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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

餐食/自理
住宿/ Perth IBIS STYLE 或 Perth Mercure 或同级

Day 1

餐食/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住宿/ Geraldton Nightcap Winterson 或同级

这些怪树 （LEANING TREE） 中最知名的就是位于 杰拉尔顿 
（GERALDTON） 南郊的布兰德公路 （BRAND HIGHWAY）
旁的那一棵。 这棵树其实位于某个农场主的私人领地， 但由
于在路边就能很轻易地看到它， 且这棵树周围没有任何其他
树木， 非常适合拍照， 因而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打卡！

夜晚， 你可以参加特色杰拉尔顿观星摄影之旅 （自费， 每
位 AUD$99.00）。 在专业摄影师的带领下来到原野， 尽情
领略南半球纯净而浩瀚星空， 寻找南十字星， 了解行星、
恒星、 星云和星团的知识， 还将获得 1 张和星空同框合影的
照片 （电子修图）， 成为朋友圈的焦点！

售价： $1899 折扣价：$1699
浪漫童趣7日游
西澳大利亚

2人成团 2022年7月06/13日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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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杰拉尔顿Day 2

搭乘航班前往全世界最孤独的西澳。 她拥有澳大利亚至少一
半的面积，和三分之一的海岸线，气候宜人，自然风貌丰富，
也有精致的葡萄酒庄园， 更有 50 种蓝色的海滩。 珀斯是西
澳的首府， 也称之为 “全世界最孤独的地方”， 这里有全
年 300 天的美好阳光， 这里有黑天鹅和 750 岁的猴面包树，
这里还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粉红湖。

早餐后，伴随着温柔的印度洋海风，我们将沿高速，前往并入住
粉红湖小镇杰拉尔顿。在前往 杰拉尔顿 （GERALDTON）的路
上，你会发现很多“歪脖子树”。这些树其实是一种奇怪的自
然现象，因西澳强劲的南风使树木倾斜在地面上，直接“躺平
”，以90度水平方向横着生长，简直就是树木中的“葛优瘫”
！



上午09点酒店出发，前往悉尼号沉船纪念碑（HMAS Sydney 
II Memorial），俯瞰美丽的加吉拉尔顿和印度洋海景。停靠
在朱莉恩湾（Jurien Bay），这里有可爱的栈桥和清洁的海滩
。

龙虾工厂-尖峰石阵-白沙丘Day 4

上午09点酒店出发，于光线照射最佳的上午10点抵达粉红湖 
(Hutt Lagoon Pink Lake) ，轻松拍出美丽的粉色大片。继续北
上，游览壮观的卡尔巴里紅崖海岸线（Red Bulff Coast）。中午
在卡尔巴里小镇逛一下（午餐自理）

壮观的天空步道是卡尔巴里国家公园的地标景点，位于峡谷
上方100米，由两个25和17米的平台组成，在步道上可以俯
瞰峡谷与整个公园地貌。沿海岸公路返回杰拉尔顿。

粉红湖-卡尔巴里国家公园

中午在位于塞万提斯的龙虾工厂 (Lobster shack)，享用西
澳岩石红龙虾，搭配香气扑鼻的薯条和新鲜的色拉，满足你
的味蕾。
下午去到尖峰石阵(The Pinnacles)，位于“南邦国家公园”
之内，是一座紧靠印度洋的沙漠活化石奇观。在金色沙漠之
中，竖立着成千上万由贝壳组成的石灰岩柱，有的高达4英
尺、有的却小如手指，仿佛步入了神秘的太空星球。

Day 3

随后拜访卡尔巴里国家公园(Kalbarri National Park)，浏览2大
地标-自然之窗(Natures Window)和天空步道（Kalbarri 
Skywalk）。自然之窗这块镂空的岩石是一个天然造物的奇特作
品，仿佛一幅天然画框，将穆尔其森河 (Murchison River) 的风
景巧妙定格，层叠的砖红色崖壁、浅驼色的河岸点缀以绿色植被
，是卡尔巴里标志性的组合。除了拍一张标准的游客照，360°的
全景照、或仅仅端坐冥想、托腮思考都很合适。

餐食/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住宿/ Geraldton Nightcap Winterson 或同级

最后一站来到兰瑟林白沙丘(Lancelin Sand Dune)，绵延起
伏的白沙丘犹如天上洒下的冰淇淋，最高处有3-4层楼房的
高度，滑沙之后回到珀斯酒店休息。

餐食/酒店早餐，午餐龙虾餐，晚餐自理
住宿/ Perth IBIS STYLE 或 Perth Mercure 或同级

千余千寻海上小火车和粉色教堂Day 5

8 点 接 你 出 发 后 ， 约 1 0 0 0 点 抵 达 班 伯 里 艺 术 中 心 （
Bunbury Arts Gallery），这曾是一座修道院，整个外墙
都是粉色的，从外观犹如一座精巧的粉色城堡。城堡内外都
有适合拍照的绝佳角度，还有澳洲艺术家的画作和艺术品。



珀斯铸币厂(The Perth Mint)是世界上仍在其最初厂址运营
的最老的金币铸币厂之一，在其铁门后欢迎您前来大饱眼福
，参观地球上的金条收藏并亲手触摸到价值一百万澳元的纯
金条。 
您会对有史以来的金币惊叹不已，它由一吨纯金组成，价值 
5 千万澳元。 将您的目光投向地球上开采出的天然金块之一
，它在澳大利亚最令人目眩的天然金块收藏中占据了中心位
置。 参观古老的 1899 年金库，这里储藏着世界上的投资金
条收藏。 或者，进入古老的熔化室，观看倾倒熔化黄金以形
成固体金条的现场演示。
下午市区自由活动，您可以前往国王公园与植物园、天鹅钟
塔、西澳大利亚水族馆等景点，近距离感受西澳首府，这个
世界最佳居住城市与世界最友善城市的魅力。

