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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五夜
西澳品质游
在旅途中给自己找一个家
第一天
起止地乘机⻜往广州/香港，后搭乘国际航班转⻜（行李直
挂）澳洲第四大城市 — ⻄澳大利亚洲首府珀斯 Perth，它被
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坐落于天鹅河畔，因此还有个别
称叫“天鹅城”，这也是被印度洋的海滩及天鹅谷的葡萄园
所环绕的一个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美丽城市（全球最宜居城市
排名第七位）。
交通参考时间：
国内起止地 - 广州 Guangzhou/香港 HongKong - 珀斯 （航程约 8 小时）
用餐：航机上
住宿：市区四星级酒店Mantra on Hay（黑伊街曼特拉酒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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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第四天

晨起早餐后驱⻋前往参观在澳名列前
茅的【科廷科技大学】，体验充满科
技元素的学府。并在校园内会议室由
公司高管接待，讲解珀斯学区 房和别
墅投资优势，介绍澳洲买房及注意事
项，内容包括贷款，过户，税务及留
学移⺠。随后前往参观⻄澳第二大购
物中心Carousel Shopping Centre， 在充
分了解过周边环境后，午饭过后前往
位于Cannington地区的单元公寓项目，
在专人的带领下游览参观此项目，结
合周边环境等各种因素深入了解项目
细节。随后将送返酒店。

早上从珀斯出发一路北上，往西澳引以为
傲的南邦国家公园，见证亿万年前形成的
活化石林尖峰石阵。游览参观后前往塞万
提斯海滩(Cervantes Beach)附近著名的龙虾
小屋(lobster shack)与世界著名的西澳龙虾来
一个美妙相遇。午饭后，在兰斯林雪白的
海滨沙漠眺望美丽的印度洋。这里是一个
特别的沙漠小镇，有一处非常适合沙漠探
险的地方。而最新奇、最刺激的沙漠游玩
项目莫过于滑沙。从高高的沙丘上快速滑
下，这绝对是一项考胆识和考技巧的运
动！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中式晚餐
住宿：市区四星级酒店Mantra on Hay（黑伊街
曼特拉酒店）或同级

第三天
晨起早餐后驱车前往珀斯以南的曼都
拉小镇，在此处登上运河渡轮，观赏
两岸的豪宅建筑，并有机会遇见生活
在这里的野生瓶鼻海豚。浏览小镇
后，驱车前往近在咫尺的私人庄园，
在绿茵环绕的环境下享用澳式BBQ午
餐，午饭后可在庄园内享受闲暇时
光，也可以在小河中钓鱼和捕捉螃蟹
（季节性）。随后前往弗里曼特小镇
（Fremantle）游览，晚餐将在著名渔
人码头享用特色鱼薯套餐。
用餐：酒店早餐 / 澳式BBQ / 西式晚餐
住宿：市区四星级酒店Mantra on Hay（黑伊街曼特
拉酒店）或同级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中式晚餐
住宿：市区四星级酒店Mantra on Hay（黑伊街曼特拉酒
店）或同级

第五天
晨起酒店早餐后，如有购房意向者将同预
购房产项目的开发商商议购房细则，签订
房屋定金合同，并支付定金。并在律师的
陪同下去公证处公证文件，开立银行账
户，收集整理移⺠文件。暂无购房意象者
市区自由活动。下午驱⻋前往天鹅河谷，
仅距离珀斯市区25分钟路程的酿酒产区，
品味美酒，品尝巧克力工厂的各种巧克
力，在这里以美酒美⻝结束愉快的珀斯之
旅。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中式晚餐
住宿：市区四星级酒店Mantra on Hay（黑伊街曼特拉酒
店）或同级

第六天
晨起早餐后，送往珀斯国际机场，结束珀
斯之行，返回温暖的家。
用餐：酒店早餐 / 机上/ 机上
住宿：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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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安居西澳六天五晚

找的不仅仅是一套房子，是一个属于你的家。

第一天
起止地乘机⻜往广州/香港，后搭乘国际航班转⻜（行李直挂）澳洲第四大城市 — ⻄澳大利亚洲首府珀斯
Perth，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坐落于天鹅河畔，因此还有个别称叫“天鹅城”，这也是被印度
洋的海滩及天鹅谷的葡萄园所环绕的一个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美丽城市（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第七位）。
交通参考时间：
国内起止地 - 广州 Guangzhou/香港 HongKong - 珀斯 （航程约 8 小时）
用餐：航机上
住宿：市区五星级酒店 Hyatt Regency Perth 珀斯凯悦酒店 或同级

第二天
晨起早餐后约9点驱⻋前往珀斯市区著名的【国王公园】（游览约 1 小时），在这里您可俯瞰珀斯全景，
并浏览园内上千种植物。之后前往珀斯著名的大学之一：【⻄澳大学】参观，体验当地教育文化及校园氛
围。并在校园内会议室由公司高管接待，讲解珀斯学区 房和别墅投资优势，介绍澳洲买房及注意事项，内
容包括贷款，过户，税务及留学移⺠。午饭后前往展示别墅及公寓楼由专人带领讲解并参观项目。结束后
送返酒店。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中式晚餐
住宿：市区五星级酒店 Hyatt Regency Perth 珀斯凯悦酒店 或同级

