悉
尼海港的跨年庆典活动、悉尼艺术节（1月份）、悉尼海港露天歌剧（3月）、悉尼同性恋节（3
月）、悉尼皇家复活节嘉年华（3-4月）、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5-6月）和悉尼国际艺术系列展
（11月起）等重要节庆活动。 
这座多元化城市有着丰富多样的食物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美食都能被这里的厨师以当
地食材精心料理后呈现给您。
无论您行走在悉尼的任何角落，您都会发现自己被迷人的各种自然景致所包围，从海港到金色
沙滩，再到国家公园和郁郁葱葱的皇家植物园。尽情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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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海滩

第一天
前往历史悠久的岩石区，了解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历
史，也开启您的悉尼观光之旅。接着将前往麦格理大街，
您将在那里看到包括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海德公园
和圣玛丽大教堂在内的几栋殖民时期的典型建筑。您可
以驻足在海港的麦考利夫人岬角，这里是观赏和拍摄悉
尼海港大桥和歌剧院壮观景色的最佳欣赏点。
接着继续漫步在拥有双湾, 玫瑰湾和Vaucluse的富饶东
区城郊。屈臣氏湾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渔村之一，因其美
丽的风景、新鲜的海鲜、酒吧和餐馆，这里至今仍是受人
欢迎的地区。在前往邦迪海滩享用午餐前，您可以沿着海
岸步行欣赏壮观的海湾景色，俯瞰这个澳大利亚的最具代
表性的海滩之一的邦迪海滩，邦迪的餐馆和咖啡馆将为您
提供其独创的世界各地风味的美食和饮料。
午餐之后，您将穿过绿叶茂密的帕丁顿返回市区。位于牛
津大街帕丁顿是个购物的绝佳场所，许多漂亮的精品商店
就坐落在这位于市郊修复一新的19世纪排屋中。这里汇
聚有各种前沿设计和定制工匠，快来这个十字路口寻找最
好的商品吧。

在短暂车程之后我们将来到世界遗产之一的悉尼歌剧院，
您将在此参加一次幕后探索之旅，独家近距离接触这座
建筑瑰宝，欣赏他闻名于世的白色帆船造型和出色的港
湾位置。
回到您入住的酒店，在前往尼克餐饮酒吧集团下属餐厅享
用晚餐之前，您可以在酒店房间休憩。
夜宿：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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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桥

第二天
在酒店享用早餐后出发参观另一些悉尼标志性景点。
观赏整个悉尼壮观美景的最佳地点之一就是登上悉尼大
桥顶部，今天上午您就将有机会前往攀登悉尼大桥，进行
您生命中的新一次攀登。在大桥最高峰，您会看到海港向
东延伸直至大洋，向西延伸直至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还能
远眺蓝山风貌。而您在顶峰拍摄的照片一定会让您的朋
友惊叹不已。
令人兴奋的攀登结束之后，您将漫步穿过岩石区来到环形
码头，登上库克船长游轮坐一次短途游览穿越海港，前往
悉尼塔龙加动物园。坐落在海港边缘并拥有绝佳城市天
际线景观的动物园是超过4000个动物们的家园，这里每
天提供20场饲养员讲座和动物表演。一项新的设立在丛
林环绕处的高空冒险活动——高空绳索探险，是种新奇有
趣的从高处观赏动物园动物的游览方式。

享用完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安排的午餐后，我们将带您前
往位于达令港的柯克湾码头， 在这，您将在杜莎夫人蜡
像馆和超过75位世界级名人来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其它位于达令港的景点还包括有悉尼SEA LIFE水族馆，
悉尼野生动物公园和国家海事博物馆。
回酒店休息后，出发前往位于岩石区的悉尼海港水滨餐
厅，边欣赏港湾风景边享用晚餐
夜宿：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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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园 皇家植物园

第三天
在酒店享用早餐后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今天上午您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来安排您的时间
如果您想给悉尼的短暂停留来一次精彩总结，那就跳上城
市观光双层巴士吧。在顶层观光层，你可以一览悉尼那些
地标性景点的壮观景色。整条线路共有31个站点，您可以
在任意站点随意上下。澳大利亚海事博物馆、中国花园、
坎贝尔湾、海德公园、皇家植物园或是邦迪海滩都值得您
停留观赏。
您也可以选择搭乘直升飞机，换一个角度从制高点俯瞰
这些悉尼标志景点，来一个短暂却风景优美的直升飞机
之旅。

