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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 Tours

璀璨珀斯
5天4晚航空圣诞缤纷游
2018年圣诞出发日期:
12月22日;12月25日;12月28日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微信平台号:CTS-AU

$1398
已包机票及机场税

团费：
$1398 澳元 / 成人；$1388 澳元 (2-12 岁小童占床 )；
$1328 澳元 (2-12 岁小童不占床 )；$400 澳元 (0-2 岁婴儿不占床 )；
单人房差 :$400 澳元
价格包括：
5 星酒店住宿和酒店内早餐
空调旅游车、机场接送、中文司机兼导游服务
部分景点门票 :
【南邦国家公园 Nambung National Park】, 【波浪岩 WaveRock】
悉尼 - 珀斯来回机票和机场税 ( 手提 7 公斤和 20 公斤的行李托运 )
特别赠送 : 玛格丽特红酒一瓶 / 人
价格不包括：
【长堤巴瑟顿 Busselton Jetty】$4/ 每人
【租滑沙板】$10/ 每人
午餐和晚餐 , 导游小费 ( 每人每天 $5), 个人消费 ,
旅游保险费用 - 强烈推荐购买
温馨提示：
建议携带墨镜、遮阳帽、防晒霜和雨具携带薄外套防寒 ;
穿著舒适的步行鞋 ; 随身携带相机

Shop 2, 743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Tel: (02)8202 9822, Fax: 02-9281 3595
Email: ctstour@chinatravel.com.au
www.chinatravel.com.au
本公司保留因、汇率、税项变化而调整价格的权力，恕不另行通知。

