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遊 & 活動 Day Tour & Activity套裝行程 Package

伯斯
PERTH - 2人成團、天天出發

MIX ‘N’ MATCH

行程 A: 天鵝河谷一日遊 (午餐:酒莊西式午餐) 周二、四、日
Swan Valley Day Tour

早上前往凱維森野生動物園，欣賞無尾熊、白袋鼠、袋熊、剪羊毛秀
表演等。接著至西澳最古老的葡萄酒產區天鵝河谷，在這你可享受美
食美酒的薰陶，高級精品酒莊品酒，試喝自釀葡萄酒。甜苦的巧克力
屋免費試吃三種口味的巧克力、香醇的咖啡屋試喝不同品種咖啡之
香。再來到小蜜蜂廠，試吃蜂蜜甜而不膩，這也有著自製蜂蜜酒和蜂
蜜霜淇淋的伴手好禮。一條充滿酒香美食飄逸的村莊，讓你有滿載而
歸的滿足。最後前往市內最大的國王公園，座落於伊萊山之上，有最
棒的自然觀景台，可以俯瞰全伯斯市全景和天鵝湖。

行程 B: 尖峰石陣一日遊 (午餐成人: 半隻龍蝦套餐/小孩: 魚薯餐) 
周三、六、日
Pinnacles Day Tour

早上乘車前往西澳最大的細白沙丘朗塞林沙丘開始滑沙的刺激之旅，
高高的沙丘上快速滑下，這絕對是一項考膽識、考技巧的運動！ 
接著穿越鄉村的野花和安靜的馬路，還有鴯鶓和袋鼠經常常出沒， 
隨後到達龍蝦屋，參觀印度洋龍蝦分類區及龍蝦午套餐。午餐後前往
在瑟文特斯尋找世界上少有的活海洋迭層石。接著下午到南邦國家公
園內欣賞古老石柱的尖峰石陣，橫跨沙漠的奇異活化石，蔚為奇觀的
石灰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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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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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590*
3 Days Package

C.

A. B.

Code 行程 Itinerary 大人價 / 小孩價 出發日期

A 市區天鵝河谷一日遊 $155/$125 二、四、日

B 尖峰石陣一日遊 $165/$125 三、六 、日

C 波浪岩一日遊 $175/$130 二、五、六

D 瑪格麗特河一日遊 $175/$130 一、四、五

E
羅特尼斯島 (含來回船票島稅、 

英文接駁巴士，無導遊陪同上島) $109/$52 天天出發

酒店

天數 

★★★  
三星酒店

3 Star Hotel  

★★★★ 
四星酒店 

4 Star Hotel

★★★★★ 
五星酒店 

5 Star Hotel

預設行程
Preset Travel

3D $590/$490 $640/$530 $690/$580 A~E 任選 2 個

4D $740/$600 $840/$700 $940/$750 A~E 任選 3 個

5D $940/$770 $1040/$830 $1140/$920 A~E 任選 4 個

單房差 $90 $110 $130 每房每晚

行程 C: 波浪岩一日遊 (西式午餐) 週二、五、六
Wave Rock Day Tour

早上前往西澳第一內陸小鎮，極具殖民時代風格的約克鎮，約克被連
綿起伏的美麗鄉村和牧場環繞，為西澳早期殖民地故作為第一塊內陸
定居地，這裡保留著文化遺址的魅力。接著前往位於西澳的小麥產帶
海頓，目睹黃金內陸一望無際綠油油的麥田，360 度全景地平線。 
中午享用波浪岩西式 BBQ 午餐，餐後欣賞伯斯東面350 公里的世
界第 8 大奇景地質公園之—波浪岩，高達 15 米的波浪岩，長約11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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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壯觀。另可欣賞另一巨石為河馬哈欠岩，可攀爬穿過此
河馬的咽喉，留下有趣的畫面。下午前往原住民的文化區洞穴，瞭解
原住民文化，有著古早的手印繪畫在此洞穴中。



• 接機時間: 第一天無行程參團接機時間為 8:00am-20:00pm 之間抵

達之航班，額外時間需多加附加費一趟 $50 (兩人成行)、單人費

用 $70。

• 送機時間: 行程最後一日若無參團行程 送機時間為  

8:00am-20:00pm 之間離開之航班。若最後一日有行程送機時間為

21:00pm 之後離開之航班。不接受提早離開的航班。

• 兒童以 3-12 歲為主，0-2 歲嬰兒 (不佔床、無餐、占車位)  