第三天
晨起早餐后，驱车前往弗里曼特小镇B码头，搭乘短途邮轮前往罗特尼斯特岛（Rottnest Island），在这里享
受阳光与海滩，还可以与只生存在西澳的短尾袋鼠Quokka亲密接触，户外运动爱好者可以租一台单车骑行
环岛。约4点返回弗里曼特小镇（Fremantle）浏览小镇风光，并在著名的渔人码头享用特色鱼薯套餐。晚饭
后送返酒店。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特色鱼薯套餐
住宿：市区五星级酒店 Hyatt Regency Perth 珀斯凯悦酒店 或同级

第四天
早上从珀斯出发一路北上，往西澳引以为傲的南邦国家公园，见证亿万年前形成的活化石林尖峰石阵。游览
参观后前往塞万提斯海滩(Cervantes Beach)附近著名的龙虾小屋(lobster shack)与世界著名的西澳龙虾来一个美
妙相遇。午饭后，在兰斯林雪白的海滨沙漠眺望美丽的印度洋。这里是一个特别的沙漠小镇，有一处非常适
合沙漠探险的地方。而最新奇、最刺激的沙漠游玩项目莫过于滑沙。从高高的沙丘上快速滑下，这绝对是一
项考胆识和考技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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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中式晚餐
住宿：市区五星级酒店 Hyatt Regency Perth 珀斯凯悦酒店 或同级

第五天
晨起酒店早餐后，如有购房意向者将同预购房产项目的开发商商议购房细则，签订房屋定金合同，并支付定
金。并在律师的陪同下去公证处公证文件，开立银行账户，收集整理移⺠文件。暂无购房意象者市区自由活
动。下午驱⻋前往天鹅河谷，仅距离珀斯市区25分钟路程的酿酒产区，品味美酒，品尝巧克力工厂的各种巧
克力，在这里以美酒美⻝结束愉快的珀斯之旅。
用餐：酒店早餐 / 酒庄午餐/ 中式晚餐
住宿：市区五星级酒店 Hyatt Regency Perth 珀斯凯悦酒店 或同级

第六天
晨起早餐后，送往珀斯国际机场，结束珀斯之行，返回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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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奢悠游西澳六天五晚
小团出行 更显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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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起止地乘机⻜往广州/香港，后搭乘国际航班转⻜（行李直挂）澳洲第四大城市 — ⻄澳大利亚洲首府珀斯
Perth，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坐落于天鹅河畔，因此还有个别称叫“天鹅城”，这也是被印度洋的海
滩及天鹅谷的葡萄园所环绕的一个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美丽城市（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第七位）。
交通参考时间：
国内起止地 - 广州 Guangzhou/香港 HongKong - 珀斯 （航程约 8 小时）
用餐：航机上
住宿：珀斯超五星级酒店 Crown Tower 皇冠度假酒店

第二天
晨起早餐后，前往珀斯市政厅（City of Perth Council）由专人接待，在会议室了解珀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城市
规划。随后前往公寓/别墅项目地产，由专人讲解带领参观了解项目细节。项目参观结束后，在皇冠度假酒店内
豪华私人会客厅由公司高管接待，讲解珀斯规划地和房产投资优势，介绍澳洲买房及注意事项，内容包括贷
款，过户，税务及留学移⺠。晚餐将在皇冠赌场享用。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西式自助
住宿：珀斯超五星级酒店 Crown Tower 皇冠度假酒店

第三天
晨起早餐后，骑程特色两轮平衡车沿着美丽的天鹅河 Swan
River河畔，游览珀斯市区风光，途径新落成的伊丽莎白广场
Elizabeth Quay，天鹅钟塔Bell Tower，更不能错过全世界最大的
市内公园国王公园Kings Park，观赏公园内多达3千种各色植
物。午餐后继续驱车前往巴塞尔顿 Busselton，乘坐栈桥上的小
火车，观赏这一南半球最长的木栈道，从海岸往外延伸到海中
长达1841英尺。随后我们将途径运河岩石 Canal Rock，稍作停
留后入住豪华度假酒店。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西式晚餐
住宿：Pullman Bunker Bay Resort Margaret River（铂尔曼邦克湾玛格丽特河度假村）

第四天
晨起早餐后，你可以在酒店的私人海滩漫步，或浮潜。也可以去
往Eagle Bay观赏绝美南部风光。午餐前我们将造访Aravina Estate，
观赏酒庄庄主私人收藏的名贵跑车，品味各式红酒，午餐将在此
享用三道式西餐。随后我们将驱车返程到达位于珀斯南部约30分
钟的私人庄园，在此，你可以在绿荫环绕的天然氧室中享受一刻
闲暇，或在庄园小河中钓鱼，还可以参与射击项目。晚餐将在庄
园享用烤全羊及澳式BBQ。夜宿私人农庄独栋别墅。
用餐：酒店早餐 / 酒庄三道式午餐 / 烤全羊晚餐
住宿：私人度假庄园别墅

第五天
晨起早餐后，启程返回珀斯，如有购房意向者将同预购房产项目
的开发商商议购房细则，签订房屋定金合同，并支付定金。并在
律师的陪同下去公证处公证文件，开立银行账户，收集整理移⺠
文件。暂无购房意象者市区自由活动。下午乘搭豪华私人游艇出
海，乘风破浪在游艇上开香槟，举杯圆满珀斯之旅。
用餐：酒店早餐 / ⻄式简餐 / 中式晚餐
住宿：珀斯超五星级酒店 Crown Tower 皇冠度假酒店

第六天
晨起早餐后，送往珀斯国际机场，结束珀斯之行，返回温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