罗德尼岛Day 6

最后，导游将诸位送至机场，我们的全部行程，也在此划上
圆满的句点。

小岛长11公里，宽4.5公里，有超过20处洁白、绝美的海滩
，可以租借自行车、搭乘观光巴士、自由浮潜，还可以参加
跳伞或者出海抓龙虾等活动。她也被各大明星综艺节目例如
《妻子的浪漫旅行》选为拍摄地。返程的渡轮于下午1630
离开小岛，大约晚上1730抵达珀斯。

午餐之后，迎着温暖的海风，你将坐上浪漫的 红色复古小
火车（Jetty Train Ride），和热门的综艺“妻子浪漫旅行
”同款噢！小火车带着你缓缓驶向大海中央，一定要去到栈
桥尽头去找那块“爱情向导牌”！之后，去到玛格丽特河的 
奶牛小镇(Margaret River Cow Town)，可以品尝南纬34
度最新鲜的牛奶冰淇淋(Hand-made Ice Cream Factory) 
，齿颊留香，令人难忘。沿高速返回珀斯，大约1730抵达
酒店。

继续向南，抵达 巴塞尔顿栈桥（Busselton Jetty），这是
南半球最长的栈桥，也是宫崎骏漫画的灵感来源。栈桥边开
设了最新的海景餐厅和咖啡店，你可以在这里自由选择美食
，和家人朋友分享。

※行程概况仅做参考，请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旅行社保留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顺序的权利。

餐食/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住宿/ Perth IBIS STYLE 或 Perth Mercure 或同级

上午08点出发，前往接驳巴士的上车点至码头搭乘渡轮，去
到罗特尼斯岛(Rottnest Island)，西澳的明星岛。她位于印
度洋上，吸引了全世界的明星前来打卡。她拥有世界上最小
的袋鼠Quokka，有着可爱的微笑，喜欢和游客合影，又被
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小动物。

珀斯市内Day 7

餐食/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住宿/ Perth IBIS STYLE 或 Perth Mercure 或同级

餐食/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退款与更改：
出团前1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1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200/人；出团前6-1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300/人；出团前5个工作日内取消
，恕不退款。
报名后更改出团日期或更改其他行程的收费标准：出团前1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10个工作日）更改，收取$200/人；出团前6-10个工作日更改
，收取$300/人；出团前5个工作日内恕不更换。

保险：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非预期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如额外的交通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客人如自愿放弃购买旅
游保险，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

如果遇到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无法旅游，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尚未使用旅游景点门票。其他项目按照供应
商的政策执行。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旅游，一律不退款。

万国旅行社只提供文字中所列的服务项目及相关事项的有限责任，不承担与此文字描述之外的责任，如人情方面的，客人个人方面的，不可预见性
的突发事件，和法律或者刑事方面相关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等一切责任。

以上所有的价格NZD或$等标注均为新西兰元。

以上所有条件和限制和行程描述都是依据新西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并接受新西兰法律约束和保护。以上所有文字、图片、标志、图标均为万
国旅行社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客人/委托人 签名）                                                                               （日期）                                       

自费说明：
杰拉尔顿观星摄影之旅每位$99.00
粉红湖飞机空中观光每位$260.00

自费项目只是列出可供选择的项目，不是指客人有时间完成全部自选，客人需根据时间自行取舍。
以上罗列自费项目费用为第三方费用。书写时以上信息正确。价格有可能被供应商更改，请购买时自行上网查询，我方不负责任。
购买自选项目时请注意，有可能会发生额外的交通费、预订费、信用卡手续费以及停车费等费用，请在付款前仔细询问清楚。
自费自选项目的合同人是顾客和第三方供应商，合同的价格，条款等不受我方约束，请仔细阅读第三方的文件后再谨慎签字。
请您在选择参加自费项目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后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字确认后交给导游，以保证您的合法权益。
其他自费项目请自行斟酌。游客如果希望参加行程中未列的自费项目，请游客务必在自费同意书上签字；一旦发生纠纷，您所保留的签字文件将被
作为调解的依据，以便您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酒店安排：
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酒店，但保证同级或以上标准。澳新地广人稀，住宿设施有限，客人不可以因此极为罕见的情形为由投诉。三人间：新西兰的
三人间默认为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或行军床。如果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事先声明，出发前公司会尽力确认；如果酒店难以确认时，客人可以选择更换
房型并补交费用。

旅行注意事项* * * * * * * * * *

 

 

费用包括： 

费用不包括：

*西澳4晚当地4星酒店住宿（2人1间）含早
*珀斯当地全程交通司机兼导游服务
*1次特色午餐-每位1只西澳岩石红龙虾午餐（配薯条色拉）
*罗特尼斯岛当日往返船票含登岛税+接送
*全程景点门票，包含巴赛尔顿栈桥小火车往返车票
*珀斯机场-酒店接送

*往返机票     * 导游小费每人每天$5澳币      *旅游保险        *其他未提及的费用  

特别说明  * 所有行程安排按当地状况（例：天气或房间影响等等）作最后确定，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售价：
12岁以上成人        折扣价每人$1699起* , 双人间或三人间标准住宿
4-11岁小童            $1629，龙虾工厂午餐为半只
4岁以下                  请咨询销售
单人房                   需缴纳每晚 $120 的单房差
定金                       $300/人，余款需在团队出发14天以前付清；逾期未缴费用，视作定位作废。定金不退、不换以及不得转让他人。
*备注                      每年农历腊月28-农历正月初八，成人和儿童需额外支付春节附加费$1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