随后，ATE会前考察买家将被送往其所指定的位于悉尼国
际会展中心的酒店办理入住登记手续。
ATE会后考察买家将被送往悉尼国际机场搭乘返回的航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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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港

重要注意事项 
一些重要事项提示可帮助您更好的准备您的新南威尔士州之行：

澳大利亚吸烟规定
联邦法律禁止在所有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大楼、公共交通、机场和国际和国内航班上吸烟。更详细的禁烟法规将由各州
视本州具体情况而定。
大多数澳大利亚的州和地区禁止在封闭的公共场所吸烟，特别是工作场所和餐馆。

澳大利亚电压 
澳大利亚使用220-240伏电压，扁平三孔插座。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一切电器设备的电池充电器，只要在220-
240伏范围内的，都可以配合转换插头使用。如果不是，您可能需要购买变压器来升高或者降低电压以符合澳大利亚的电
压需求。

着装标准 
此次考察团的着装标准是白天可着装休闲，参加夜晚活动时请着商务休闲装。我们建议您晚上外出时再携带一件暖和的
外套。

气候
五月是澳洲秋末初冬的季节。新南威尔士州的秋季气候宜人，平均气温在12摄氏度（53华氏度）至17摄氏度（62华氏度。

行程包含
请参考新南威尔士州发布的考察团免责书，其中将会有具体描述。

行李准备
建议带上适合户外活动和观景的步行鞋/靴，一件暖和的外套晚间穿着，您的防晒霜、太阳眼镜和太阳帽。最好别忘了带上
防雨的外套或伞，以防外出时下雨。

请注意行程将可能有所变更，所有活动都将在您出发前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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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

注意事项

本次行程包括：住宿、游览、接送和指定膳食。所有其他个人意愿参加的项目和发生的费用，以及改行程中标注为“自行
安排“或“自行承担费用”，都将由参与者自行安排和支付。

请注意您的行程安排不包含以下：
• 个人发生的费用（如房间小食吧、视频、美容沙龙）
• 洗衣费
• 电话、网络连接或其他通讯费用
• 旅行保险或签证费用
• 小费
• 饮料及酒——除另有安排
• 餐食——除特别指明由主办方安排

请注意行程将可能有所变更，所有活动都将在您出发前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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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考察团免责书
您同意基于以下条款参与考察团行程内的各项活动：
1.  本免责书中所指“活动”包括但并不限于：国际与国内航班、中

转、地面交通、住宿、观光及其他任何包含在考察团行程中的景
点与活动。

2.  接受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以下简称“新州旅游局”）赴悉尼及新
南威尔士州考察邀请，就意味着您同意本免责书中所列条款。

3.  您同意遵守考察团操作人员给出的指导及其他新州旅游局针对
考察团或各项活动提出的指示。

4.  新州旅游局在筹备考察团方面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和考虑，然而
考察行程的安排依赖于产品及服务供应商提供的信息，新州旅游
局对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负任何责任。

5. 新州旅游局随时可能因任何不确定因素取消或中止某项 活动、 
考察团行程或您的参与权
6.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新州旅游局不提供所有明确及隐含的保证条

款，包括关于考察团及考察活动的及其用于任何目的的适用性证
明。

7.  作为参与此次考察的一部分，您同意办理并续保包括相关个人旅
行及医疗险在内的所有合理保险。

8.  您自行决定参加本考察团及相关活动，并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所
有风险。新州旅游局对本考察团或相关活动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或由于您参加考察团所产生的任何费用、损失、伤害、疾病、死
亡、事故等不负任何责任（包括间接造成的损失），不论损失或伤
害是否源于新州旅游局的疏忽、不在场、其他侵权行为或源于任
何法规或法定行动。

9. 您 认识到，除活动中常见的危险情况及相关风险外，本考察团同
样可能产生其他的危险及风险，这些情况在您接受参与考察时已
得到您的认可，其中可能包括：

a) 您未做好准备的体能消耗 
b) 活动性质本身可能增加导致意外、伤害或死亡的可能性以及
c) 远离常规医疗服务
10. 您明白该活动可能由非新州旅游局的第三方组织并提供，新州旅
游局不对其他各方的行为负责。
11. 您 同样明白活动中可能存在个人或新州旅游局未知的风险，且此

