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賞絕麗景致

暢遊自然生態

【赫特瀉湖】世界最有名粉紅湖，有上帝遺落玫瑰美譽，搭直升機俯瞰夢幻景色

【尖峰石陣】猶如外星沙漠地貌的石化原生林，彷彿遺世奇蹟散佈在黃色沙丘間

【波浪岩】長110公尺高15公尺，形狀似海浪的巨大岩石，澳洲十大自然景觀

【雙角步道】世界知名健行步道，壯闊印度洋海岸和森林景觀，懸崖岬角及野花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西澳第一個被列世界自然遺產景點地方，堪稱澳洲大峽谷

【國王公園】南半球最大市區公園，有1500多種以上特有種植物，數量世界之最

【奧爾巴尼】西澳最南城市，探訪千萬年前與南極洲相連之處，驚嘆自然的力量

【澳洲農場】到農場近距離看澳洲特有動物，有無尾熊、袋鼠、鴯鶓、袋熊…等

【丹瑪克巨樹谷公園】沿著樹頂步道通往樹冠上方，從高處鳥瞰整個森林景致

深度人文歷史

品嘗道地美食

【弗裡曼特爾】充滿著藝術氣息的西澳殖民城市，周末的假日市集絕對是當地特色

【巴瑟爾頓】宮崎駿神隱少女景點，150年歷史長1.8公里，也是南半球最長棧橋

【伯斯】西澳首府及世界十大宜居住城市，市區遊覽國王公園、鑄幣廠等知名景點

【農場體驗】深入體驗澳洲農場生活，安排與當地人互動品嘗產地到餐桌農場美食

【瑪格麗特河】澳洲頂級酒發源地，澳洲波爾多之稱，葡萄酒產區品酒及嘗酒莊菜

【奧爾巴尼】當地特產鮮嫩肥美的生蠔，雖然不大但肉質鮮美，生蠔吃來入口即化

【奧爾巴尼】法國人在西澳移民區，到此一定要享用一頓融合澳洲風味的法式早餐

【比利茶】原生叢林農場中的澳洲式下午茶，這種喝茶方式只有在澳洲鄉下才獨有

【松露農場】澳洲松露產量最大，了解松露採收、品嘗松露，享受森林中悠閒時光



體驗在地生活

精選細心安排

【波浪岩】探訪知名拓荒者家族，了解波浪岩拓荒歷史及多年經營當地觀光的感動

【凱莉度假村的森林散步】在地人帶領探訪當地人最愛的森林秘境，來場叢林探險

【餐標】安排當地特色及客製餐，平均高出一般旅行社50澳幣，最高160澳幣

【精選飯店】配合動線，安排當地最佳的飯店，另特別安排兩間私房人文旅宿

【不過度拉車】傑拉爾頓到伯斯安排搭乘內陸班機，省下6-7小的的舟車勞頓

【不走馬看花】赫特瀉湖搭乘直升機俯瞰夢幻景色、獨有慢遊步調，深度參觀

草飼農場澳式烤肉 奧爾巴尼生蠔

啤酒花園田園餐 龍蝦海鮮拼盤



專業帶團達人

曾任西澳旅遊局 黃金內陸旅遊推廣局市場經理

2015大陸綜藝爸爸去哪兒第三季西澳製片聯繫人

2019大陸綜藝妻子浪漫旅行第二季 西澳旅遊特約代表

資深澳洲策旅人專長西澳、昆士蘭跟塔斯馬尼亞客製行程

曹佑如 (雪梨姐姐、Shirley Yoru Tsao)

有機澳洲料理 森林野餐

有機澳洲料理 健康滿分的早餐



獨家細心安排

● 目前市面上最深度、最完整、拉車距離最短的西澳慢遊行程。

 (澳洲地大物博，每日都有既定的里程要走，景點間的實際里程請參考手冊中行程介紹)

