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澳珀斯粉红仙境波浪五日游 
每周一、二、四出发 

4 晚酒店住宿加早餐
机场接机服务 ( 限定 08:00-21:00)

玛格丽特河自然景观一日游 

波浪岩一日游 

西澳粉色秘境 - 粉红湖 Hutt Lagoon 
世界之窗 Kalbarri Natures Window 
尖峰石阵 Pinnacles 

澳式 BBQ 特色午餐 - 龙虾套餐 
 

   

第一天 

从机场接机 , 送回酒店休息（早、午、晚餐自理） 
抵达后，导游接机送入酒店，之后自由支配时间，市区观光。 
＊夜宿：Great Southern Perth 或同级 

第二天 

玛格丽特河自然景观  一日游（酒店早餐 、西式午餐 、 晚餐自理） 
早上 7 点半出发，前往著名玛格丽特河区域，一家酒庄品酒和午餐。
餐后至古代猛犸象之钟乳石洞穴，欣赏钟乳石。14  点半乘车经过世
界上最高树种的 Karri 树林，15 点到达澳洲最西南角灯塔 - 卢文
海角灯塔，地面欣赏灯塔之美，也可见印度洋和南大洋之交汇处，此
灯塔至今照明守护了澳洲海岸线上最繁忙的海岸交通，故提供服务给
全世界航海船员。随后返回至南半球最长之长堤 : 巴瑟顿小鎮，在 
这停留 30 分钟，欣赏海岸线长堤之美，据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
就是参考这 Jetty， 如同童话世界一样，看不见尽头的长堤，别有
一般惬意。18 点离开结束大自然景观之旅，返回珀斯。21 点前酒店
休息。 
* 夜宿：Great Southern Perth 或同级 

第三天 

波浪岩一日游（酒店早餐、澳式 BBQ 特色午餐 、晚餐自理） 
早上 7 点半出发，前往西澳第一内陆小镇，极具殖民时代风格的约 
克镇。 为西澳大利亚的早期殖民地故作为第一块内陆定居地，这里
保留着文化遗址的魅力。10 点接着前往海登位于西澳的小麦产带 
Wheatbelt，目睹黄金内陆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360 度全景地平线。
中午享用波浪岩西式 BBQ 午餐，餐后欣赏珀斯东面 350 公里的世界第 
8 大奇景地质公园之—波浪岩，是西澳洲人民引以为荣的大自然奇景，
高达 15 米的波浪岩，长约 110 米，矗立在森林中，自然风化形成的
花岗岩波浪，就像一片席卷而来的巨浪，相当壮观。另可欣赏另一
巨石为河马哈欠岩，可攀爬穿过此河马的咽喉，留下有趣的画面。接
着 14 点前往原住民的文化区洞穴，了解原住民文化，有着古早的手印
绘画在此洞穴中。16 点回程路上欣赏沿路麦田之美，9-10 月欣赏野花
之美。19 点半酒店休息。 

* 夜宿：Great Southern Perth 或同级 



 

第四天 珀斯 – 朗塞林白沙丘 - 龙虾屋 – 海岸悬崖 – 卡尔巴里 
酒店早餐、成人 : 半只龙虾套午餐 / 小孩 : 鱼薯午餐、成人 : 兩道式
晚餐 / 小孩 : 孩童西餐晚餐 
早上 8 点前出发，乘车前往朗塞林白沙丘，开始滑沙的刺激之旅， 
高高的沙丘上快速滑下，这绝对是一项考胆识、考技巧的运动，也是
西澳最大的的细白沙丘地。接着往著名的龙虾小镇瑟文特斯，午餐在
龙虾屋，龙虾工厂参观龙虾的分装过程，並享用半只龙虾套餐。午餐后
继续往北前进，将近 400 公里 (4h 的印度洋公路后，欣賞卡尔巴里海
岸風光，印度洋壮观的海边悬崖紅崖區 - 自然桥。抵达卡尔巴里。晚餐
在卡尔巴里享用。 
* 夜宿： Kalbarri Edge Rsort 或同级 

