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行程
特點

Highlights

▲

尖峰石陣

Pinnacles

▲

天鵝河谷

Swan Valley

▲

瑪格麗特河

Margaret River

▲

羅特尼斯島

Rottnest Island

▲

波浪岩

彷彿漫步于遠古的月球表面
極致的美食美酒體驗

爸爸去哪兒三大拍攝地

在熱情的小島上邂逅呆萌自拍鼠
Wave Rock

在黃金內陸守望海洋

充滿活力的西澳首府城市
The Vibrant Capital C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珀斯坐落在天鵝河與世界上最大市內公園之一的國王公園之間，擁有一系列新潮酒吧、餐廳、購物中心和文化場所。
在珀斯，你可以品嘗新鮮美味的當地食材；選一處澳大利亞最古老的保護區進行野餐；探索世界一流的葡萄酒產區；感受弗
里曼特爾兼收並蓄的魅力；乘船前往羅特尼斯島，體驗海島樂趣；或者在19處美麗潔白的海灘中任選其一，觀賞令人陶醉的
印度洋日落。精彩紛呈，盡在珀斯，趕快前來親身體驗吧。
Perth is located between the Swan River and one of the largest city parks in the world – Kings Park, with a range of trendy bars,
restaurants, shopping centres and cultural venues. Perth gives you the opportunity to taste fresh and tasty local ingredients, choose one
of the Australia’s olden reserved area for picnic; explore the world class wine region, feel the local atmosphere of Fremantle; experience
the activities at Rottnest Island or enjoy the enchanting sunset at one of those 19 beautiful beaches on island.

費用包含
Inclusions

費用不含
Exclusions

酒店：酒店住宿 (珀斯一日遊除外）

機票：國際，國內航班機票及其稅

交通：全程機場酒店接送

小費：$5/人/天

門票：行程中所列景點門票

門票：自費項目

膳食：酒店早餐，行程上所列午，晚餐 (B=早餐，L=午餐)

保險：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

Hotel accommodation (exclude Perth Day Tour)
Coach Transportation

Admissions as indicated

Hotel breakfast & lunch as indicated

預訂條款
ns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irfare & taxes
Tipping $5/person/day
Optional Programs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消費：一切純屬個人性質消費
Personal expenditure

Terms & Conditio

❶ 12歲以下為兒童價格。

Child price which applies to child under 12 years.

❷ 行程所列的景點門票僅供參考，以當天景點門牌價格為準。

Admission rates listed in itinerary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ubject to change.

比賽，展會及中國新年期間)，請電話諮詢。
❸ 旺季附加費(公眾假期，學生假期，
Please call to check Peak Season surcharges.

❹ 行程中一日遊順序會根據出團日期而調整。

Actual order of itinerary may change according to day tour departures.

請參團客人準時在出發地點或接送地點等候，
逾時不到，
則視爲自動放棄，
不予退款。
❺ 爲保障所有乘客利益，

Passengers must arrive pick up point on time, due to guide will leave on time to protect all other passengers on tour
continued for their itinerary.

❻ 特殊情況下列如人數，天氣，交通，接送機等原因但不只限於此原因，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取消或替換旅遊項目，延
長或縮短路程的權利。

Special conditions occurred like weather, traﬃc, ﬂight delay or more, we reserved the rights to change, amend or cancel
the itinerary.

❼ 本公司不負責任何因交通或意外所導致行程延誤之客人損失。

We do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ies for any loss or delay due to traﬃc or any accident.

出發日期14內前取消將收取50%團費，
出發日期7天內取消恕不退款.
❽ 出發日期14天前免費取消，

Cancellation 14 days before departure ‒ no fees apply; cancellation within 14 to 8 days before departure ‒ 50%
cancellation fees applied; cancellation within 7 days ‒ non-refundable.