类风险在当前或活动进行中都可能具有不可预见性。

12.  您承担参与考察团各项活动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并保证主动承
担参与活动的所有相关责任，包括因参与到考察活动中而有可能
受到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13.  您保证身体素质符合考察团各项活动要求，无任何可能因参加考
察团活动而增加受伤风险的医疗状况。如您有可能影响参与考
察团活动的或因参加考察团活动而增加受伤风险的医疗状况，我
们建议您不参加考察团。请告知我们您的任何医疗状况、特殊饮
食要求和/或过敏反应。

14.  如参与考察团各项活动中，存在全部或部分由于任何新州旅游
局及其高管、官员、员工、供应商、考察活动所涉及或使用到的
餐饮、资产、设备的租赁及承租方或许可人及被许可人，及其他
所有参与者（免责方）的行为、疏忽、不作为，或任何免责方的餐
饮、资产、设备状况问题而产生的任何形式的伤害（包括个人伤
害、致残、肢体残缺及死亡）、损失、索赔、责任追究或费用赔偿
（无论发生在我本人、我的继承人或其他我的个人代表身上的），
您特此宣布将永远免除并放弃追究免责方的责任，并使其免受伤
害。并且您同意在您、您的继承人、接任人在违反本免责书条款
追究责任时，新州旅游局可以凭借此协议捍卫权益。

15. 在澳期间，您同意严格遵守澳洲相关法律法规。
16.  作为考察团的一部分，您可能乘坐其他公司或个人运营的交通运

输工具（如：汽车）。您同意新州旅游局不对运营商的行为负责。
新州旅游局不对该运营商具备运营该交通工具所必备的特殊技
能予以证明，因此您参与该活动环节的风险需自行承担，同时认
识到存在您与新州旅游局都未知的风险，并且此种风险在当前或
活动进行中都可能具有不可预见性。

17. 具体安排参见提供给您的考察团行程单。如对行程有任何疑问，
请于出团前咨询新州旅游局。请注意以下各项并未包含在考察团所列
行程中，此类行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需自理：个人额外开销（如：客房
服务费、客房酒吧消费、电影频道服务费、洗衣服务费、美容美发服
务费等等），除行程中特别规定之外的电话、网络、无线、传真及其他
通讯费，保险，以及除行程中特别规定之外的餐饮费。考察团成员必
须参加行程单提及的所有项目。新州旅游局保留随时变更行程的权
利。
18.  您必须持有有效护照及前往澳洲所必须的澳大利亚签证。 

19.  考察团结束后，新州旅游局将提供评估及反馈意见表，请在规定
时间内填写完成。

悉尼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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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港

20. 参 观访问期间，请务必秉承专业负责的态度。
21. 您授权新州旅游局及相关第三方出于任何宣传和市场推广目的，
永久性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免费使用（包括版权费）考察团活动中涉
及到您的照片、视频、音频和引语，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出版物、推广
传单、新闻报道、网站、内部通讯、电子内部通讯、介绍、书籍以及杂
志。使用上述材料无需进一步获得您的同意。
22.  您免除新州旅游局及其相关第三方以及旅游局和第三方的所有

官员、员工、任何及所有其他相关人员和拍摄、录制、复制或发表
第21条所述照片、视频、音频和书面引语有关的责任。

23.  您放弃所有和展出、电视播放或以其他方式宣传上述材料相关的
任何付款和版权费的申请权，无论此类展出、电视播放或其他宣
传方式的目的和赞助方式为何以及是否存在入场费或租赁费。

24.  您同样放弃对于新州旅游局或新州旅游局指定的个人或实体获
得的任何照片、视频、音频或书面引语的审查权或批准权。

25.  如新州旅游局和/或其相关第三方在使用或制造上述材料成品的
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对材料进行修改或合成，或使材料变形、
模糊、产生光学错觉，您免除并放弃追究新州旅游局和/或其相
关第三方的责任。

26. 您 同意所有底片和正片，无论是以照片、印刷品、视频、影片、音
频还是录音形式存在的，都完全属新州旅游局或新州旅游局指定
的个人或实体所独有。

27.  如需照片、视频、音频或引语的副本，请告知新州旅游

2017年ATE 条款：1.ATE买家可登记多个考察团 。 2. 2017年ATE新南威尔士州考察团 的成团名单 将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最终确认通知。 3. 考察团出发前一个月需提供航
班信息。4. 考察团只适合ATE买家参加，不接受买家的配偶、客人或陪同人员。5. 请确认您已经认真阅读过本文件并全程理解文件内容，并且该文件将对您参加的考察项目有
约束力。



如您想了解更多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2017年ATE
考察团信息，请联系: 
ate.2017@dnsw.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