需與兩位成人同行價格為成人價半價，若與一位成人同行,  

則嬰兒與兒童同價。

• 團前、團後三星酒店 AUD$100/人/晚、四星酒店  

AUD$120/人/晚、五星酒店 AUD$130/人/晚，含早餐及機場接送  

(兩人成行)，單人房差額外另計。

• 3D ~ 5D 選擇行程 E，若為最後一天則須加價送機費用 一趟  

$50 (兩人成行)、單人費用 $70。

• 以上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 本公司保留最終解釋章程及細節的決定

權利。

MIX ‘N’ MATCH 伯斯 Package 

團費包含 

 ✓ 機場來回接送
 ✓ 住宿及早餐
 ✓ 行程中標明之餐食
 ✓ 專業中文導遊
 ✓ 旅遊巴士 
 ✓ 行程中所列之門票

團費不包含

 ✗ 國際、國內航班機票
 ✗ 當地導遊小費 AUD$5/每人每天
 ✗ 旺季附加費用
 ✗ 個人旅遊保險(強烈建議)
 ✗ 非人力因素  

(如因天氣、酒店房間等特殊情況) 
而導致的而外費用以及其他個人花費

退款取消條款: 1. 行程出發前 61 日以上(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 30%。
2. 行程出發前 31-60 日 (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 50%。
3. 行程出發前 15-30 日(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 80%。
4. 行程出發前 1-14 日(含出發當日)，取消、更改費用為總團費 100%。 

此傳單所列的團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並保留最
終決定和解釋權。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等因素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Part of the Holiday Xperience Travel Group. ABN 36 124 034 33. Updated 1 Apr 2019.

行程 D: 瑪格麗特河自然景觀一日遊 (午餐: 西式午餐)  
周一、四、五
Margaret River Day Tour

早上前往著名的瑪格麗特河區域，在酒莊品酒和享用午餐。餐後至古
代猛獁象之鐘乳石洞穴欣賞鐘乳石，之後乘車經過世界上最高樹種的
Karri 樹林，到達澳洲最西南角燈塔陸文燈塔，它是印度洋和南大洋
之交匯處，此燈塔至今照明守護了澳洲海岸線上最繁忙的海岸交通，
故提供服務給全世界航海船員。隨後途經南半球最長的木製棧橋巴瑟
爾頓棧橋，被評為全澳洲最美景色之一，在這欣賞海岸線長堤之美，
約 21:00返回伯斯酒店。

D. F.

伯斯 Perth

三星酒店
3 Stars Hotel/Motel

伯斯格蕾特南部酒店或同級
The Great Southern Hotels Perth or similar

四星酒店
4 Star Hotel/Motel

伯斯蘭利諾富特酒店或同級
Novotel Perth Langley or similar

五星酒店
5 Star Hotel/Motel

伯斯泛太平洋飯店或同級
Pan Pacific Perth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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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lease contact your Travel Agent for more details

行程 E: 羅特尼斯島 天天出發 
Rottnest Island

早上 7:30 自行出發至伯斯市區鐘樓碼頭 (The Bell Tower) 報到， 
船 8:30 出發前往羅特尼斯島，西澳人親切的稱之為「羅特」，是伯
斯海岸線外的一個印度洋上小島，它擁有細白的海灘與晶瑩透徹的海
灣，適合浮潛及游泳而聞名。第一站是羅特尼斯特島遊客中心，在這
可以查詢此島的各種資訊。島上有許多『澳洲短尾矮袋鼠』屬於袋鼠
類成員之一，是小型的有袋動物，個性十分溫馴，長的就像是隻微笑
的老鼠，故此地名有『鼠窩』的意思。此島略長約11公里、寬4.5公
里，最普遍的方式是騎自行車環島、乘坐公交汽車環繞一圈，也可步
行最受歡迎的短尾矮袋鼠步行路線或是選擇10分鐘的小飛機觀光 
(自費)，觀看眾多不同特色的海灣及沈船區的美麗珊瑚，游泳或是浮
潛享受印度洋海水的滋潤。選一處細白的沙灘發呆，海天一線的美，
令人忘懷，島上悠閒的步調、絕美的景色都帶你遠離凡人的世界， 
是當地人度假消磨時光的聖地。

★★ 此價格無導遊陪同、無接送，已包來回船票、島稅。

★★ 自費項目(每人): 腳踏車$30、浮潛用具$20、90分鐘觀光巴士 
$50、公交車$20、自助午餐$40

★★ 觀光飛機往返羅特尼島 $198/每人起 (限週六)

★★ 價格僅供參考，實際價格與各船公司官網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