粉紅仙境 遊

Perth Pink Lake 3 Days Tou r

每周一出發 Depart Mon
成人(13以上）
$

898

3.5星酒店 4星酒店
3.5 Star Hotel

兒童(3-12歲)
$

845

/ 4 Star Hotel

單人價
$

1088

➢
➢
➢
➢

含2晚酒店住宿 加早餐
含西澳粉色仙境 - 粉紅湖Hutt Lagoon - 含西式午餐、西式晚餐
含世界之窗Kalbarri Natures Window - 含西式午餐、中式晚餐
含尖峰石陣Pinnacles - 含半只龍蝦套餐

1.兩人一房,標準雙單床(要求大床請報名時說明)。
2.孩童票適用年齡3-12歲。
3.一位孩童0-12歲與一位成人同行，此孩童與孩童同價。
0-2歲嬰兒，需有2位成人陪同,則享有免費。
4. 無機場接送機之服務

第一天: 珀斯 - 朱里恩灣 - 格林諾歷史遺跡中心&怪樹 - 粉紅湖 - 卡爾巴里
Day 1: Perth - Jurien Bay - Central Greenough Visitor Centre Hutt Lagoon - Kalbarri
早上8點出發，乘車前往朱里恩灣欣賞印度洋如玉一般的海灣，稍作休息後前往格林諾歷史遺
跡發現中心&怪樹並享用午餐，在這你可看到1863年最早的西澳北部居民定居點之一，為西
澳洲政府保護的歷史遺跡，此區中並有數只草尼馬自由奔跑著。午餐後繼續往北前進。沿途欣
賞美麗的野花和尋找經常出沒鄉村道路的野生鴯鶓和袋鼠。過杰拉爾頓後，可地面欣賞粉紅
湖的神奇，一攤不起眼湖水，在太陽的折射下，粉紅湖泊散散發光。經過500公里的印度洋公
路後，抵達卡爾巴里(Kalbarri)。晚餐在卡爾巴里(Kalbarri)享用。夜宿於此。
可自費選擇小飛機觀光粉紅湖30分鐘 每位$200 (請提前預訂, 安排第二天下午乘坐)。
餐食: 早-自理; 午-西式午餐; 晚-西式晚餐

第二天: 卡爾巴里 - 世界自然之窗 - 峽谷 - 紅崖區海岸懸崖 - 杰拉爾頓
Day 2: Kalbarri - Natures Window - Coastal Cliﬀe - Geraldton
早上8點出發，前往卡爾巴里國家公園，到達世界自然之窗，這紅白褐色相接的的天然拱門，可
以欣賞整個峽谷的全景以及墨奇森河（Murchisonr River）大回環的壯麗景，峽谷以斷著岩結
構類似澳洲中部帝王谷。在太陽折射下，赤紅的軀體層表表無疑，壯麗迷人至極。接著前往鷹
頭石（Hawks Head）
，從這可看到墨奇森河聞名的彎曲河道。壯麗的山景水貌，唯親臨才能體
會。結束國家公園之旅後，返回小鎮午餐，感受小鎮淳樸的鄉村之美，餐後欣賞卡爾巴里海岸
風光，印度洋壯觀的海邊懸崖紅崖區，海邊峽谷感受地球億萬年滄海變桑田的痕跡。晚餐在杰
拉爾頓享用。
餐食: 早-酒店内享用; 午-西式簡餐; 晚-中式晚餐

（160公里）杰拉爾頓杰拉爾頓

第三天: 杰拉爾頓 - 杰拉爾頓市區觀光 - 龍蝦屋 - 尖峰石陣 - 珀斯
Day 3: Geraldton - Lobster Shack - Pinnacles - Perth
早上8點前出發，杰拉爾頓小鎮觀光，欣賞全澳沉船紀念第一名紀念台-皇家軍艦悉尼II號紀念
台接著往著名的龍蝦小鎮休息，隨後到達瑟文特斯（塞萬提斯）尋找世界上少有的活海洋迭層
石，午餐在龍蝦屋，享用半只龍蝦套餐。飯後前往西澳著名的旅遊景點尖峰石陣，下車欣賞一
顆顆造型回異的石灰岩及砂岩柱;沙漠上形狀各異的奇石堪稱奇景，閃耀的金黃色石英沙，散
佈在沙漠中就像黃金，孤獨星球上這美麗的景色，讓你流連忘返。晚上回到珀斯市中心，送至
酒店休息。
餐食: 早 -酒店內享用; 午-半只龍蝦套餐; 晚-自理

此行程屬文字及圖片描述性質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爭議性。本公司及導遊有權視實際情況（天氣
，航班原因，原定酒店已滿及其他特殊或不可抗力因素）做出適當的安排及調整。如因個人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
因素未能及時配合行程時間而產生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
This itinerary and pictures detailed are purely for reference only. Premier Vacations and tour guide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Travellers must follow the set
itinerary at all times.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from incidents which
Premier Vacations has no control. Premier Vacations reser ve the right of final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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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石陣

