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夢想出走 ?
有一個地方 , 可以幫你叉足電

西澳州行程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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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位處澳洲西部，250 萬多平方公里，世界第二大州 ( 是
歐洲的一半）也是澳洲最大州份。西澳有很多自然形成的
地貌和景觀，豐富的資源和物種多樣性。
要真正感受西澳魅力，自駕沿海暢遊最正。在珀斯出發，
7 日行程，有西南和北行兩條路線選擇。賞盡自然靚景各異
之餘、動極的刺激活動，文靜一點到酒莊、農場遊、原住
民導賞都統統帶你玩。不論是夫婦、情侶、三五知己或一
家大小，總有一條路線適合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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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行路線
這條北行路線，從珀斯出發，北上澳洲珊
瑚 海 岸 地 區 (Australia's Coral Coast) 到
賽凡提斯 (Cervantes) 後，回程南走希拉
里 (Hillarys)， 繼 續 前 往 珀 斯 近 郊 的 費 裡
曼 圖 (Fremantle) 及 羅 特 尼 斯 島 (Rottnest 
Island)。首 4 天的自駕行程，大約 1,220
公里，餘下的都可用公共交通工具解決。
途中會到訪蘭斯林 (Lancelin) 白沙丘、人稱
粉紅湖的赫特潟湖 (Hutt Lagoon)、有紅色
砂岩的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Kalbarri National 
Park)，更可玩齊四驅車、滑沙、與小海獅
暢游、夜間觀星等親親大自然的活動。



珀斯  蘭斯林 格里諾 
Perth  Lancelin  Greenough 

北行路線
-第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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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公里：約 410 公里  
夜宿：格里諾

白沙丘 @ 蘭斯林
為澳洲唯一沿海的白沙漠，據說是 3000 年前海床推上而成。一望無
際，除影相打卡，還有不同活動可參與。越野型沙灘車 (ATV) 沙漠歷
奇是自行駕駛 ATV 車，在多個起伏大的沙丘上穿梭，刺激得如同坐
過山車一樣。另可直接租滑板玩 Sandboarding，在斜度達 45 度的沙
丘直接衝下去，一樣可讓你盡情尖叫。

地址： Beacon Rd, Lancelin 
WA 6044

Bestry Beef Farm
@ 格里諾 (Greenough) 來到 6000 公頃的 Bestry Beef Farm，

可以感受到澳洲農場人家的熱情。農場
主人 Mick 會帶旅客暢遊農莊，邊介紹農
莊跟家族歷史、講解農場日常運作，也
會讓大家接觸農場的動物，和見見農場
明星馬匹。農場以養殖牛羊和小麥為主，
有時間大可在此留宿吃晚飯，一邊品嚐
本地農場原味道，一邊仰望壯觀的夜空
和銀河。

地址：56 Devlin Pool Rd, Greenough WA 6532    
電話：61- 427 261 359 電郵：petariley@gmail.com

相片提供：Bestry Beef Farm

https://www.lancelin.com.au/activities/
https://goo.gl/maps/Hi3PEWzoX9pJg9m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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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諾  赫特潟湖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卡爾巴里
Greenough  Hutt Lagoon  Kalbarri National Park  Kalbarri

P05

駕駛公里：約 247 公里   
夜宿：卡爾巴里

粉紅湖 @ 赫特潟湖

獨木舟峽谷之旅
@ 卡爾巴里國家公園

粉紅湖絕對是西澳其中一個代表 Shocking 
Spot ！潟湖面積 70 平方公里，跟印度洋
接壤，其湖水因快速蒸發，鹽度上升，滋
生大量藻類，而藻類所產生的胡蘿蔔素，
令湖水時而變成明亮的粉紅色，時而淡紫
色，有時更是紅色。由葛列格里港 (Port 
Gregory) 到卡爾巴里 (Kalbarri) 沿途處處
是美景。想當地導賞團的，以觀光飛機
或直升機在半空欣賞湖景最獨特，飛越湖
面，也欣賞到湖畔美景。

