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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Tours

澳紐之旅
New Zealand

澳紐之旅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全程中文導遊、 旅遊巴士、波浪岩門票、西式自助午餐 全程中文導遊、 旅遊巴士、猛獁洞門票、盧文海角燈塔、
門票、西式午餐

尖峰石陣 1 日游
The Pinnacles Day Tour

波浪岩 1 日游
Wave Rock Tour

瑪格麗特河一日遊
Margaret River Tour

珀斯 1 日遊 | Perth One Day Tour  

$175起 $185起 $185起

早上在指定的酒店或集合點上車後 ( 大約 8:30
前出發 )，乘車前往西澳最大的細白沙丘——【朗
塞林沙丘】(Lancelin Sand Dunes) ，導遊會
免費提供滑沙工具，讓您盡情在印度洋畔白色
石英砂上嬉戲，並享受整個朗塞林、農田風光、
沙丘及海岸線的壯觀景色。接著前往 【 龍蝦工
廠 】(Lobster Shack), 參觀並享用美味的龍蝦
午套餐。稍作休息後前往瑟文特斯 (Cervantes) 
，在那裏尋找世界上少有的活海洋迭層石，該
地也是世界遺產保護之一。短暫停留後將前往
美麗的【南邦國家公園】(Nambung Nation 
Park) 內欣賞古老石柱的【尖峰石陣】 (The 
Pinnacles)，這裏是西澳最獨特的自然景觀之
一。 在太陽光的照射下，光芒耀眼，不同角度
所折射出的石柱營造出一種如外星人般的神秘
地貌，閃耀的金黃色石英沙散佈在沙漠中就像
黃金，讓您在數千座矗立在沙漠中的古老岩石
柱，感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溫馨提醒： 成人 $175/ 小孩 $135 ; 請攜帶墨鏡、
遮陽帽、防曬霜、及穿著舒適的步行鞋

早上在指定的酒店或集合點上車後 ( 大約 7:30 前
出發 )，前往西澳第一內陸小鎮——【約克鎮】
(York town) ，體驗殖民時代風格的文化遺
址魅力。短暫停留後前往【 波浪岩 】(Wave 
Rock) ，途徑【 海頓 】(Hyden) 的【 小麥產帶 
】(Wheatbelt) ，目睹黃金內陸一望無際綠油
油的麥田。中午享用波浪岩西式自助午餐，餐
後欣賞珀斯東面 350 公里的世界第 8 大奇景地
質公園之一【波浪岩】(Wave Rock) ，是西澳
居民引以為榮的大自然奇景，高達 15 米的，長
約 110 米的波浪岩矗立在森林中，自然風化形
成的花崗岩波浪就像一片席捲而來的巨浪，相
當引人入勝。遊覽過後將繼續啟程前往【原住
民文化區洞穴】(Mulka’s Cave)，了解原住民
文化，有著古老的手印繪畫在此洞穴中。16:00
啟程回珀斯，沿路欣賞麥田及野花之美，18:00
左右返回珀斯市中心。

溫馨提醒： 成人 $185/ 小孩 $135 ; 請攜帶墨
鏡、遮陽帽、防曬霜、及穿著舒適的步行鞋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全程中文導遊、 旅遊巴士、滑沙板、龍蝦工廠參觀費用、
南邦國家公園門票，午餐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自費專案、旅行保險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自費專案、旅行保險 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AU$5）、自費專案、旅行保險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預訂須知 Remark：
團費必須在出發之前付清，方可保留位置，否則將視為自動棄權。 兒童價適用于 3-12 歲兒童。 使用信用卡付費，需加手續費。 以上參團價格包括 GST 消費稅，不含個人消費，餐費及
每人每天 AU$5 導遊小費。 在出發前 7 天之內取消行程，不予退款，不得轉替。 此團為中文司機兼導遊團，以普通話、粵語講解為主。 為保障其他乘客利益，請準時抵達出發地，愈時
不侯，並將視作棄權，不予退款，不予改期。 本公司建議客人購買旅遊保險。 如在行程中由於旅遊車誤時，機械故障，天氣因素等不可抗力影響下造成的任何傷亡性意外事件，而令行
程更改或者損失，本公司一概不負責不予賠償。 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取消或替換旅遊專案，縮短或者延長旅程的權利。 行程中所有價格以澳幣計算。

上車點 / Gathering Places ( 請提前 10 分鐘到達）

集合地點 : 從珀斯 CBD 內各家酒店接送，預定時安排具體出發時間 
酒店不在接送範圍或住於城外及沒提供接送點一律安排在 Flight Centre Northbridge (189 William Street, Northbridge) 集合              

  08:30 ( 尖峰石陣 1 日遊 )    07:30 ( 波浪岩 1 日遊 )    07:30( 瑪格麗特河一日遊 ) 

出發日期：兩人成團 , 逢週三，六，日出發
Departs Every Wed & Sat & Sun

出發日期：兩人成團 , 逢週二，五，六出發
Departs Every Tue & Fri & Sat

出發日期：兩人成團 , 逢週一，四，五出發
Departs Every Mon & Thu & Fri

早上 ( 大約 7:30 前出發 ) 前往南半球最長的木
造長堤【巴賽頓】(Busselton)，長長的木碼頭
如童話世界一樣，看不見盡頭的長堤，旁邊的深
海，向前行走，別有一番特色。短暫停留後前往
擁有整個澳洲最亮麗的海岸線之一 ——【瑪格麗
特河】(Margaret River)，漫步在河邊觀賞高
聳密的樹林，連綿的田野，還有排列整齊的藤
蔓，非常賞心悅目。這裏還有很多世界級酒莊
和得獎的餐廳，可參觀酒窖並在酒莊享用當地
美酒和午餐。稍稍休息後前往至【古代猛獁象
之鐘乳石洞穴】(Mommoth Cave)，欣賞大自
然的瑰寶之一鐘乳石。洞內留有許多古代已經
滅絕的動物化石遺骸，令人歎為觀止。之後乘
車穿越波然普森林 (Boranup Forest)，觀賞世
界上最高樹種之一的 karri 樹林，平均樹高約 70
米。然後來到澳洲最高的燈塔——【盧文角燈
塔】(Cape Leeuwin Lighthouse)，至今已擁
有 100 多年的歷史。19:00 返回珀斯市中心。

溫馨提醒： 成人 $185/ 小孩 $135 ; 請攜帶墨
鏡、遮陽帽、防曬霜、及穿著舒適的步行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