Pinnacles

▲

天鵝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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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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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特尼斯島

Rottnest Island

▲

波浪岩

彷彿漫步于遠古的月球表面
極致的美食美酒體驗

爸爸去哪兒三大拍攝地

在熱情的小島上邂逅呆萌自拍鼠
Wave Rock

在黃金內陸守望海洋

充滿活力的西澳首府城市
The Vibrant Capital C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珀斯坐落在天鵝河與世界上最大市內公園之一的國王公園之間，擁有一系列新潮酒吧、餐廳、購物中心和文化場所。
在珀斯，你可以品嘗新鮮美味的當地食材；選一處澳大利亞最古老的保護區進行野餐；探索世界一流的葡萄酒產區；感受弗
里曼特爾兼收並蓄的魅力；乘船前往羅特尼斯島，體驗海島樂趣；或者在19處美麗潔白的海灘中任選其一，觀賞令人陶醉的
印度洋日落。精彩紛呈，盡在珀斯，趕快前來親身體驗吧。
Perth is located between the Swan River and one of the largest city parks in the world – Kings Park, with a range of trendy bars,
restaurants, shopping centres and cultural venues. Perth gives you the opportunity to taste fresh and tasty local ingredients, choose one
of the Australia’s olden reserved area for picnic; explore the world class wine region, feel the local atmosphere of Fremantle; experience
the activities at Rottnest Island or enjoy the enchanting sunset at one of those 19 beautiful beaches on island.

費用包含
Inclusions

費用不含
Exclusions

酒店：酒店住宿 (珀斯一日遊除外）

機票：國際，國內航班機票及其稅

交通：全程機場酒店接送

小費：$5/人/天

門票：行程中所列景點門票

門票：自費項目

膳食：酒店早餐，行程上所列午，晚餐 (B=早餐，L=午餐)

保險：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

Hotel accommodation (exclude Perth Day Tour)
Coach Transportation

Admissions as indicated

Hotel breakfast & lunch as indicated

預訂條款
ns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irfare & taxes
Tipping $5/person/day
Optional Programs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消費：一切純屬個人性質消費
Personal expenditure

Terms & Conditio

❶ 12歲以下為兒童價格。

Child price which applies to child under 12 years.

❷ 行程所列的景點門票僅供參考，以當天景點門牌價格為準。

Admission rates listed in itinerary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ubject to change.

比賽，展會及中國新年期間)，請電話諮詢。
❸ 旺季附加費(公眾假期，學生假期，
Please call to check Peak Season surcharges.

❹ 行程中一日遊順序會根據出團日期而調整。

Actual order of itinerary may change according to day tour departures.

請參團客人準時在出發地點或接送地點等候，
逾時不到，
則視爲自動放棄，
不予退款。
❺ 爲保障所有乘客利益，

Passengers must arrive pick up point on time, due to guide will leave on time to protect all other passengers on tour
continued for their itinerary.

❻ 特殊情況下列如人數，天氣，交通，接送機等原因但不只限於此原因，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取消或替換旅遊項目，延
長或縮短路程的權利。

Special conditions occurred like weather, traﬃc, ﬂight delay or more, we reserved the rights to change, amend or cancel
the itinerary.

❼ 本公司不負責任何因交通或意外所導致行程延誤之客人損失。

We do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ies for any loss or delay due to traﬃc or any accident.

出發日期14內前取消將收取50%團費，
出發日期7天內取消恕不退款.
❽ 出發日期14天前免費取消，

Cancellation 14 days before departure ‒ no fees apply; cancellation within 14 to 8 days before departure ‒ 50%
cancellation fees applied; cancellation within 7 days ‒ non-refundable.