這裡是個滿佈風化、侵蝕及氧化紅色層積岩
的國家公園。走到哪裡，幾乎都感受那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公園另一個賣點是有不少奇
特峽谷，建議參加半天獨木舟導賞團，在嚮
導 帶 領 及 講 解 下， 邊 在 曲 折 的 河 道 寫 意 漫
遊，邊欣賞到以億年形成峽谷的美態，以及
著名景點自然之窗 (Natures Window) 及 Z
字彎崖瞭望台 (Z-Bend Lookouts)。

地址：70 Grey St, Kalbarri WA 6536

北行路線
-第二日 -

地址：Yallabatharra, WA 6535

https://www.australiascoralcoast.com/destination/pink-lake-port-gregory
https://www.kalbarritour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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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巴里 朱裡恩灣 賽凡提斯
Kalbarri  Jurien Bay  Cervantes

駕駛公里：約 378 公里
夜宿：賽凡提斯 

Sea Lions Safari
@ 朱裡恩灣

細數星空故事
@ 尖峰石陣 (The Pinnacles)

朱裡恩灣是西澳一處優美海灣，海水清
澈，極之適合浮潛。該處住了不少小海
獅，牠們屬澳洲瀕危動物，現時只剩下
13 萬隻。旅客可參加小海獅探索之旅，
在導賞員的指示下，在水中與小海獅們
在海中暢泳，夠晒開心好玩！

來到賽凡提斯，也代表經已來到尖峰石
陣的門口。它是南邦國家公園 (Nambung 
National Park) 的打卡地標，沙漠地形加上
石灰尖岩，也被視為西澳甚至澳洲獨特地
形之一。可參加巴士團或四驅車暢遊，更
可參加十分特別的星空導賞。入夜後在沒
有光害的星空下，圍著篝火，聽導賞員細
說各星宿故事，以及用天文望遠鏡觀察星
體，上一堂有趣的天文課。

地址：91/1 Leake St, Bayswater WA 6053

地址： Boat Harbour, Harbour Dr, 
Jurien Bay WA 6516

北行路線
-第三日 -

https://www.turquoisesafaris.com.au/
https://www.lumineertour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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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凡提斯 希拉里 珀斯 費裡曼圖
Cervantes Hillarys  Perth  Fremantle

駕駛公里：約 227 公里
夜宿：費裡曼圖

乘船探西澳外海
@ 希拉里

文化溶爐
@ 北橋 (Northbridge)

離開賽凡提斯，回程到希拉里。它有點
像綜合式海岸悠閒度假中心。西澳水
族館 (The Aquarium of WA)，擁有全
澳最長的透明水道，零濕身認識西澳
的海底世界，享受被魚兒包圍的感覺。
希拉里有大型碼頭，泊滿了當地人的遊
艇船隻。旅客則可以參加本地遊，從
遊船河、觀鯨到滑水、深海垂釣都有，
活動眾多，任君選擇。

回到珀斯，交還租車，好好發掘西
澳首府多姿多采的生活。北橋離珀
斯市中心僅 5 分鐘路程，是個文化
氣息濃厚之地。這裡藝術館林立，
喜歡藝術的，絕對會讓你愛不釋手。
除逛藝術館外，這裡餐廳也多不勝
數，薈萃各國特色美食。飯後漫步
附近的威廉街 (William Street)，在
精品店隨時找到心頭好。

地址： 86 Southside Drive Hillarys 
WA 6025

地址： Northbridge, WA 6025

北行路線
-第四日 -

https://hillarysboatharbour.com.au
https://www.destinationperth.com.au/destination/north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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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 費裡曼圖
Perth  Fremantle

駕駛公里：約 324 公里  
夜宿：珀斯 Perth

Nostalgia Box Museum
@ 珀斯

漫遊殖民港口
@ 費裡曼圖

愛玩遊戲機的朋友，來到這博物館，
應會興奮若狂。這博物館有齊上世紀
70 年代到千禧年的遊戲機，100 多部
遊戲機，見證了遊戲機電玩歷史，也
有些讓人懷念的經典遊戲重現大家眼
前，還可以親身落場玩幾鋪 game，
童年回憶返晒來！

離珀斯約 30 分鐘車程的費裡曼圖，
極具時空交錯之感。在殖民地時代
的建築下，有時尚的咖啡店、酒吧，
而沿海岸更有不少餐廳，海鮮固然
是首選，但其他澳洲現代菜餐廳也
甚有特色。如想參觀名勝的，世界
文 化 遺 產 的 費 裡 曼 圖 (Fremantle 
Prison) 監獄是個好選擇。