● 特別邀請政府企業指定策旅人曹佑如 (Shirley Yoru Tsao)規劃帶團，台灣彰化

員林人，熟悉的朋友都叫他雪梨姐姐，代表西澳旅遊局接待省長級領導、電視台

長、許多知名企業家，及星馬、大陸、台灣知名藝人等，也曾負責大陸知名綜藝

節目拍攝規劃及現場製片聯繫人，例如：爸爸去哪兒、湖南衛視的妻子浪漫旅行

(章子怡、袁詠儀參演)。在西澳生活25年，策旅角度是期盼到訪西澳的朋友，有

如到當地拜訪老朋友一樣那般愜意輕鬆與賓至如歸。

● 市面上餐標最高的西澳行程，最低50澳幣，最高160澳幣。(一般團體餐標基本

10-30 澳幣，本團中餐平均60澳幣，晚餐平均80澳幣，最高到160澳幣。)

● 住宿飯店保證入住，另外特別安排入住私人森林度假莊園，您可以到農場中採摘

無花果等新鮮水果，也可以在農場中體驗「真正的」澳洲BBQ，一般的澳洲旅遊如

果有安排BBQ餐，就是帶您到一間餐廳然後送上烤肉，這才不是澳洲人的BBQ。



● 特別安排屬於當地人才知道的森林慢遊，在叢林中享用澳洲下午茶、比利茶，這

是澳洲傳統的下午茶，比利茶之所以叫比利茶，因為它是被裝在比利茶壺（Billy 

Can）裡。這種茶壺可不是放在火爐上煮的，而是在戶外用樹枝搭個架子，掛在火

上煮。當地原住民還會在茶裡加一些桉樹葉，讓茶裡融入更多芳香。 要喝之前，

會把這一大壺拿下來用胳膊使力的在空中轉幾大圈，靠離心力把茶葉與茶水分

開。這個可是有難度的呢，力氣不夠大速度不夠快的話，你可以想像那茶壺會在

空中以怎樣的速度拋物線飛出去。

● 這次除了精心安排的行程、餐食外，也要特別介紹波浪岩的希娜，她的家族建立

了波浪岩的繁榮，同時也見證了波浪岩的興衰，拉車超過300公里到波浪岩，絕對

不讓您只看到岩石就離開，更重要的是要讓您深度了解當地人的生活，以及打造

波浪岩傳奇的拓荒者家族的故事，如果晚上天氣晴朗，還會帶著大家來趟波浪岩

的觀星之旅呦~~

期盼有行旅的貼心、細心，以及深度安排，讓貴賓體會最道地的西澳，在旅遊清

單中，增加一個美麗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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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斯

波浪岩

奧爾巴尼

班本頓

瑪格麗特河

巨樹谷公園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赫特潟湖

尖峰石陣

傑拉爾頓

遊覽車 首府

城市

景點

內陸航線

國際航線

Day 1

Day 4

Day 10
Day 9

Day 3
Day 2

Day 6

Day 7

Day 5

Day 8

尖
峰

石
陣

波
浪
岩

赫
特
潟
湖

巨樹谷公園

卡
爾
巴
里
國

家
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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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原則，得依航空公司、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實際情形調整，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單獨報名之貴賓將協助與同性旅客安排同住，倘若無法配房，將收取單人房加價費

桃園   香港 (CX469 10:00-12:00)- 香港   伯斯 (CX171 15:05-22:50)

伯斯 -蘭斯林沙丘 -尖峰石陣 -傑拉爾頓

傑拉爾頓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赫特潟湖 (粉紅湖 )- 傑拉爾頓

傑拉爾頓   伯斯 ( 內陸航班：澳航 QF 2981 (11:40-12:40)- 弗里曼特爾

弗裡曼特爾 -巴瑟爾頓 -瑪格麗特河

瑪格麗特河深度探訪：波爾納普森林、雙角步道、有機葡萄酒莊、袋鼠農場

瑪格麗特河 -班本頓：哈姆林灣、松露農場、凱莉森林渡假村

班本頓 -丹瑪克巨樹谷公園 -奧爾巴尼

奧爾巴尼 -波浪岩

波浪岩 -伯斯

伯斯市區遊覽 -伯斯   香港 (CX170 23:55/07:45+1)- 香港   桃園 (CX494 10:25/12:25)