第一天 悉尼
珀斯
提前 2 小时以上抵达悉尼国内机场，乘坐澳洲航空公司航班飞往
西澳大利亚最大城市珀斯。抵达后中文导游于机场接机。前往【国
会大厦】，是西澳州政府的重要建筑。登上市内最大公园之一【国
王公园】的山顶或了望台就能将珀斯全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然后
游览天鹅湖 , 如果说澳洲的标志是袋鼠、考拉，那珀斯的标志就
是黑天鹅，在珀斯有个天鹅湖叫 SWAN RIVER，不过看天鹅的地
方在 LAKE MONGER，如果从空中看下去湖的形状确有些象天鹅
的形状。随后前往【西澳大学】，这是澳洲最具历史、代表性和
实力的顶尖研究性学府之一 , 在众多权威的澳洲大学排名中名列
前茅。紧接着游览珀斯市容 , 珀斯有三个头衔最为著名，一是“世
界上最孤独的城市”；二是“灯标城”；三是“天鹅城”。她之
所以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是因浩瀚的印度洋让其远离非洲大
陆 , 而数千平方公里的沙漠又将其与东澳的繁华城市相分离。因
此，珀斯是离尘的。或许正因这份老天的眷顾，让她格外山清水秀，
终年绿色苍苍。到珀斯去过的人，都会对她的金色阳光、蔚蓝天
空和遍地的绿色印象深刻：城市、花园，还有动人的黑天鹅。
住宿：Hilton 5 星级酒店或同级
第二天 珀斯 - 玛格丽特河 - 珀斯
酒店早餐后，前往南半球最长之木造【长堤巴瑟顿 Busselton
Jetty】(费用 :$4/PP) , 据说宫崎骏的 " 神隐少女 ", 就是参考这长堤 ,
就如童话世界一样 , 这个长长的木码头 , 看不见尽头的长堤 , 长
堤旁的深海 , 都让你带着冒险的精神 , 向前行走 , 别有一般惬意。
随后前往【玛格丽特河镇 Margaret River】，西澳最知名的美食
与美酒地区。玛格丽特河拥有许多世界级酒庄和得奖的餐厅，
是西澳最有名的美食和葡萄酒产区之一。 参观酒窖并在精品酒
庄享用当地美酒。 您可以在这里品尝从海中补捞的新鲜小龙
虾，或是当地有机的牛肉和松露。探访农夫市集并品尝手工芝
士。沉醉在本地手工朱古力和软糖的美味中。跟着前往 VASSE
FLIEX 酒庄，大家可自费在这品尝美味红酒，欣赏海边景色。
随后返回珀斯市区入住酒店。
住宿：Hilton 5 星级酒店或同级
第三天 尖峰石阵 Pinnacles( 龙虾小屋，塞万提斯海滩，南邦
国家公园，尖峰石阵，兰斯林 )
酒店早餐后，前往【兰斯林沙丘 Lancelin Sand Dunes】西澳最大
的的细白沙丘地，开始刺激的滑沙之旅（sandboarding 费用 $10/
PP）。 穿越乡村的野花和安静的马路，还有鸸鹋和袋鼠经常常
出没 , 到达【龙虾小屋 LobsterShack 】，参观印度洋龙虾分类区，
并可自费享用龙虾午套。在龙虾小屋的旁边，你可以在远处看
到龙虾渔船在海中捕捉各种海鲜。午餐后前往【南邦国家公园
Nambung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内欣赏古老石柱的【尖峰石
阵 Pinnacles】，横跨沙漠的奇异活化石 , 蔚为奇观的石灰柱。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光芒耀眼，不同角度所折射出的石柱，营造
出一种如外星人般的神秘地貌，闪耀的金黄色石英沙散布在沙
漠中就像黄金，孤独星球上这美丽的景色，让你流连忘返。
住宿：Hilton 5 星级酒店或同级
第四天 波浪岩 Wave Rock
酒店早餐后，前往西澳第一内陆小镇 , 极具殖民时代风格的【约
克镇 York】。 约克被连绵起伏的美丽乡村和牧场环绕 , 为西澳
的早期殖民地故作为第一块内陆定居地 , 这里保留着文化遗址的
魅力。 随后前往【海登 Hyden】位于西澳的小麦产带 Wheatbelt,
目睹黄金内陆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 ,360 度全景地平线。 中午
可自费享用波浪岩西式自助午餐 , 餐后欣赏珀斯东面 350 公里
的世界第 8 大奇景地质公园之—【波浪岩 WaveRock】, 是西澳
人民引以为荣的大自然奇景 , 高达 15 米的波浪岩 , 长约 110 米 ,
矗立在森林中 , 自然风化形成的花岗岩波浪 , 就像一片席卷而来
的巨浪 , 相当壮观。 另可欣赏另一巨石为河马哈欠岩 (Hippo's
Yawn), 可攀爬穿过此河马的咽喉 , 留下有趣的画面。 随后前往
原住民的【文化区洞穴 Mulka's Cave】, 了解原住民文化 , 有着古
早的手印绘画在此洞穴中。回程路上欣赏沿路麦田、 野花之美。
住宿：Hilton 5 星级酒店或同级
第五天 珀斯 - 弗里曼特尔港
悉尼
酒店早餐后前往弗里曼特尔的【纪念碑山】，纪念因第一次世
界大战逝去的士兵和水手。您可以在【渔人码头】观看传统海
上活动，然后登上【圆屋】，殖民初期的第一座监狱，也是西
澳历史最悠久的欧洲古迹之一 。并看看【弗里曼特尔市场】拥
有的全球特色纪念品。随后送往机场，乘坐国内航班返回悉尼，
结束美妙和温馨的旅途。
预定注意事项：
* 因人数不足或天气原因，本公司有权在启程前或启程后取消或更改行程，
也有权缩短或延长行程，并保留最终决定和解释权 , 本公司保留拼团的
权利，游客需听导游安排 , 个人行为所引起的一起后果由游客个人负责。
* 团友旅游安全由各交通公司，旅店，各旅游景点等直接负责，与本公
司无关。建议各位游客购买旅行保险。如在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而导
致损失或伤亡，本公司概不负责。
* 如因个人原因，罢工，天气，政治因素，战争，灾难或其它人力不可
抗拒等因素引起的额外费用，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如团友因任何事故未能参团，取消办法：1. 出发 30 日前扣团费 50% 2. 不
足 30 天取消行程，所交费用概不退还。3. 所有机票不能退款或更改。4. 迟
到或未到者，所有费用概不退还。
* 团费包括消费税。行程中自费景点门票皆有本社代购，所有价格或旅游
景点门票以当天价格为准，恕不另行通知。景点门票必须由导游统一购买，
如游客自行购买，本社概不提供任何交通接送服务。Optional 为自费项目，
不强制参加。费用自理。
* 佩斯所有住宿房间为无烟房间，在房间（包括洗手间）吸烟者，将有
可能被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