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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導遊
旅程代碼: P5CS

價格

成人(2人同行)

成人(3人同行)

小童(與1成人)

價格有效至

(AU$ 澳幣)

雙人房

三人房

(2-12歲)占床

2016年9月25日

優惠價 (每位)

$1398 起

$1380 起

$1360 起

備註

小童(與2成人同行)
(2-12歲)占床 (2-12歲)不占床

$1350 起

$1330 起

單人參團 [注05]
單人房

參加配房

$1828 起 $1438 起

幼童(0-1歲)
不佔床/不佔座

$480 起

本團導遊小費是AUD5/每人每天
Brochure 行程宣傳單 (印制於2016年7月20日, 若此日期後行程有變動或更改, 以網站公布爲准, 本單僅供參考)

行程特色 ＊ 包雪梨來回機票、機場稅、燃油附加費、4晚四星酒店含早餐、特別贈送每人一瓶"瑪格麗特"紅酒
＊ ”爸爸去哪兒”第三季唯一的境外拍攝地-西澳！讓我們跟著" 爸爸" 的腳步一起體驗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美景/美食/美酒
＊ 巴瑟頓長提/瑪格麗特河鎮/魯文角燈塔/三洋酒莊/巧克力工廠/龍蝦小屋/賽凡提斯海灘/南邦國家公園/尖峰石陣/蘭斯林
＊ 約克鎮/海頓/波浪岩/河馬哈欠岩/原住民文化區洞穴/國會大廈/國王公園/西澳大學/弗裏曼特爾港/圓屋/漁人碼頭
出發日期：2016年10月1日
備注：自行來回悉尼機場

出發及回程：雪梨(悉尼) Sydney
航班時間：若航空公司有變動，將另行通知。

3月24日團(去程VA551=0715/0920 /回程VA562=1520/2230)
7月7日團(去程VA555=0935/1245 /回程VA564=1600/2210)

4月21日團(去程VA551=0715/1025 /回程VA564=1600/2210)
10月1日團(去程VA551=0715/1030 /回程VA562=1530/2140)

集合地點(時間以出票時通知爲准)： 伯斯Perth國內機場(PER)

Overview 行程簡介
標記涵義：★-主要景點(以當日開放爲准)

◎-途經不下車

第1天：Sydney悉尼－伯斯－巴瑟頓長提－瑪格麗特河鎮

¤-自費項目(每項均可選擇參加或不參加/建議向導遊購買/若自備門票在時間上配合不了-損失自理)

提前1小時以上，自行抵達悉尼國內機場，乘坐維珍航空[詳情]由悉尼飛往西澳大利亞最大城市

珀斯，抵達後中文導遊于機場接機。前往南半球最長之木造Busselton Jetty¤長堤巴瑟頓，據說宮崎駿的" 神隱少女"就是參考這長堤，就如童話世界一
樣，這個長長的木碼頭，看不見盡頭的長堤，長堤旁的深海，都讓你帶著冒險的精神。向前行走，別有一般愜意。隨後前往Margaret River★瑪格麗特河
鎮，西澳最知名的美食與美酒地區。瑪格麗特河擁有許多世界級酒莊和得獎的餐廳，是西澳最有名的美食和葡萄酒產區之一。參觀★酒窖並在精品酒莊享
用當地美酒。您可以在這裏品嘗從海中補撈的新鮮小龍蝦，或是當地有機的牛肉和松露。探訪★農夫市集並品嘗手工芝士，沉醉在本地手工朱古力和軟糖
的美味中。(住宿當地4*酒店)
第2天：瑪格麗特河－魯文角燈塔－三洋酒莊－瑪格麗特巧克力工廠－珀斯

酒店早餐後，前往澳洲最西南端Cape Leeuwin★魯文角，是印度洋和南大洋

之交匯處，也是最佳的賞鯨地點。觀賞海角在陽光下光芒閃耀的美景。隨後登上歷史悠久的Cape Leeuwin lighthouse¤魯文角燈塔，全球最壯觀的海角，
也是西澳最高的燈塔。在這裏您可以瞭解本區迷人的海洋歷史、觀賞美麗的海洋生物，包括海豚、鯨魚和海鳥，並登上燈塔頂端體驗風速。跟著前往”爸
爸去哪兒”拍攝地的Three River★三洋酒莊，揭開了帶有神秘面紗的澳洲三洋酒廠以及美麗的葡萄莊園，大家可自費在這品嘗美味西餐，欣賞海邊景色。
隨後前往Margaret River Chocolate Factory★瑪格麗特巧克力工廠，曾榮獲皇家展覽會上的“巧克力冠軍”，工廠裏彌漫著巧克力和可哥味道，還可以現
場觀看巧克力製作。免費品嘗的巧克力，可口的松露巧克力、果仁糖、巧克力棒和巧克力塗層美食一定會讓您口舌生津。隨後返回珀斯市區入住酒店。(住
宿當地4*酒店、酒店早餐)
第3天：珀斯－龍蝦小屋－賽凡提斯海灘－南邦國家公園－尖峰石陣－蘭斯林－柏斯

酒店早餐後，前往Lancelin Sand Dunes★蘭斯林沙丘-西澳最大

的細白沙丘地，開始刺激的滑沙¤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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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Lobster Shack★龍蝦小屋，參觀印度洋龍蝦
分類區，並可自費享用龍蝦午套。在龍蝦小屋的旁邊，你可以在遠處看到龍蝦漁船在海中捕捉各種海鮮。午餐後前往Nambung National Park★南邦國家
公園，國家公園內欣賞古老石柱的Pinnac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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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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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當地4*酒店、
酒店早餐)
第4天：柏斯－約克鎮－海頓－波浪岩－河馬哈欠岩－原住民文化區洞穴－佩斯