Day l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

Day 11-12

機上 機上 InterContinental Perth City Centre 

西式簡餐

西式簡餐

花園餐廳啤酒餐

The Goose海邊景觀餐廳

有機葡萄酒莊餐

松露農場午餐

澳式肉派餐

法式精緻咖啡館

西式簡餐

自在購物發代金自理

西澳鄉村簡餐

草飼牛農場澳式烤肉

酒店西式三道式

有機澳洲料理

酒店西式三道式

義大利料理

渡假村西式三道式餐

西澳傳統料理

酒店自助餐

酒店尊爵自助餐

中式海鮮餐

The Gerald Apartment Hotel 

The Gerald Apartment Hotel 

Quest Fremantle Apartment Hotel 

私人森林度假別莊Karriview Lodge

私人森林度假別莊Karriview Lodge

Karri Valley Resort

Beach House by Bayside

Wave Rock Lakeside Resort

Crown Towers Perth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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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桃園 伯斯香港

(CX469 10:00-12:00) (CX171 15:05-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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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 機上 InterContinental Perth City Centre 

伯斯 Perth
西澳大利亞州的首府及西澳最大城市，是澳洲第四大都市，西面是浩瀚的印度洋，氣候屬

地中海型溫和氣候，整座城市位於天鵝河河畔，是非常受歡迎的觀光旅遊勝地，是世界最

佳居住城市之一。這裡的市民也非常熱情友好，曾贏得了世界最友善城市的稱號。
● 貼心安排，安排晚上到達班機，讓團員充分休息後，隔天可以精神滿滿開始旅程。

蘭斯林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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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簡餐

草飼牛農場澳式烤肉

The Gerald Apartment Hotel 

Day2

傑拉爾頓

蘭斯林沙丘

尖峰石陣

120km

80km

240km

伯斯

蘭斯林沙丘 Lancelin 
藍天白雲搭配西澳特有的白色細沙組合成

美景，在西澳獨有的白色沙丘中，搭乘四

輪傳動越野車，穿梭沙漠區中，這是非常

有趣的體驗。

尖峰石陣 Pinnacle
成千上萬的石柱散佈沙漠之中，營造出一

種如外星人星球般的神秘地貌，有些石柱

高達三點五米，這裡原本有著一大片的尤

加利樹林，因地殼變動被淹沒於海底後又

再浮出地面，成為石灰岩化石，在平坦沙

漠中非常壯觀。

尖峰石陣

● 沙漠越野車會比較顛頗，有心臟疾病者不建議搭乘

赫
特
潟
湖

尖
峰
石
陣

傑拉爾頓 Geraldton
西澳第二大海港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坐

擁豐富的自然資源，當地以礦業、漁業和

觀光為主要經濟來源，臨海加上特殊的地

形，處處都是美景。

蘭
斯
林
沙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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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特潟湖 Hutt Lagoon
西澳海岸線上的神奇湖泊，有著上帝遺落

玫瑰美譽。湖泊內含有大量的藻類植分解

出「β-胡蘿蔔素」而形成夢幻的粉紅色。 

隨著季節及光線轉變下的折射，呈現出瑰

麗的顏色。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Kalbarri National Park 
古老的地貌，壯麗大峽谷搭配河流蜿蜒其

中，岩石拱門世界之窗Natures Window是

西澳第一個被列世界自然遺產景點，和河

流完美勾勒出鬼斧神工力與美的線條，非

常壯觀，堪稱澳洲的大峽谷。

Day3

傑拉爾頓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赫特潟湖(粉紅湖)