蒙奇米婭 4遊

4人以上成行
Min. 4 person

Monkey Mia 4 Days Tou r

每周一出發 Depart Mon
成人(13以上）
$

1199

兒童(3-12歲)
$

999

單人價
$

1399

第一天: 珀斯 - 蘭瑟琳 - 塞萬提斯 - 杰拉爾頓 - 卡爾巴里
Day 1: Perth - Lancerin - Cervantes - Geraldton - Kalbarri
早上8點出發，一路欣賞美景: 沿途能看到白色的沙丘，平靜美麗的印度洋海岸線，如果運氣好
，還會偶遇到鴯鶓，袋鼠，針鼴等野生動物。【滑沙】經過蘭斯林小鎮，而這最負盛名的就是白沙
丘了。沙子實際是米白色，很細，遠看就像一座“冰淇淋沙丘”。登上沙丘，從頂面向蔚藍的印度
洋俯衝，可體會在白沙上飛一樣的感覺。
【龍蝦大餐】前往龍蝦工廠，特別安排龍蝦大餐，品嚐
南半球無污染的龍蝦，絕對是味蕾的一大享受。穿過西澳洲第二大港口城市拉爾頓。
【粉紅湖】
賞粉紅湖你不禁感嘆眼前的神奇，在太陽的折射下，粉紅湖泊散散發光。
餐食: 早-自理; 午-升級龍蝦午餐; 晚-西式晚餐
住宿: Western Kalbarri Edge Resort/Kalbarri Beach Resort或同級酒店

第二天: 卡爾巴里 - 世界自然之窗 - 峽谷 - 蒙奇米亞
Day 2: Kalbarri - Natures Window - Canyons - Monkey Mia
【世界自然之窗】，這紅褐色的天然拱門，可以欣賞整個峽谷的全景以及墨奇森河大回環的壯
麗景，峽谷以斷層岩結構類似澳洲中部帝王谷。結束國家公園之旅後，返回小鎮午餐，感受小
鎮淳樸的鄉村之美。
【卡爾巴里】欣賞卡爾巴里海岸風光，印度洋壯觀的【海邊懸崖】紅崖區、海
邊峽谷感受地球億萬年滄海變桑田的痕跡。傍晚驅車至蒙奇米亞。
餐食: 早-酒店早餐; 午-西式午餐; 晚-西式BBQ晚餐
住宿: Monkey Mia Beach Resort Shared-Bath Room或同級酒店

第三天: 蒙奇米婭 - 杰拉爾頓
Day 3: Monkey Mia - Geraldton
【親自餵海豚體驗】早晨在著名的蒙基米亞海灘，與海豚來一次親密接觸。蒙基米亞海灘位於
鯊魚灣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區，這裡是幾百條野生海豚的棲身之所，是西澳最知名的賞海豚景
點之一。這處平靜的海灣以經常造訪岸邊的友善海豚著稱，遊客可體驗親手餵食的樂趣。隨後
可以自費參加各種項目，也可以靜靜的享受海灘美景和愜意的時光。
【貝殼沙灘】是地球上一個
絕無僅有之所，在這里貝殼取代沙子，形成了一個美不勝收的海灘，實在令人稱奇！參觀
【呼吸
岩/疊層岩】，隨後回到卡巴里的住處,一邊俯瞰莫奇森河一邊享受著日落的美景。
餐食: 早-酒店早餐; 午-西式午餐; 晚-中式晚餐
住宿: Geraldton Waldorf 4星級度假酒店或同級酒店

第四天: 杰拉爾頓 - 朱里恩灣 - 尖峰石陣 - 珀斯
Day 4: Geraldton - Julien Bay - Pinnacles - Perth
【尖峰石陣】位於珀斯以北245公里處的南邦格國家公園內，公園內的奇形怪狀的石柱遍布在
沙漠中形成獨特的景觀，在平坦的沙丘中，四處都矗立著石灰岩尖塔式的石筍，最高的有1.5
英尺，小的只有手指頭那樣大，看上去就像古戰場的布陣，所以被稱為“尖峰石陣”。澳大利亞很
多地質奇觀都是滄海桑田的傳奇，尖峰石陣也是其中之一。在漫長的地質年代中，一片原始森
林沉入海中，並被砂石掩埋。樹樁和樹根在特定的條件下逐步礦化成石。又經過一輪滄海桑田
的變化，這片原始森林所在地浮出水面，重新形成陸地，經過雨水、風、陽光的長年侵蝕，砂石
逐漸剝離，那些已礦化的樹樁屹立在這片黃色的沙漠中，形成了“尖峰石陣”的地質奇觀。
第四天行程上午可以自費選擇出海2小時抓龍蝦體驗以及乘坐固定翼飛機天空欣賞粉紅湖體驗。
餐食: 早-酒店早餐; 午-西式午餐; 晚-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