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含尖峰石阵一日游 加半只龙虾午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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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自助午餐

第一天: 从机场接机,送回酒店休息。自行自由活动。(自行
酒店、机场Check in/Check out) 
餐食:自理

第二天: 尖峰石阵一日游
早上8点半前出发，乘车前往朗塞林沙丘(Lancelin Sand Du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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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接着前往旅
程随后到达龙虾屋(Lobster Shack)，参观印度洋龙虾分类区及龙
虾午套餐。13点午餐后前往在瑟文特斯 (Cervantes)寻找世界上少
有的活海洋迭层石。下午14点到南邦国家公园(Nambung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内欣赏古老石柱的尖峰石阵(Pinnacles)
，横跨沙漠的奇异活化石，蔚为奇观的石灰柱。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光芒耀眼，不同角度所折射出的石柱，营造出一种如外星人般的
神秘地貌，闪耀的金黄色石英沙，散布在沙漠中就像黄金，孤独星
球上这美丽的景色，让你流连忘返，18点前回到酒店休息。
餐食: 早 –酒店內享用 、午 –成人: 半只龙虾套餐 :小孩:鱼薯餐 、 
晚 – 自理

第三天: 玛格丽特河 自然景观 一日游 
早上7点半出发，前往著名玛格丽特河(Margaret River) 区域，一
家酒庄品酒和午餐。餐后至古代猛犸象(Mammoth C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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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 Leeuwin 
Lightho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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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selton)小鎮，在这停留30分钟，欣赏海岸线长堤(Busselton 
Jetty)之美，据说宫崎骏的 ´神隐少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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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 –酒店內享用 、午 –西式午餐 、 晚 – 自理

第四天: 波浪岩一日游+行程结束后送至机场,请预定晚上
22点后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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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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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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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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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po´s Ya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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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ka´s C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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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 –酒店內享用 、午 –澳式BBQ 特色自助午餐 、 晚 – 自理

天天出发 两人成行  成人价   3-12岁内       单人成行單人价

1. 费用包含: 
 • 中文司机导游、
 • 旅游巴士、
 • 行程中所提及门票和餐食、
 • 晚酒店含早餐。两人一房,标准双单床 
 
2.  费用不包含:
 • 任何機票及其稅
 • 私人消费
 • 旅游保险、强力推荐旅客在出发前购买旅游保险
 • 晚餐费用 、
 • 导游小费每人每天$5 

預定條款 Terms & Conditions
1. 天天出發。行程中日遊順序會根據發團日期調整，保證各個行程皆會完
成。
Daily departure. MW Tours reserved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if 
required.
2. 酒店、機場需自行登記入住。 Hotel and Airport all by self-check in.
3. 免費接機時間為早上8點至晚上9點之指定時段(8am, 10am, 12pm, 14pm, 
16pm,18pm及20pm)，其他時間需收取附加費$50/程。要求延遲送機服務
費$20.00/人
Free airport transfer: 8am-9pm, all self-check in. Other time: $50 
surcharge one way. $20.00 surcharge/pp if guest request for postpone 
transfer
4. 10-12 月期間因低產季節，將暫停參觀龍蝦屋作業流程，但仍可享用龍蝦
餐。
From Oct to Dec, the Lobster Shack will be closed. The lobster meal will 
still served.
5. 兒童不佔床無早餐與兩大人同房(3-12歲)，12歲以下適用兒童優惠，不佔
床兒童將不提供酒店早餐。
Child no bed & breakfast sharing with 2 adult, Under 12 years will be 
charge as Children price. No breakfast provide if kid stay with parents by 
using exist bed。
6. 0-2歲嬰兒，與2位成人同行則免費；一位嬰兒與一位成人同行，此嬰兒
即與兒童不佔床團費同價 。
Infant 0-2 years free of charge if travel with 2 adults; if travel with 1 adult, 
kids price charged。
7.旺季會有附加費 (公共假期，聖誕假期，新年，重要會議等) 。High 
season charge applied.
8. 報名後，距出發日期30天前取消收取50%團費/人手續費；距出發日期29
天內取消恕不退款。遲到或未能及時會合當地導遊,所交費用概不退還。
Cancelation: 50% tour fare charge if cancel 30 days before departure; 
full cancelation charge if cancel within 29 days from departure day. No 
refund if no show or being late
9. 因天氣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本公司保有在啟程前或行進間取消或更改行
程的權利。
10. 本公司保留更改旅行計畫的權利，行程中如因車輛故障活因其他任何因
素而導致行程更改，任何私人物品的遺失或損壞，人員傷亡以及第三方的
協議受損，本公司將部會做出任何賠償。
MW Tours and its land operators reserved the right to cancel or change 
the itinerary under unforseen conditions.

行程介绍

珀斯四日精华游 
Perth 4 day Tour

孩童价13岁以上

3.5星酒店
Great Southern Perth $750     $660                $1100

5星酒店
Duxton Perth Hotel    $900     $795                $1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