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1279*
5 Day Package

PERTH  SHARK BAY AND MONKEY MIA

費用包含  

 ✓ 中文司機兼導遊
 ✓ 四晚住宿
 ✓ 旅遊交通
 ✓ 行程中所列之餐食

費用未包含

 ✗ 國際、國內機票
 ✗ 司導小費 $5 / 人 / 天
 ✗ 行程中未列之餐食
 ✗ 個人旅遊保險 (強烈建議)

 ✗ 個人消費及其他包含項目未提及之費用

注意事項及條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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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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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四星酒店 AUD$120/每人、五星酒

店 AUD$140/每人，含早餐及機場接送 (兩人成行)， 
單人房差額外另計。

• 抵達機場若無接機人員與您聯繫,請撥打我們緊急聯繫電話  
0434 606 0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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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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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ntact your Travel Agent for more details

鯊魚灣猴子米亞自然之旅五日遊
周三出發 4人以上成團

價格
酒店 大人價 / 小孩價 單人房價

四星酒店 4 Star Hotel $1279 / $1079 $1359

五星酒店 5 Star Hotel $1299 / $1099 $1399

第一天: 抵達伯斯 Arrive Perth
抵達伯斯後由由專人接機送往入住酒店，隨後您可於伯斯市區內自由活動。 
住宿: 伯斯四星酒店: 伯斯蘭利諾富特酒店或同級 Novotel Perth Langley or 
similar; 伯斯五星酒店: 伯斯泛太平洋酒店或同級 Pan Pacific Perth or similar
第二天: 伯斯 Perth - 蘭瑟琳 Lancelin Sand Dunes - 塞萬提斯 
Cervantes - 傑拉爾頓 Geraldton - 卡爾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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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蘭瑟琳 
【滑沙】，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白沙丘，登上沙丘從頂端面向蔚藍的印度洋俯
衝，可體會在白沙上飛一樣的感覺！之後前往龍蝦工廠，享受品嘗南半球無污
染的【龍蝦大餐】。穿過西澳第二大港口城市傑拉爾頓，【粉紅湖】欣賞粉紅
湖讓您不禁感歎眼前的神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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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成人) 半隻龍蝦套
餐/(兒童) 魚薯餐, 晚餐: 西式晚餐 住宿: 卡爾巴里埃奇度假村或同級 Western 
Kalbarri Edge Resort or similar
第三天: 卡爾巴里 Kalbarri - 世界自然之窗 Nature’s Window -  
蒙奇米亞 Monkey Mia
【世界自然之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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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谷斷層岩結構類似澳洲中部的帝王谷。結束國家公園之旅
後，沿途午餐後至【呼吸岩/疊層岩】參觀呼吸岩。【貝殼沙灘】是地球上一
個絕無僅有之地，在這裡貝殼取代沙子，形成了一個美不勝收的海灘，實在令
人稱奇！餐食: 早餐西式早餐,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 燒烤晚餐 住宿: 蒙奇米亞
海灘渡假村 (共用衛浴) Monkey Mia Beach Resort Budge
第四天: 蒙奇米亞 Monkey Mia - 鯊魚灣自然保護區 Shark Bay world 
heritage area - 傑拉爾頓 Geraldton
【餵海豚體驗】早晨在著名蒙奇米亞海灘，與海豚來一次親密接觸，留下許多
美好的照片，蒙奇米亞海灘位於鯊魚灣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區，這裏是幾百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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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您可以自費參加
各種專案, 當然您也可以靜靜的享受海灘美景和愜意的時光。餐食: 早餐西式
早餐,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 中式晚餐 住宿: 華爾道夫服務式公寓酒店 或同級 
Waldorf Geraldton Serviced Apartments or similar

第五天: 傑拉爾頓 Geraldton - 朱裏恩灣 Jurien Bay - 尖峰石陣 Pinnacles
早餐後出發前往【傑拉爾頓】小鎮市區海灘觀光和全澳沉船紀念第一名紀念
臺-皇家軍艦悉尼II號紀念臺。驅車至【朱裏恩翡翠灣】享用海邊午餐，午餐
後到達【尖峰石陣】位於南邦國家公園，公園內的奇形怪狀的石柱遍佈在沙漠
中形成獨特的景觀。餐食: 西式早餐 西式午餐 晚餐自理  
自費選項: 1. 天空欣賞粉紅湖飛行體驗。成人$230 / 兒童$185 (3-12歲) 
2. 出海龍蝦捕撈遊體驗 (4人起)，每人保證至少一隻澳洲龍蝦。成人$165 /  
兒童$100 (3-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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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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