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澳珀斯 
  

 

嶄新9天珀斯自駕旅行團 
尖石林(繁星)·傑拉爾頓·粉紅湖 
曼哲拉(捕捉龍蝦)·費里曼圖(市集) APE9D    

 

 

西澳珀斯自駕旅行團 ＜領航員隨團＞                     

自駕旅行團跟一般團旅遊很不一樣，一路自己開車，一路欣賞絕美風景，這種樂趣簡直是妙不

可言！澳洲擁有世界一流的自駕遊路線，特別是西澳。不管是遺世獨立的海灘，樹木繁盛的森

林，還是獨一無二的野生動物奇觀，都讓人意外地驚喜。即使沒有試過自駕遊的人士也不用擔

心，金怡別出心裁為閣下安排了一個當地領航員隨團，閣下只需跟隨著領航員駕駛的路線，節

省了使用GPS導航的時間，可以體驗真正駕駛樂趣，又可飽覽沿途美景。 

 
團費 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
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
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APE9D 
 

 

 

行程特點 :  

● 重本安排當地領航員隨團，節省了使用GPS導行時間，使閣下可以體驗 

     真正駕駛樂趣，飽覽沿途美景 

● 刻意安排夜遊＜尖石林＞追蹤繁星 

● 走訪卡爾巴里國家公園，百萬年造就了深邃的峽谷，露出億年的堆疊切割岩壁  

●  特別安排走訪西澳著名「粉紅湖」，明亮粉紅色的湖水璀璨奪目 

●  重本安排於曼哲拉乘海鮮遊船，體驗捕捉龍蝦樂趣，即捕即食 

● 品嚐珀斯街頭必吃美食 「 Alfred’s Kitchen  營火漢堡」 

● 走訪「咖啡工埸 Coffee Tasting」品嚐不同種類的咖啡 

 

 
 

 

 

 
 
   

 
團費 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
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
房附加費｜圖片只供參考｜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APE9D 
 

第一天 

香港 珀斯 

Hong Kong Perth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過
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客機飛往珀斯。 

早餐：—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自理  

住宿Best Western Northbridge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二天 

珀斯～(約17km)國王公園～(約25km)
索倫托碼頭～克勞利藍屋碼頭～徒步市
內觀光 

Perth～(17km)Kings Park～
(25km)Sorrento Quay～Crawley 
Edge Boatshed (Blue Boat House)～
Walking City Tour 

 

克勞利藍屋碼頭 : 近年成為一眾遊客「打卡」熱點，
珀斯天鵝河畔的克勞利船棚。當河道水漲時，連接船
棚小屋的木橋會「消失」，一棟藍色小屋浮在水面；
當遇上日出、日落和彩虹，以及偶爾經過的天鵝，這
個平平無奇的河邊小屋便會顯得十分漂亮。 

早餐: 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Best Western Northbridge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三天 

珀斯～(約5km)蒙佳湖(觀賞黑天鵝)～ 

(約120km)蘭斯林沙丘(滑沙體驗)～ 

(約78km)南邦國家公國(尖石林石陣)～ 

尖石林晚上追蹤繁星 

Perth～(5km)Lake Monger(Black 
Swan)～ (120km)Lancelin 
SandDunes(Sandboarding)～
(78km)Nambung National 

Park(Pinnacles)～Pinnacle Desert 
Stargazing 

 

南邦國家園(尖石林) ：驅車展開沙漠之旅，朝北面著
名的南邦國家公園進發，途經森林地帶， 崎嶇刺激
，沿途只見叢林植物，有如探險大自然奧秘，稍後途
經一大片白沙丘無盡無極，匪夷所思，如山巒起伏，
另一番奇景，有如沙海… 抵達尖石林公園，內有數以
千計的石灰岩柱，最高岩柱高達3公尺，不同形狀的
奇石聳立在沙漠中，仿似身在活化石原始森林，蔚為
奇觀，一望無際，頓然有迷失方向之感。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Pinnacles Edge Resort 或同級酒店 
 
第四天 

尖石林～( 約 27km) 朱理恩灣～(約
215km)格里諾歷史遺迹中心～自費:(約
160km)卡爾巴里沙灘四輪摩托車(二人
一車)～(約14km)卡爾巴里海崖步道觀
賞日落(天然橋) 

Pinnacles Desert～(27km)Jurien Bay 
Jetty～(215km)Central Greenough 
Café & Visitor Centre～Optional: 
(160km)Kalbarri Wagoe Beach Quad 
Bike Ride～(14km)Kalbarri Coastal 
Cliff Sunset View(Natural Bridge) 

 

 
團費 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
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
房附加費｜圖片只供參考｜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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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巴里沙灘四輪摩托車 ：兩人一車自駕四輪摩托車
，風馳電掣於沙灘海岸線和沙丘。 

 

卡爾巴里沿海懸崖觀賞日落 ：一段八百多米長路段，
是精華所在，每當海浪拍岸時，都會捲起無數水花，
情景很是壯觀，由於西澳海岸對開便是印度洋，懸崖
邊不但可以水平日落取景，還可利用光影來拍攝剪影
，自得其樂。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Kalbarri Edge Resort 或同級酒店 

 

第五天 

卡爾巴里市～(約40km)卡爾巴里國家公
園～自然之窗～(約40km)卡爾巴里市～
(約67km)格雷戈里港～赫特潟湖(粉紅
湖)～(約100km)傑拉爾頓 

Kalbarri Town～(40km)Kalbarri 
National Park～Nature Window～
(40km)Kalbarri Town～(67km)Port 
Gregory～Hutt Lagoon(Pink Lake)～
(100km)Geraldton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世界之窗) ：面積約1830平方公
里， 國家公園內墨奇桑河(約80公里長), 經過百萬年
造就了深邃的峽谷，它更切割岩壁， 露出億年的堆
疊。The Loop步道上最著名景㸃「自然之窗」，岩
石經長時間風化， 中央呈現一個空洞，如同相框，
也像一扇窗囗，詮釋了大自然的巧奪天工。 