第五天 
卡尔巴里 – 世界自然之窗 - 粉紅湖 - 格林诺历史遗迹中心 & 怪树 – 
尖峰石阵 - 珀斯（酒店早餐、西式午餐、晚餐自理） 
早上 7 点半出发，前往卡尔巴里国家公园，欣赏世界自然之窗，峡谷
以断层岩结构类似澳洲中部帝王谷。在太阳折射下，赤红的躯体层
层表露无疑，壮丽迷人至极。结束国家公园之旅后，接着欣赏壮观的
粉色奇景 - 粉红湖，一摊不起眼湖水，在太阳的折射下，粉红湖泊散
散发光。午餐在格林诺遗址入內享用及参观，有机会遇到羊驼， 餐后继
续前往西澳著名的旅游景点尖峰石阵，下车欣赏一颗颗造型回异的
石灰岩及砂岩柱; 沙漠上形状各异的奇石堪称奇景，孤独星球上这美
丽的景色，让你流连忘返。 晚上 20 点回到珀斯市中心。 
行程当天结束之航班 , 请预定晚上 23 点后起飞航班。 

報價：雙人房：成人价 $1420.00； 
3-12 岁兒童价：$1278.00； 
單人房: $1859.00； 

含 4 晚酒店住宿 加早餐 
含机场接机服务 ( 限定 08:00-21:00) 
含玛格丽特河 自然景观一日游 加西式午餐 
含波浪岩一日游 加澳式 BBQ 特色午餐 
含西澳粉色秘境 - 粉红湖 Hutt Lagoon - 含西式晚餐 
含世界之窗 Kalbarri Natures Window - 含西式午餐 

含尖峰石阵 Pinnacles - 含半只龙虾套餐 

１. 预定时请全额付款，价格为纽元含税。费用包含：中文司机导游及旅游巴士、行程中所提及门票、餐食及酒店含早餐 ( 適用於指定套裝行程)。 
2. 费用不包含：机票、签证费用、私人消费、旅游保险、导游小费每人每天 $5 澳币。 
3. 酒店為双单床标准房含早餐，不佔床孩童不含早餐，4 月份、10 月份、11 月份西澳举办重要会议期和澳洲公定假期、中国新年等有额外
附加费。城外酒店以乾净舒适为主，视淡旺季酒店房调整，报名时请说明标准双人间或双床间。 
4. 请注意補充水分、防晒和保暖。 
5. 请携带个人药品、换洗衣物和用品，行李以軟包為主不超过 7 公斤为原则。 
6. 建议携带墨镜、遮阳帽、防晒霜、雨具、相机、防寒外套、飲用水、穿著舒适的步行鞋和衣褲。 
7. 景點為自然景觀，每年夏季 12-2 月高溫，冬季 5-8 月雨季，報名時請考慮清楚。行程內容会随机调整对调，保证各个行程皆会完成。 
8. 强力推荐旅客在出发前购买旅游保险。 
9.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政治因素、戰爭、災難、天气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将不承擔任何責任。 
10. 本公司保留更改旅行计划的权利，行程中如因车辆故障或因其他任何因素而导致行程更改、任何私人物品的遗失或损坏、人员伤亡以及
第三方的协议受损，本公司将不承擔任何責任。 
11. 如因故未能参团，退费规定如下：(1) 出发前 14 日取消行程扣团费 50%；(2) 出发前 7 日内取消，所交费用概不退还；(3) 迟到或未到者, 
所交费用概不退还。 
12. 请记得开通手机号，行程前一日晚上九時会收到简讯通知最终集合时间和车牌号，紧急联系电话：0894933822。 
13. 额外附加费：A. 超过晚上 9 点至隔日清晨 8 点有机场接送附加费一趟 $50。B. 要求行程结束后隔日或延迟送机附加费一人 $20。 ( 限定
08:00-20:00)。C. 孩童以 3-12 岁为主；0-2 岁嬰兒，需有 2 位成人陪同，则享有免费。一位嬰兒 0-2 岁与一位成人同行，此嬰兒与孩童同价。 
D. 請參考本公司接送地點清單，要求行程结束后送至机场一人 $20( 非套裝行程，適用於 2 人以上)。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 酒店接送如下 : 
* East Perth: Hyatt Regency Perth 、 Pan Pacific Perth ∣ West Perth: Rendezvous Hotel Perth Central 、 Mounts Bay Waters 

Apartment Hotel 
* Perth CBD: Duxton Hotel Perth、Travelodge Hotel Perth、Holiday Inn Perth City Centre、Parmelia Hilton Perth、Mantra 

on Murray 、 Seasons of Perth 、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 Northbridge: Chicho Gelato (GELATO) (180 William street, 
Northbridge)、The Great Southern Hotels Pe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