地址： 16 Aberdeen Street, 
Shop 1, Perth WA 6000

地址： Fremantle WA 6160

北行路線
-第四日 -

相片提供 @Nostalgia Box Museum

https://thenostalgiabox.com.au/
https://www.experienceperth.com/destination/northbridge
https://www.visitfremantle.com.au/
https://www.experienceperth.com/destination/north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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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裡曼圖 羅特尼斯島
Fremantle  Rottnest Island

夜宿：羅特尼斯島

拜訪野生動物
@ 羅特尼斯島 

認識原住民文化
@ 珀斯

費裡曼圖乘船 35 分鐘即可到達羅特尼斯島，將這
裡形容為自然天堂絕不為過，即使對動物而言也
是。島上是自然生態保育區，不允許自駕，可乘

坐穿梭巴士或租一架電動或普通單車暢
遊小島。旅客可以在此找到短尾矮袋鼠
(Quokka)，牠們可愛又上鏡，有世界上
最快樂的動物之稱，現時澳洲也只有這
裡才找到。旅客無論行山或騎單車都可
遇見牠們的身影，也可以參加巴士團了
解更多。

原住民文化是澳洲重要文化瑰寶，想要深入了解，
大可參加在珀斯市中心出發，由原住民帶團，帶你
認識今昔原住民生活變化及點滴，包括圖案、生活
儀式、工具。這行程並非齋聽，參加
者也需親身參與，其中較有趣是以原
住民製作的顏料繪畫，亦有從珀斯出
發的文化導賞團可供選擇。

地址：Rottnest Island WA 6161

北行路線
-第五日 -

https://rottnestisland.com/
https://www.experienceperth.com/destination/northbridge
https://gocultur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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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特尼斯島 珀斯
Rottnest Island  Perth 

夜宿：珀斯

刺激空中跳傘
@ 羅特尼斯島

即捕海鮮船河
@ 羅特尼斯島

小島生態資源豐富，各樣動態活動也是
十分好玩。夠大膽的，即管去挑戰空
中跳傘活動。從 15,000 公尺跟教練一
躍而下，極度刺激之外，也不妨花點
時間，以高空鳥瞰角度欣賞全島以及
珀斯的美景，感受這片土地的藍與綠，
說不定會成為這西澳旅程的最佳回憶。

來西澳不大擦海鮮，絕對愧對自己，
大可以把這機會留給羅特尼斯島。
參加其海鮮船河，3 個半的行程，
船員會帶你出海，期間還有講解，
有機會親手捕獲西澳龍蝦。當然吃
海鮮才是重點，龍蝦、生蠔、三文
魚、藍蟹⋯⋯配西澳美酒及精品啤
酒，幫手食多點啦！在羅特尼斯島
盡興後，回到珀斯。

地址： Brand Way, Rottnest Island  
WA 6161

地址： Thomson Bay Fuel Jetty,  
Rottnest Island WA 6161

北行路線
-第六日 -

https://www.experienceperth.com/destination/northbridge
https://www.rottnestcruises.com/
https://skydivegeronimo.com.au/?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local&utm_campaign=gmb_listi ng
https://www.rottnestcruises.com


P11

珀斯
Perth 

回程

國王公園暨植物園
@ 珀斯

Optus Stadium
@ 珀斯

珀斯市內的綠化中心，國王公園 (King's 
Park) 除有灌木叢地、溫帶疏樹草原，
還有 80 種鳥類在此棲息，每年 9 月春
天的公園節，更有繁花盛開的美景。廣
闊的市景與河景，可令人感受到西澳人
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一面。公園內有不
少公共及餐飲設施，於 Fraser Avenue
上，還有展示澳洲工藝、設計的展示中
心，適合想最後一天放慢腳步的你。