130km

100km

100km

傑拉爾頓

西式簡餐 酒店西式三道式 The Gerald Apartment Hotel 

● 行程特別安排搭乘小飛機環湖，從不同角度充分欣賞上帝的美
麗的調色盤，或深或淺，層次分明，令人陶醉。

蘭
斯
林
沙
丘

卡
爾
巴
里
國
家
公
園

赫

特
潟
湖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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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弗里曼特爾

20km

傑拉爾頓

花園餐廳啤酒餐

有機澳洲料理

Quest Fremantle Apartment Hotel 

伯斯
澳航 QF2981 (1140-1240) 

弗里曼特爾 Fremantle
這裡的地名出自一位英國軍官查爾斯費里曼特

爾的名字，他宣稱佔領西澳，並以此為殖民據

點，故由此命名，迎著海風走在充滿著藝術氣

息的蜿蜒巷道，靜靜品著19世紀復古建築物，

很多都是石灰礁岩所建成，最吸引人的莫過於

當地的周末市集，1897年起成立，販售著當地

的特色商品，加上街頭藝人表演，是假日必訪

之地。

上午舒服的享受飯店設施，晚點退房，搭乘中

午內陸航班回到伯斯後，先享用港式飲茶後再

前往弗里曼特爾觀光。

● 貼心安排，從傑拉爾頓拉車回伯斯至少要6小時(不包含停休息站)，特
別安排搭乘內陸班機，省掉長途拉車之不便。

傑拉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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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瑪格莉特河

50km220km

弗里曼特爾 巴瑟爾頓

巴瑟爾頓 Busselton
南半球最長的木棧橋有著150年歷史，長1.8公里，也是日本動畫神隱少女 取景地，有著西

澳黃金海岸之稱，沿著鐵路欣賞一望無際海岸線，終點站的海底景觀台可近距離欣賞珊瑚

礁，和色彩鮮豔的熱帶和亞熱帶魚類。

The Goose海邊景觀餐廳 酒店西式三道式 私人森林度假別莊Karriview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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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河 Margaret River
澳洲頂級酒發源地，有澳洲波爾多之稱，

這裡因其高品質的佳釀和美食而聞名於

世。儘管此區葡萄酒產量不及澳洲整體的

百分之三，卻佔世界頂級葡萄酒的五分一

以上，當地超過120間以上世界級酒莊，安

排參觀有機葡萄酒莊，在酒莊享用午餐。

到當地人口袋景點-波爾納普森林Boranup 

Forest、雙角步道Cape to Cape Track散

步呼吸芬多精尋幽探秘。之後前往尼爾農

夫開設的私人農場作客(私房行程)，坐上

別有風味的四驅老爺車，農場周圍尋找野

生動物，並到叢林中品嘗野外澳式下午茶

及特有的農村蛋糕，這種感覺就像老朋友

帶著您體驗當地生活。

有機葡萄酒莊餐

義大利料理

Day6
瑪格麗特河深度探訪

私人森林度假別莊Karriview Lodge

波爾納普森林

比
利
茶

雙
角
步
道

波
爾
納
普
森
林

有

機
葡
萄
酒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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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角
步
道

雙角步道 有機葡萄酒莊

袋鼠農場
有

機
葡
萄
酒
莊

瑪格麗特河尋幽探秘

袋
鼠
農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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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本頓 Pemberton
周邊的哈姆林灣Hamelin Bay在這有機會看

到難得一見的魟魚。接著到西澳黑色鑽石

的松露農場Truffle Farm，除歐洲大陸，

澳洲也有原生的松露，其中西澳南部因氣

候與農業技術，松露產量逐年增加，這裡

主要品種為佩里戈爾松露，也是目前此品

種松露產量最大的地方，特別安排在松露

農場享用午餐，感受農場悠閒時光。

晚上入住當地知名凱莉度假村Karri Valley 

Resort，這裡的森林步行之旅是絕對不容

錯過的。清晨出發，繞道湖邊的小路，沿

路欣賞稀有的花木和數百年樹齡的凱莉樹

到瀑布，一路上鳥語花香，空氣清新，對

於長久住在都市的人，無疑是大自然最好

的禮物。

松露農場午餐

渡假村西式三道式餐

Karri Valley Resort

瑪格莉特河

班本頓

哈姆林灣

松露農場

凱莉森林渡假村

150km

 Day7

凱莉度假村森林散步

松露農場

松露農場

哈姆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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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式肉派餐