酒店早餐後，前往西澳第一內陸小鎮，極具殖民時代風格的York★約克

鎮。約克鎮被連綿起伏的美麗鄉村和牧場環繞，為西澳的早期殖民地故作為第一塊內陸定居地，這裏保留著文化遺址的魅力。隨後前往Hyden★海頓位於
西澳的小麥Wheat belt產帶，目睹黃金內陸一望無際綠油油的麥田，360 度全景地平線。中午可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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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Rock★波浪岩，是西澳人民引以為榮的大自然奇景，高達15 米的波浪岩，長約110 米，矗立在森林中，自然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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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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o's Yawn★河馬哈欠岩，可攀爬穿過此河馬的咽喉，留下有趣的畫
面。隨後前往原住民的Mulka's C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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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路上欣賞沿路◎麥田、野花之美。(住宿當
地4*酒店、酒店早餐)
第5天：佩斯－國會大廈－國王公園－西澳大學－弗裏曼特爾港－圓屋－漁人碼頭－回程雪梨

酒店早餐後前往★國會大廈，是西澳州政府的重要建築。

登上市內最大公園之一★國王公園的山頂或瞭望台就能將珀斯全城的美景盡收眼底。然後前往★西澳大學，這是澳洲最具歷史、代表性和實力的頂尖研究
性學府之一，在眾多權威的澳洲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隨後前往弗裏曼特爾的★紀念碑山，紀念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逝去的士兵和水手。您可以在★漁人碼
頭觀看傳統海上活動，然後登上★圓屋，殖民初期的第一座監獄，也是西澳歷史最悠久的歐洲古跡之一。並看看★弗裏曼特爾市場擁有的全球特色紀念
品。隨後送往Perth機場，乘坐維珍航空[詳情]返回雪梨，結束美妙而溫馨的旅途。(酒店早餐)

本行程可能涉及到的¤自費項目[注04]參考價(=澳幣AU$成人/小童，供參考以當日門市為準，所有自費項目均非強制性參加，更新2015年11月1日):
Busselton Jetty 巴瑟頓長堤(3/3)、Cape Leeuwin lighthouse 魯文角燈塔(8/8)、租滑沙板(10/10起)

團費包括：Sydney雪梨至珀斯Perth來回經濟艙機票、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托運行李費(20公斤/每人)、4晚4星級酒店雙人房、行程所列的4早餐及景
點★門票、特別贈送每人一瓶"瑪格麗特"紅酒。
團費不含：自費項目、指定外餐飲膳食、導遊服務小費(AU$5每人每天/總計AU$25每人)、私人消費、旅行保險Travel Insurance、單人房附加費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本旅程之常見問題問答
01) 所有價格在公佈日正確無誤。若延遲訂購，遇到酒店、機票、自費項目等售罄，優惠價將不再提供，具體價格需向我們查詢。
02) 行程前後次序視當地具體情況，地接導遊會做出調整，但總體項目不會有缺失(不可抗拒之原因除外)，行程中若有不滿意之處，請及早電話或電郵聯繫我們。
03) 旅遊車型以參團人數決定，常規旅遊車為14至46座旅遊巴士不等。
04) 若行程中有自費景點門票，可以選擇參加或不參加，但門票需由導遊統一購買，若自備門票在時間上配合不了大團的行程，損失自理。
05) 如果單人參團參加配房，需接受(同性)雙人房或三人房的安排，如果最後無人配房，可以獲全額退款或補差價住宿單人房(單人房價格可獲30元折扣)。
06) 本行程暫不接受出示智能手機上的旅行憑證文檔。請在出發前盡早預訂，免於自己無法或高成本列印(打印)出團通知而不能參加行程。

Terms and conditions 組團公司公佈的注意事項和報名、取消、轉讓及責任
Terms and conditions: Unde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our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our prior to or after the date of departure and the right to adjust/change the
schedule of the tour. Travel insurance is NOT included.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passengers have their own travel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 injury, loss/damage to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not being able to travel on the confirmed departure date. Full fare is required for booking. Cancellation fee: 30% of fare if you cancel 6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60% of fare if you cancel 59 to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No refund if you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departure. Liability: Whilst we make every effort to safeguard our clients, we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personal injury or loss due to events which are beyond our control. Passengers should note that adventure travel involves a higher than normal risk and
a signed release may be requir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before tour departure. Price may changed without notice by tour operator.

組團公司公佈的注意事項和報名、取消、轉讓及責任: 1.在各種情況下(如交通擁堵、特殊天氣、團友誤時、人數不足、車輛機械故障等原因)，發團社公司有權在行程前或啓程後取消或更
改行程，也有權縮短或延長行程。 2.本公司謹建議各位客人購買旅行保險。如因交通、天氣或其他非人為因素影響而需更改行程或滯留，所需一切費用由旅客自行負責。 3.如團友因任何
事故未能參團，取消辦法如下: 出發前60天以上取消，扣每位團費30%，出發前59至30天以上取消，扣每位團費60%，出發前30天內取消，所繳團費-概不退還。 4.團友請准時集合，
逾時不候。團友如遲到或未到，中途停團或自動放棄部份活動等，所繳團費概不退還。 5.團友旅遊安全由各交通公司，酒店，各旅遊景點等直接負責，與本社無涉。 6.個人物品或行李請
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組團社不承擔責任。 7.價格如因機票、彙率等變化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建議向我們查詢。 8.組團社或歡樂旅遊P&J Travel保留對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Copyright © 2005-2016 P & J Travel 澳大利亞歡樂旅遊－版權所有 非經許可－請勿任意轉載、出版本宣傳單之內容 ＊

Page 2 of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