位於珀斯商業中心的東邊，體育館是屬於世界級
多用途運動場，經常舉辦一系列體育運動及娛
樂盛會。場館既是地標，亦有不少美食消閒的設
施，也有些另類活動行程，如運動場導賞、原住
民導賞等，說最值得參加的，該是 HALO Rooftop 
Tours。走上離地約 42 米 體育館的頂部靠邊行，
沿途能盡覽珀斯天際線。看似很危
險，體驗前穿上全套防護衣，扣好
安全繩，所以不需要擔心。大前題
是你不畏高才可以樂在其中！結束
這一趟美滿的旅程，盡興回港。

地址：Fraser Ave, Perth WA 6005

地址： 333 Victoria Park Dr, Burswood 
WA 6100, Australia

北行路線
-第七日 -

https://www.bgpa.wa.gov.au/kings-park
https://optusstadium.com.au/
https://www.bgpa.wa.gov.au/king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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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路線行程更多的是人文色彩。同樣在珀

斯出發，首 3 日行程大多集中於瑪格麗特

河地區 (Margaret River Region) ，途經班

伯里 (Bunbury)、巴瑟爾頓碼頭 (Busselton 

Jetty)，先玩農莊及海洋與森林活動，及後

深入酒莊品酒、嘆美食。行車約 695 公里。

第 4 日回到珀斯及周邊地方，近郊的費裡曼

圖及羅特尼斯島，行程上山下海樣樣齊外，

最適合愛美食美酒，識飲識食的你。

西南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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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 班伯里 巴瑟爾頓碼頭 瑪格麗特河地區
Perth Bunbury Busselton Jetty  Margaret River Region

駕駛公里：約 278 公里
夜宿：瑪格麗特河地區

Farmers Market
@ 班伯里

巴瑟爾頓碼頭
@ 巴瑟爾頓

逛農墟是遊澳洲必遊行程。在西澳，可到一星期開
足 7 日的班伯里農墟。西澳九成的蔬果農產都雲集
在這裡，還有肉食、芝士及熟食。這農墟安排甚有

條理，容易找到想要的，來到這裡一定要
有充足心理準備和銀兩慢慢逛，買定些美
食路上吃用外，順便嘆過午餐再出發。

遠看已經很 IG'able ！這裡是宮崎駿電影《千與千尋》
靈感發源地，也是世界遺產之一。跟一般的木碼頭不
同，巴瑟爾頓碼頭擁有南半球最長的木棧橋，全長
1,841 公里，不想全程步行的，乘坐
棧橋火車最實際，可以飽覽印度洋藍
天白沙的美景。到達碼頭盡頭後，可
到 8 米 下 的 Australian Underwater 
Discovery Centre 欣賞海底下的繽紛
珊瑚礁及海洋生態。

地址：2 Vittoria Rd, Glen Iris WA 6230

地址： 3L Queen St, Busselton 
WA 6280

西南路線
-第一日 -

相片提供：Bunbury Farmers Market

https://bunburyfarmersmarket.com.au/
https://bunburyfarmersmarket.com.au/
https://www.busseltonjett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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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河地區 
Margaret River Region

下海跟魔鬼魚玩水
@ 哈麥林灣 (Hamelin Bay) 

除了玩水，瑪格麗特河地區也有不少森林屬於
盧因-博物學家角國家公園(Leeuwin-Naturaliste 
National Park) 範圍，可進行的活動多不勝數。

在森林中自駕，林中一草一木，都有洗
淨心靈之感。鍾情體力活動的，可在新
娘洞 (Bride's Cave) 沿繩垂降探洞。遊
繩直降 40 米到洞底，極度挑戰膽量，
但看罷那鐘乳石洞美景，自會覺得剛面
對游繩而下的驚恐，都是值得的。

瑪格麗特河地區是西澳人的後花
園。在河區的角對角步道 (Cape to 
Cape Track) 附近的哈麥林灣，每
逢夏天都有大量魔鬼魚聚集。這些
魔鬼魚都相當大條，不時會游近沙
灘，相當親民。要玩得安心，跟團
為佳，在導賞員帶領下，與牠們作
近距離接觸，更了解當地生態。

地址： Boranup WA 6286 

地址： 1/24 Auger Way West, 
Margaret River, WA 6285

西南路線
-第二日 -

新娘洞洞穴探秘
@ 博拉納普考裡森林

駕駛公里：約 42 公里  

(Boranup Karri Forest）

https://www.margaretriver.com/members/margaret-river-climbing-co-adventure-tours/
https://capetocapetours.com.au/hamelin-bay-sting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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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河葡萄酒產區 
Margaret River Region