西澳傳統料理

Beach House by Bayside

奧爾巴尼 Albany
西澳最南的城市，座落於西澳崎嶇的南部

海岸線上，周圍環繞著碧藍的大海、高聳

的森林和國家公園，據說此區崎嶇的花崗

岩海岸線曾是南極洲的一部份，如今為世

人留下無限幻想。

奧爾巴尼

班本頓

丹瑪克巨樹谷公園

140km

110km

Day8 丹瑪克巨樹谷公園 Valley of the Giants
巨人谷樹頂步道Treetop Walk是一條專門

設計的輕型橋樑，輾轉曲折，緩緩向上通

往樹冠上方，步道離地面40公尺，正好是

巨大叮咯樹的樹頂高度，從高處鳥瞰整個

森林的迷人美景，也可以在下面的木棧道

上觀察並穿梭巨大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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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岩 Wave Rock
超過27億年歷史的波浪岩，雨水沖刷增添岩石的色彩，整個畫面繽紛又美麗。在波浪岩旁

有步道能爬上頂端，俯瞰周邊景致。沿途步道能欣賞各式奇形怪狀的石頭，例如外型神似

打哈欠的河馬而得名的河馬哈欠岩(Hippos Yawn)。此處還有和死海一樣的天然鹽水溫泉

池，可以在池子裡漂浮，不會游泳的絕對不會沉。有六條天然的地下鹽河交織所產生的鹽

池，除了可以改善皮膚之外，也可達到有效的放鬆解壓效果。值得一試!

早餐：法式精緻咖啡館

酒店自助餐 Wave Rock Lakeside Resort

奧爾巴尼 波浪岩

Day9

350km

中餐：西澳鄉村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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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波浪岩驅車返回伯斯，中間安排到澳洲農場參觀，近距離看澳洲特有動物 (無尾熊、袋

鼠、鴯鶓、袋熊…等)。下午抵達後進飯店休息，此飯店是當地頂級酒店，飯店內設有賭場

若有興趣也可小試身手。

酒店內尊爵自助餐西式簡餐 Crown Towers Perth (2017年開幕)

波浪岩 伯斯

Day10

33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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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CX170 23:55/07:45+1)

(CX494 10:25/12:25)

伯斯市區遊覽

伯斯

Day11

Day12

中式海鮮餐

方便購物發代金自理

機上

桃園

● 西澳有1萬多種全世界獨有植物、其中有1500多種可以在國王公
園看到。

● 貼心安排導覽行程，讓您不走馬看花。

國王公園 Kings Park
占地400公頃 園內設有州立植物園、大片

叢林地以及澳洲戰爭紀念館，登高可眺望

整個城市和天鵝河Swan River交織而成的

壯麗景色。

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香港，於香港轉

機回到台灣，結束這趟收穫滿滿的蔚藍西

澳人文生態慢活之旅！

鑄幣廠 The Perth Mint
位於南半球的澳洲，雖然開發歷史晚，卻

因為其豐富礦產含量傲視全球，英國殖民

期間，當時因應在西澳挖出的大量黃金礦

產，於伯斯成立鑄幣廠，雖然這不是唯

一一座國定造幣局，但伯斯鑄幣廠是目前

唯一現役鑄幣廠，也是世界產量數一數二

的鑄幣工廠。同時也安排在市區添購伴手

禮，充分享受在西澳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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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公園 佛塔樹 Banksia國王公園 袋鼠爪 Kangaroo P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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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巴尼