 

赫特潟湖(粉紅湖) ：在含鹽量高的湖水內，存活了大
量含豐富胡蘿蔔素的杜氏鹽藻，使湖水呈現出瑰麗的
粉紅色。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 BBQ晚餐 

住宿：Mantra Hotel Apartment 或同級酒店 
 
第六天 
傑拉爾頓～自費：乘小型飛機觀賞粉紅
湖～(約224km)龍蝦工廠～(約190km)
天鵝谷～晚餐：營火漢堡 
Geraldton～Optional : Pink Lake 
Scenic Flight Tour～(224km)Lobster 
Shack～(190km)Swan Valley～
Dinner: Hamburger 

 
龍蝦工廠 ：這裡的龍蝦捕獲量佔全澳洲五分之一, 自
設先進工廠處理漁獲, 讓你加深了解龍蝦的生態。 

 

 
團費 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
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
房附加費｜圖片只供參考｜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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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火漢堡 ：珀斯街頭必吃美食「 Alfred’s Kitchen 營火
漢堡」。1946年始業 Alfred’s Kitchen 主要提供各式
漢堡或三文治等主餐選擇，另外可以選擇飲料或濃湯
，但 Alfred’s Kitchen 只是晚餐限定。原來店的正前方
有一處營火，早期是靠這個營火在製作餐點而定名。 

早餐：酒店       午餐：  西澳龍蝦餐     

晚餐： Alfred's Kitchen營火漢堡 

住宿：The Novotel Swan Valley Vines Resort 或同
級酒店 
 
第七天 
天鵝谷～(約10km)蜂蜜屋專門店～ 
(約9km)咖啡工場品嚐咖啡～(約22km)
賓利西田購物中心～曼哲拉 
Swan Valley～(10km)House of 
Honey～(9km) Yahava Koffeework 
Coffee Tasting～(22km)Westfield 
Carousel Shopping Mall～
(70km)Mandurah  

 
咖啡工廠 ：由一位荷蘭探險家和咖啡狂熱＜Alex Kok
＞又名＜Koffee男爵＞於2001年創立而成。男爵的
夢想是騎著摩托車旅行到世界上咖啡種植區，發掘最
好的咖啡豆，然後將咖啡豆運回西澳。再將咖啡豆烘
焙至完美，仔細研磨，然後沖泡優質咖啡。 
早餐：酒店      午餐： 果園午餐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The Sebel Mandurah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八天 
曼哲拉～品嚐海鮮遊船之旅～ (約
65km)費里曼圖～週末市集～自費 : 
Segway Tours ～(約30km) 珀斯機場 
Mandurah ～Seafood Fishing Cruise
～(65km)Fremantle～Weekend 
Market ～Optional : Segway Tours ～
(30km)Perth Airport  

 
費里曼圖 ：建於1829年，是一個非常繁忙的港囗，
這裡保存了19世紀的港灣街道特色，費里曼圖市內設
有漁人碼頭及市集。 
早餐：酒店      午餐： 海鮮遊船       晚餐：當地餐館 

 
第九天 
珀斯 香港 

Perth Hongkong 
是日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註: 

-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 
所列之城市酒店，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
並於茶會時通知或由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 

-行程表所列之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
膳食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按當地情況
有所調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景點臨時維修或不公開給遊客參觀，即改為參
觀其他景點取替，敬請留意。 
-香港政府旅遊警示於2009年10月20日起生效，欲取
到訪地區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請瀏覽保安處網頁
( www.sb.gov.hk/chi/ota )。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
『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
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 詳情請 
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 

 

 

 

 

 

 

 
團費 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
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
房附加費｜圖片只供參考｜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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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包保險升級 
及GPS裝置 

需要執照 :  
‧ 持有一年或以上經驗香港駕駛執照 (英文版本) 及國際駕駛執照 
‧ 在澳洲駕車有年齡限制，司機必須最少為25歲或以上 

 

Group Category Car Model. or similar 

(以下車款均是自動波操作) 

Seater 價錢(AUD) 

按192小時租車計算
(以每車計算) 

S Standard Toyota Corolla Sedan 

(or similar)  

5  AUD848 

D Full size Toyota Camry Sedan 

(or similar) 

5  AUD904 

J5 SUV 

FullSize(AWD) 

Audi FullSize SUV Q7 

(or similar) 

7  AUD1752 

V Medium AWD 

 

Toyota Rav 4 

(or similar) 

5  AUD1312 

R Large 4WD Toyota Landcruiser Prado 

(or similar) 

5  AUD1480 

*Models & Colour are for reference only, Specific models & colour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額外自費項目 
(視乎旅客需要) 
Advanced booking is necessary 
 

1. Portable GPS Units :   AUD21 per day(max. AUD210 per rental 
for max 30days)  升級已包 
 
2.Infant / Child / Bosster safety seat(less than 8YRS) :  AUD 22 per 
day (max. AUD88 per renta for max 30 days) 
 
3.Extra Insurance protection(零墊底費) :  Maximum Cover  升級已包 
 
4.Additional driver fees :   AUD5.5 included GST per day per 
additional driver 

*Car Rental prices , T&C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Hertz to change , please check  www.hertz.com  for details 

 

 
團費 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
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
房附加費｜圖片只供參考｜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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