Vasse Felix Winery
@ 瑪格麗特河葡萄酒產區 

找尋野生袋鼠足跡
@ 瑪格麗特河地區

瑪格麗特河葡萄酒產區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比較
年輕的葡萄酒產區，50 多年的歷史，產區種植
了澳洲 2% 的葡萄，但生產了該國 20% 以上的

優質葡萄酒。其中於 1967 年創立的 Vasse 
Felix 是地區的明星酒莊之一，也是該區最
早的酒莊，釀製的紅、白酒各有千秋，並
在葡萄酒界屢獲肯定。到酒莊除參加品酒、
嚐美食，還可以在原酒莊改建而成的美術
館欣賞藝術品，這樣可玩半天了。

河區是西澳野生袋鼠其中一個家。當地有一個有趣
的導賞團 Neil McLeod Kangaroo Safari，用 1962
年的古老 Bedford 貨車，載著遊客暢遊老農莊，又
到戶外找野生袋鼠，看牠們蹦蹦跳
時，也認識牠們的習性。這是個黃昏
團，尾聲時導賞員還會讓在大家在夕
陽下嘆茶點，最後請來農莊的駿馬來
歡送大家。此行程只在 10 月至翌年
4/5 月舉辦，要參加則要留意。

地址： 4357 Caves Rd, Wilyabrup 
WA 6280 

地址： 6036 Caves Rd, Margaret 
River WA 6285

西南路線
-第二日 -

駕駛公里：約 42 公里  

https://www.vassefelix.com.au/
https://mcleodtours.com.au/margaret-river-sunset-kangaroo-safari/


瑪格麗特河地區 羅金厄姆 費裡曼圖
Margaret River Region  Rockingham Fremantle

駕駛公里：約 274 公里   
夜宿：費裡曼圖

Swim with Wild Dolphins
@ 羅金厄姆

費裡曼圖監獄
@ 費裡曼圖

羅金厄姆是野生樽鼻海豚的棲息地。
有 超 過 200 條 海 豚 經 常 在 周 邊 的 海
域 和 小 島 出 沒。 參 加 Perth Wildlife 
Encounters，由導賞員帶住你以小組
形式，逐組跳進海中浮潛，期間旅客可
以遠遠的感受牠們的可愛活潑。活動將
會於 9 月份重新開辦，記得準備好泳
衣啦！

在英殖民時期，澳洲一共有 11 座監
獄，費裡曼圖是其中之一，也被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監獄故事多，除
了日間的恆常導賞外，也可參加晚
上的 Torchlight Tour，團員各手持
電筒，在暗黑的監獄中聽昔日愛爾
蘭人跟原住民的黑獄故事，加上那
陰深環境，聽得人心寒。膽小的，
小心嚇破膽！到費裡曼圖後，可以
還車了。

地址：Rockingham Beach, WA 6168

地址： 1 The Terrace Fremantle 
WA 6160

西南路線
-第三日 -

P16

https://www.dolphins.com.au/
https://fremantleprison.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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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裡曼圖 羅特尼斯島
Fremantle Rottnest Island 

費裡曼圖市場
@ 費裡曼圖

有百多年歷史的費裡曼圖市場是個周末
市集，古舊紅磚建築內全是攤位，日常
生活所需以至遊客想買的紀念品，統統
齊備。市場後有美食區，世界美食雲集，
從海鮮、本土農產品、奶製品、肉類，甚
至甜品都有，不愁找不到想吃的。

由於市集只在周末營業，平日用餐的，
可以在 South Terrace 解決。這裡有很
不錯的意大利餐廳，餐後還可以到附近
的 Cappuccino Strip 嘆咖啡。相傳意式
咖啡是上世紀 30 年代在澳洲流行起來。
此街的每家咖啡店，裝修到咖啡風味都
不同，不少更自家炒豆，不可不試。

