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藍西澳～
天鵝之城伯斯、曠野尖峰石陣、波浪岩奇景、天涯海角九日遊
～西澳大利亞州（Western Australia）～簡稱為西澳，佔澳洲大陸總面積的三分之一，是全澳洲土地面積
最大的州。位於澳洲大陸西部，面積廣達兩百五十多萬帄方公里，西澳內陸地區有三大沙漠區，更是澳洲
大陸最重要的礦產區。黃金、鐵礦、鎳、鋁土、金剛石、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氣礦產蘊藏量最大的州，人
口傴有 200 多萬，總人傴是全澳總人口的 1/10。
1967 年美國太空人約翰格倫(John H. Glenn)，在繞行地球的太空任務返航時經過夜晚的伯斯上空，伯斯市
民將所有建築物的燈光點亮，對孤獨一人在太空中飛行的約翰格倫表示敬意，讓伯斯又有光明城市的稱號。
★西澳首府伯斯 天鵝河畔鐘樓
英皇公園
※英皇公園：伯斯市區最大的公園綠地,市區最美的天際線在公園內就是絕佳眺望點.

★費里曼圖 咖啡大道~市集
※費里曼圖：瀏覽素有"藝術之城"的古美麗城市。咖啡大道,享受歐式浪漫風情。

★南方森林 卡莉谷森林區※卡莉樹林散步,享受清新的森林浴之旅。

★巴瑟頓~海岸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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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勝地—巴瑟頓帶您前往觀賞，長達 2 公里木製長橋。

★西澳奇景尖峰石陣 石化森林
※尖峰石陣滑沙之樂：除"尖峰石陣之旅",並安排四輪驅動車滑沙之旅。

★伯斯倫敦閣 都鐸式巷弄小店
體驗熱鬧的逛街氣氛
※倫敦閣：英國都鐸式建築風格的購物空間,令人聯想到倫敦著名的"科芬園"熱鬧有趣的情境。

【特別安排】
※西澳精華行程,囊括尖峰石陣、波浪岩及伯斯近郊著名的景點,西澳大南方森林區。
※伯斯：澳洲氣候最好的城市,濱臨印度洋陽光普照的地中海型氣候,風光明媚,一年四季都是"蔚藍海
岸"的氛圍。
※海底世界水族館：觀賞印度洋海域新奇有趣的各式海洋生物。
※伯斯鑄幣廠，參觀金磚熔鑄、體會黃金鑄造過程及其西澳淘金歷史。
※野生動物園：除可觀看到澳洲特有的野生動物,如袋鼠、無尾熊、EMU…等,並可享受西澳特有的抱袋
熊之獨特體驗,十分特殊且有趣。
※天鵝河遊船,欣賞兩岸浪漫秀麗的河岸風光。
※前往曼德拉－伯斯最美的衛星城,安排遊船賞景,有機會觀看到逗趣可愛的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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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野花季節(9－12 月),國王公園及伯斯郊區野花綻開。
※鐘乳石洞之旅：特別企劃著名的"JEWELCAVE 珍寶鐘乳石洞"參觀,欣賞天工造府的神妙。
※亞伯尼:西澳南方小鎮,早期捕捉鯨魚的基地。
第 01 天台北／香港／伯斯 PERTH (西澳)
CX 421 1205/1400+CX 171 1455/2235
今日搭機飛往西澳首府─伯斯。班機於當日晚上抵達西澳首府--伯斯。
餐食：晚//機上
住宿：CITIGATE PERTH 或 NOVOTEL LANGLEY HOTEL 或 HOLIDAY INN CITY CENTRE 或同級
第 02 天 伯斯─國王公園 KINGS PARK—蘇連多碼頭－夢佳湖 Lake Monger－伯斯鑄幣局 The Perth Mint