伯斯

【賭場飯店】

伯斯皇冠大廈飯店 Crown Towers Perth

伯斯當地頂級酒店，2017年開業，皇冠飯

店系列中最豪華的建築，特別是大廳3噸重

的吊燈讓人印象深刻，飯店餐廳的自助餐

是當地頂級自助餐，另外還設有劇院、賭

場，晚上有空也許可以賭場去小試身手呦~

【絕佳位置】

伯斯市中心洲際酒店

InterContinental Perth City Centre

飯店位於伯斯市中心，周邊商場、公園林

立，距離國王公園只需要徒步幾分鐘的距

離，是商務以及度假的最佳首選。飯店里

的閣樓（The Loft）酒吧可欣賞伯斯市區

景緻。

【位置優越】

灣畔海灘飯店 Beach House By Bayside

奧爾巴尼是西澳最南端城市，這家奢華家

庭旅館地理位置優越，距離海岸線知名景

點非常近，由於設施新穎、房間舒適，獲

得旅客一致高度評價，是當地非常有人氣

的指標飯店。

優選飯店

私
人
農
場
酒
莊

灣畔海灘飯店

珀斯市中心洲際酒店

珀斯市中心洲際酒店

伯斯皇冠大廈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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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岩瑪格莉特河

【私房旅宿】

私人農場酒莊 Karriview Lodge

當地私人經營的有機葡萄酒莊，這裡除了

是葡萄酒莊外也有提供住宿，酒莊內有個

附屬農場，可以在裡面採無花果，以及有

機蔬菜，晚上特別安排澳式BBQ體驗，體驗

南半球澳洲當地人特有的澳式烹飪風格，

住宿就感覺像到到當地的老朋友家中拜訪

一樣充滿人情味。

【走入拓荒者的生活】

湖濱渡假村 Wave Rock Lakeside Resort

許多人對波浪岩的印象，只有那壯觀的岩

石，但我們真正想要帶各位體驗的，是帶

您深度了解當地的歷史，以及堅守在此地

經營觀光事業家族的感動，這間飯店是一

個拓荒者家族的故事，雖然飯店設施並非

頂級，但住過這的人都會表示有著滿滿的

感動。

人文旅宿

湖濱渡假村

私
人
農
場
酒
莊

私

人
農
場酒莊

湖

濱
渡
假
村



希娜的爺爺和外公是愛爾蘭的貴族，19世紀

末期，莫名其妙就來到了西澳。

當時的政策，能砍多少樹，地就都歸你。政

府低估了這些愛爾蘭貴族的狼性，希娜家族

獲得了一大片土地(具體數字不清楚，但現

在波浪岩區域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她家

的)。

希娜媽媽的地有14公里長，幾千頭牛和羊。

86歲高齡的老奶奶，現在每天還是開著皮

卡，照顧自己的牛和羊。希娜自己的房子

1000平方，地有6000英畝。

這才是真正的大土豪啊！

打造波浪岩傳奇的
拓荒者家族

Angela Shen (團友分享)