快艇尋海豹
@ 羅特尼斯島 

從費裡曼圖乘船 35 分鐘可到的羅
特尼斯島，在這個自然生態保育
區，除可找到可愛的短尾矮袋鼠，
多樣性的海洋生態和物種豐富。島
上有快艇團，專門帶旅客在近岸欣
賞沿岸的野生動物，海鳥、新西蘭
海豹外，遇上鯨魚季遷徙季節，還
有機會看到座頭鯨。

地址： South Terrace & Henderson St, 
Fremantle WA 6160

地址： 1 Peter Hughes Dr, 
Fremantle, WA 6160

地址： South Terrace, Fremantle, 
WA 6160

西南路線
-第四日 -

Cappuccino Strip 嘆咖啡
@ 費裡曼圖

夜宿：羅特尼斯島

https://www.fremantlemarkets.com.au/
https://rottnestexpress.com.au/experiences/island-tours/thrill-ride/
https://www.visitfremantle.com.au/taste/cafes-and-alfr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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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特尼斯島
Rottnest Island

Segway 探島
@ 羅特尼斯島

Glamping
@Discovery Holiday Parks

不 想 以 行 走 方 式 遊 羅 特 尼 斯 島？
Segway 是你的好幫手。1 小時導賞中，
旅客可以踏著 Segway 暢遊島上優美海
灣、軍營、跟可愛的短尾矮袋鼠自拍，
最 終 站 還 會 到 Wadjamup Lighthouse 
欣賞壯麗的海景。旅客若果未曾接觸過 
Segway，或會擔心操控，只要懂得平
衡，自然可以樂在其中。

近年流行的 Glamping，在西澳的羅
特尼斯島也可以找到。帳蓬通常可
容納 2 - 4 人，有齊廚廁睡床，可買
齊食物靚酒大顯廚藝。帳蓬外還有
露台讓你閒 hea! 飲飽食醉在此悠閒
看書、聽歌、睡午覺⋯⋯ 誰說放假
每刻都要玩到足？這樣才是真正享
受到澳洲人放假的真情趣。 

地址： Kingstown Barracks Kingstown 
Road, Rottnest Island WA 6160

地址： Strue Rd, Rottest Island, 
WA 6161

西南路線
-第五日 -

夜宿：羅特尼斯島

相片提供：Discovery Holiday Parks  

https://segwaytourswa.com.au/rottnest/
https://www.discoveryholidayparks.com.au/discovery-rottnest-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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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特尼斯島 珀斯
Rottnest Island  Perth

夜宿：珀斯

西南路線
-第六日 -

靚白沙灘游水
科特索海灘 (Cottesloe Beach)

Boola Bardip 西澳洲博物館
@ 珀斯

是珀斯 19 個白沙灘中最受歡迎的。交
通方便外，水清沙幼，在同一個沙灘
可以游泳、浮潛跟滑浪，完全是集「多
功能」於一身。沙灘長達超過 1 公里，
壯麗的印度洋就在眼前，即使不玩水，
也可以在附近的酒吧、餐廳看海。每年
3 月，海灘還會舉辦海之雕塑展，以巨
型雕塑展現另類藝術。

2020 年底重開的西澳洲博物館，換上澳
洲原住民的名稱，既對原住民尊重，也意
味著為參觀者帶來更多地道故事。館內共
有 8 個展區，展品全天候涵蓋西澳天
文、地理、人文歷史，還有些稀有標
本和化石。不同部分都有互動遊戲，
讓參觀者可參與有深入認識。有時間
的，可參加各種主題導賞團，種類之
多，總有合你心意的。

地址： Marine Parade, Cottesloe,   
WA 6011

地址： Perth Cultural Centre, 
Perth WA 6000

http://museum.w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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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agarup Bridge
@ 珀斯

珀斯鑄幣廠
@ 珀斯

Matagarup Bridge 是一條設計獨特的雙軌橋，在橋
上不單可以看風景，還可以從事不同的活動。爬橋
是最受遊客歡迎的。登上離天鵝河 (Swan River)72
米高的觀景塔頂，可以鳥瞰式飽覽整個珀斯市的