～伯斯（City of Perth)～
西澳大利亞州的首府及最大城市。人口約一百五十多萬，是澳洲第四大都市。濱臨蔚藍的印度洋畔，一
年當中有超過一半的日子是晴朗無雲的好天氣，天鵝河(Swan River)蜿蜒川流過乾淨整潔的市區，地中海型
的溫和氣候和天鵝河沿岸的綠地交織出絕佳的景色和悠悠在河上的野生黑天鵝，有著天鵝之城的美名。讓
伯斯市成為歐美人士和東南亞富豪們非常受歡迎的渡假旅遊勝地。在 2004 年被選為「全球最宜居住的城
市」。出關後前往市區展開市區觀光。【國王公園 KINGS PARK】欣賞伯斯天際線美景。前往【夢佳湖 LAKE
MONGER】畔黑天鵝儷影雙雙和野鳥成群，在湖畔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眺望伯斯市區的美麗天際線盡收眼
底。後續驅車前往【蘇連多碼頭】，港灣中停著許多私人豪華遊艇，港邊則矗立一幢幢美麗的公寓，漫步
港邊，地中海式浪漫風情盡在其中。【伯斯鑄幣廠-THE PERTH MINT】源自英國皇家鑄幣廠在 1899 年於西
澳伯斯設立鑄造通行英國殖民地的錢幣，現今已澳洲最古老的鑄幣工廠，是世上少數黃金精煉廠也是澳洲
最大的貴金屬投資公司。進入設廠之初的古典建築內有大量的貴金屬製品的展示，參觀★伯斯鑄幣廠的金
磚熔鑄表演，由高溫熔化的黃金液體倒入模型中鑄成一整塊金磚。下午若有閒暇時間，將參觀頗具盛名的
【倫敦廣場 LONDON COURT】享受在伯斯逛街購物樂趣。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晚//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CITIGATE PERTH 或 NOVOTEL LANGLEY HOTEL 或 HOLIDAY INN CITY CENTRE 或同級
第 03 天 伯斯—南邦國家公園（PINNACLES 尖峰石陣+四輪驅動車滑沙）
今日前往西今前往西澳著名的旅遊景點--【尖峰石陣】(伯斯北方的帄納克斯沙漠石陣)，途經楊契普國家
公園，是西澳無尾熊最大的棲息處，沿途有機會可欣賞各類澳洲野生動物，以及西澳特有的季節性野花和
澳洲特有植物。抵達沙漠去後展一場驚險刺激的【四輪傳動車衝沙之旅】，印度洋畔有一望無際的白沙，
越野車從高處向下作大角度俯衝，過程驚險刺激，保證令你大呼過癮。最後抵達南邦國家公園 NAMBUNG
NP 帄納克斯石化原生林，在帄坦的沙漠中，穿梭於一個又一個的石灰岩柱之中，奇幻及獨一無二地質景
觀，造型迴異，有的神似駱駝、海豚… 等蔚為奇觀。這裡黃沙遍野，景色荒涼，故有「荒野的墓碑」之
稱，下午由夕陽伴隨下返回天鵝之城－伯斯。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西式龍蝦簡餐 晚//中式海鮮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CITIGATE PERTH 或 NOVOTEL LANGLEY HOTEL 或 HOLIDAY INN CITY CENTRE 或同級
第 04 天 柏斯—曼德拉 MANDURAH (運河遊船)—本布里 BUNBURY —巴瑟頓 BUSSELTON（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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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開始展開西南方之旅,帶領您進入西澳綠意一片的森林世界。首先南下前往伯斯人渡假的去處--曼德拉,
在此我將於天然的潟湖水灣, 展開精彩有趣★【運河遊船活動】, 船隻緩緩行駛於水面上, 風清日麗,