希娜現在每年種幾千棵樹，來彌補當年祖輩

的砍伐。她要恢復這裡的生態。這裡盛產檀

香木、桉樹。整個西澳的檀香木產量，也是

全世界最大的。

土豪的生活，是靠自己奮鬥出來的。從一無

所有開始，希娜的爺爺和外公住在用樹枝

搭建的帳篷3年，開始種麥子，開墾這片荒

地。

1964年，一位攝影師拍攝波浪岩的照片，在

美國獲得攝影大獎，被澳大利亞國內媒體報

道。大家開始知道西澳的黃金內陸有塊奇特

的石頭，很多人慕名而來。

但是來了發現沒有地方可以吃住。希娜的爸



爸開始一點一滴的建造旅館，餐廳等旅遊設

施。這個旅遊產業的股東都是鎮上的農夫，

賺來的錢繼續建設。大家都希望把波浪岩建

造的更好，吸引更多的人來遊玩。

但到了80年代，部分股東覺得，很多人都來

過不會有人來，決定撤股。希娜把這些股份

都買了下來，但如今的波浪岩，每年遊客20

萬以上呵呵。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的30年，希娜拼命工作，

把波浪岩這裡建設起來，酒店、餐廳、加油

站。運用了自己作為設計師的才能，這些建

築都由她來設計，包括我們入住的度假村。

依據家人和自己喜好，建立了動物園。種植

波浪岩夜景

了3000棵桉樹，所以有3只無尾熊。動物園

裡還有袋熊，袋鼠，羊駝，駱駝，鸚鵡等澳

大利亞特色動物。

建造的一個水坑，無意中發現鹹度是海水的

六倍，變成了一個漂亮的死海，可以讓遊客

浮潛，現在周邊搭了涼棚，方便遊客使用。

希娜如她的祖輩和父輩，無論坐擁多少土地

和資產，一直在努力的工作，一直在建設波

浪岩，把畢生的熱情投入這片土地，讓更多

的人愛上波浪岩。

Wave Rock Lakeside Resort 就是希娜努力

建設的飯店，一個屬於拓荒者的家庭飯店!!





以西澳最大都市 伯斯(Perth)為中心，往北走有沙漠，往南走有

海洋，西澳有這麼多不同的風貌，也難怪很多人說澳洲最美的風

景就在西澳！(尖峰石陣 平納克斯沙漠石陣)



貼心安排

● 安排桃園機場環宇商務中心禮遇出關，快速通關尊榮體驗

●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強迫推銷，團費包含領隊及司機小費

● 傑拉爾頓到伯斯安排搭乘內陸班機，可省下 6-7 小時舟車勞頓

● 團體旅遊險 500 萬元、意外醫療 20 萬元，多分保障多分安心

（民法規定 15 歲以下含，70 歲以上含無法投保此保額，將為貴賓投保 200 萬元平安險及意外醫療）

行程贈送

● 蘭斯林沙丘沙漠越野車 (若放棄無法退費 )

● 赫特瀉湖搭乘直升機俯瞰夢幻景色 (不參加可退 4,000 元，限出發前通知，現場告知抱歉無法退 )

出發日期

2020 年 3 月 26 日（四）～ 4月 6日（一），共 12 天 ( 清明連假 )

團費

原價價 210,000，優惠價 199,000 元，四位同時報名可再折 3000 元

行程講座

12/7( 六 ) 下午聯合報總社 旅遊講座（講座席位有限，敬請來電預約）

澳洲以獨特的生態、壯觀的自然景緻聞名，但到底該玩甚麼？好吃的又有甚麼呢？ 

就讓西澳旅遊達人雪梨(Shirley)越洋分享，帶您一同了解西澳好玩之處，該如何深度玩！輕鬆玩！

活動訊息請上有行旅官網（http://utravel.udn.com）「講座資訊」查詢。

連絡資訊

主辦單位 :                                     

聯絡電話：（02）8643-3581、8643-3543、8643-3926、8643-3517

手機：0989-689-609、0915-883-089(可加 LINE)

客服信箱：utravel@udngroup.com.tw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3/26( 四 ) 10:00 12:00 桃園 /香港 國泰航空 CX469

3/26( 四 ) 15:05 22:50 香港 /伯斯 國泰航空 CX171

3/29( 日 ) 11:40 12:40 傑拉爾頓 /伯斯 澳洲航空 QF2981

4/5 ( 日 ) 23:55 07:45+1 伯斯 /香港 國泰航空 CX170

4/6 ( 一 ) 10:25 12:25 香港 /桃園 國泰航空 CX494

● 機位以經濟艙為主，國際段商務艙要另外需求。
● 內陸段班機(傑拉爾頓/伯斯)只有經濟艙。

線上客服 LINE

報名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