景色。還會新增高空飛索 Zipline，全程
400 米，以時速 75 公里在半空「滑行」，
滑住來看風景，刺激無比，受挑戰的人不
能錯過。

珀斯鑄幣廠 (Perth Mint) 是現時世界
歷史最悠久的鑄幣廠，1899 年起開
始鑄幣，至今仍在運作，也是西澳
的重要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旅客可
觀看到鑄幣過程，認識到鑄幣的歷
史，也可以看到被譽為全世界最大
得黃金礦石。臨離開前，記得鑄造
一個屬於自己的紀念幣留念。美滿
的旅程在此結束，盡興回港。

地址：Camfield Drive, Perth WA 6000

地址： 310 Hay St, East Perth 
WA 6004

西南路線
-第七日 -

回程

珀斯
Perth

https://www.perthmint.com/
https://www.zipclim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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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 Australia

Hertz Car Rental

租車須知及貼士
在西澳，可以透過以下的租車公司租車：

Avis Australia 

Joondalup Car Hire 

Europcar 
澳洲自駕須知
1.   港人持有香港駕駛執照，原則上是可以在

澳洲駕駛，租車時除了帶備香港駕駛執
照，有些租車公司也可能要求出示國際駕
駛執照，因此出發前也申請為佳。

2.  澳洲駕車方向，基本上跟香港一樣，右軚
車、靠左行駛。

3.  如道路沒有車速限制標誌，車速是 50 公
里。澳洲嚴禁司機在駕駛時使用手提電
話。這包括撥打、接聽來電或短信。

4.  按公路所訂下的時速行駛，不可超速。提
醒駕駛時一定要放慢車速，並隨時留意附
近是否有野生動物，以免發生交通意外。

5.  不論有沒斑馬線，也必須要先讓行人過
路。 在路上別隨意響號。

6.  租車公司一般都會對路費 (Toll) 和單程租車
有固定繳費，建議先查詢以免事後有爭拗。

7.  在澳洲為汽車加油是全自助的，把加油站
的位置號碼告訴收銀員就可以付款。

https://www.hertz.com.au/rentacar/reservation/
https://www.avis.com.au/en/home
https://www.joondalupcarhire.com.au/
https://www.europcar.com.au/en-au
https://www.budget.com.au/e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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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簽證： 凡前往澳洲的旅客，都要申請電子簽證 (ETA)。持特區
護照 (SAR) 人士，可以上網、透過旅行社或航空公司
申請 ETA。持英國國民 ( 海外 )(BNO) 護照者，則需要
透過旅行社或航空公司申請。

氣候： 西澳擁有多元氣候，珀斯及西南部四季分明，沿海氣候
溫和，但冬日會降雨。北部屬熱帶，有雨季、旱季之分，
氣候相當較乾。

貨幣： 使用澳元 (AUD)。旅客一般可在出發前先到銀行或兌換
店兌換澳元。如有需要在西澳提款，可以在銀行提款機
提款，但較偏遠地區或未必有提款機。大部分商戶都接
受國際認可的信用卡。

電壓及插頭： 澳洲的電流為 220 至 240 伏特，旅客需要帶備
轉換插頭。澳洲使用陷入式八字腳具有兩塊扁平
金屬倒「V」形的插頭。

流動數據： 在旅程中要上網，建議在出發前購買上網數據 SIM
卡。在西澳的電訊商 Telstra、Optus、Vodafone 
門市也可以買到上網數據 SIM 卡，但價錢貴且速
度或會有限制，接收能力以前兩者較佳。

航班： 國泰有直航航班來往香港及珀斯。乘坐新加坡航空或澳
洲航空則需要轉機才能前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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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 入境時，旅客不可以攜帶任何食
物及動植物進入澳洲境內。如有
的，也必須要在到達澳洲前丟棄。
如旅客已在旅客入境卡上申報任
何食物或動植物項目，請切記利
用紅色通道出口離開行李大堂。

• 如所穿過的鞋子曾到訪過農場，
必須要徹底清潔方可以入境。

• 填寫入境表時，必須要如實作答
及申報相關資料。

• 西澳的陽光猛烈，紫外線也高，
出門要做好防曬準備，特別是從
事戶外活動時。1-3 月為西澳雨
季，出門應帶備雨具。

• 澳洲人注重環保，出遊時宜自備
水樽，減少使用即棄用品。

出遊時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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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WesternAustraliaHK
https://www.instagram.com/westernaustralia/
https://www.westernaustral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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