令人身心舒暢, 偶爾出現的海豚, 往往造成的遊客們的驚喜與歡呼。您亦可欣賞河岸兩旁耗資 5000 萬澳幣
開鑿的人工運河。之後往南來到港口城市--【本布里】, 是一方便的海陸交通輸鈕中心, 相當受歡迎的木
材工業也帶來了百年的持續繁榮。下午就來到座落在維斯河畔 VASSE RIVER 的渡假勝地—【巴瑟頓】
。若天
氣許可,前往觀賞當地人最驕傲的作品: 費時 96 年才建造完成, 長達 2 公里的木製長橋，彷彿步行海中。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西式料理(三道式) 晚//旅館西式晚餐(三道式)
住宿：ABBEY BEACH RESORT BUSSELTON 或 GEOGRAPHY BAY VIEW HOTEL 或 BROADWATER RESOR 或同級
第 05 天 巴瑟頓—珍寶洞 JEWEL CAVE—班布頓 PEMPERTON
今日前往李奧云角觀賞石化水車奇景，您可在印度洋和南極洋的交界處拍照，還有一個著名的燈塔座落於
此。接著前往被稱為世界最美的岩洞之一的珍寶石洞 JEWEL CAVE。
【JEWEL CAVE 鐘乳石岩洞】今日前往被
稱為世界最美的岩洞之一的珍寶石洞，此洞穴只有 40%有被開發但您還是可以看到許多獨特的景色，洞穴
多年前是在海裡所以洞內石頭奇形怪狀還有，龐大的柱子和精緻的鐘乳石洞，更不知源頭的地下河水終年
環繞；當您進入山洞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神奇的天然景象：一條接近六公尺的鐘乳石柱屹立在中間，
它是世界上目前所有供人參觀的鐘乳石洞中最長的一條鐘乳石柱，在這兒將讓您讚嘆不已。【班布頓
PEMPERTON】下午前往生產加利樹(KARRI)的森林小鎮班布頓，前往號稱全球最高的火警觀察樹，高 60 公
尺，相當 20 層樓高，您可嚐試爬上樹頂眺望遠方，隨後前往卡利樹谷渡假村 KARRI VALLEY RESORT，您可
自由自在的散步或自費前往釣魚，夜宿卡利樹谷渡假村或附近旅館。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西式簡式料理午餐 晚//旅館西式餐(三道式)
住宿：KARRI VALLEY RESORT 或 GLOUCESTER MOTEL 或 PEMBERTON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班布頓—丹瑪克巨樹谷公園 DENMARK－亞伯尼 ALBANY
【丹瑪克巨樹谷公園 VALLEY OF THE GIANT】今日出發前往長滿參天大樹的丹瑪克巨樹谷公園 VALLEY OF
THE GIANT，公園內特殊的空中行人鐵橋，離地 40 公尺高，全長 600 公尺，盤旋在加利樹林中，是世界上
傴見的森林保護設計，讓您在這些甚至超過 400 年的巨大樹林間，體會在樹頂上悠哉行走並且鳥瞰整個森
林的特殊體驗。在丹瑪克小鎮中可見到工匠用當地材料做成的特殊藝術品。
【羊駝農場】
，您可以與盛產在
南美的可愛羊駝拍照，並可以觸摸到世界上最柔軟細緻的毛。【亞伯尼 ALBANY】下午前西澳南部的濱海
小鎮亞伯尼，眺望喬治王海峽，眺望亞伯尼一帶迷人風光，造訪當年第一批歐洲白人所搭乘的和睦號，隨
後前往深 25 公尺的崖灣及天然橋，在這裡您可以看到許多獨特的岩石還有快速且猛烈的海浪打在峭壁
上，讓您體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亞伯尼也是西澳洲最南邊的海濱天涯海角小鎮。【鯨魚世界】這裡是當
年捕殺鯨魚的地方，這裡可以看到捕鯨船的遺跡並且了解捕鯨魚的歷史，透過電影更加了解鯨魚的生活型
態。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西式簡式料理午餐 晚//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ESPLANADE ALBANY 或 COMFORT INN ALBANY 或同級
第 07 天 亞伯尼—鹽湖 LAKE GRACE－海頓 HYDEN—波浪岩 WAVE R0CK—河馬岩—約克小鎮 YORK—伯斯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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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驅車前往西澳著名景觀—【波浪岩】，路途經過奇妙的鹽湖，約中午時分抵達伯斯東邊的波浪岩，狀
似巨大的波浪，從帄地中憑空拔起，聳立於天地之間。這座高 5 公尺，狀似海浪的巨大岩石，它並非一個
獨立的岩石，而是連接北邊一百公尺的【海頓石】及狀似河馬張口的【河馬岩】等串連而成的風化岩石，
在此您可感受到大自然的奧妙與雄偉，這兒是知名攝影師爭相前來取景的不二之選，下午途經英國風味濃
厚的小鎮－約克鎮，欣賞拓荒時代的市政廳，再憑弔勞苦功高的牧羊犬之墓。隨後在壯麗的的自然景觀及
夕陽伴隨下返回柏斯。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BBQ 午餐 晚//西式海鮮自助餐
住宿：CITIGATE PERTH 或 NOVOTEL LANGLEY HOTEL 或 HOLIDAY INN CITY CENTRE 或同級
第 08 天 伯斯－野生動物園－天鵝河谷酒莊－天鵝河游船－費里曼特 FREMANTLE－伯斯／香港
CX 170 2355/0740+1
今日帶您前往探訪深老少咸宜的★【野生動物園】
，觀賞澳洲特有的袋鼠、無尾熊、EMU 等有趣動物,, 抱
袋熊 WOMBAT 的活動, 更是東澳動物園所無法體驗的經驗。位於【天鵝河谷的酒莊】，品嘗西澳洲的優
質葡萄酒，來一趟精緻農業的知性之旅，午餐後前往天鵝河畔，★【搭乘輪船欣賞天鵝河兩岸的美麗風景】
。
【Fremantle 費里曼特】-伯斯的外港（美國盃帆船賽熱錢效應掘起的都市），充滿十九世紀風格的港邊城
市，也充滿了咖啡的香味，並前往南方大道（SOUTH TERRACE）露天咖啡廳，坐下來感受當地的小鎮風情。
美國杯(帆船賽)America’s Cup 自 1851 年起,每四年舉辦一次,直到 1983 年由 Australia II 隊贏得冠軍並成為
下一屆的主辦國，比賽在 Australia II 地主國的費里特水域舉行，因此，大量的資金湧入費里曼特，投入大
量的建設包括碼頭、餐飲業、酒吧旅館等等大量翻新，費里曼特也因此揚名國際。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
香港返回台北。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酒莊西式餐(三道式) 晚//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機上
第 09 天 香港／台北
航機抵達香港後隨即轉機返回台北。
餐食：早//機上輕食

CX 474 0840/1015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
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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