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坐游船观看海豚，企鹅与海狮

预定与咨询：penguinisland.com.au  联系电话：+618 6210 0903

珀斯以南 45 分钟车程，从肖尔沃特
湾出发 5 分钟即到

观光指南

企 鹅 岛

罗 金 厄 姆 野 生 海洋 世界 
与海 豚 同 游  企 鹅岛渡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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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
探寻多彩的石灰岩礁和海洋生
物。潜水装备在礼品店$15起租。

辨戈
坐落在大陆上，营业时间从早8
点到下午4点半。提供咖啡，汉
堡和美味的炸鱼和薯条。

游泳
东面浅海滩适合儿童嬉戏，或
者在西面远离喧嚣的海滩游泳

野餐区
在树下一面享用午餐，一面欣赏
海洋公园风景

冲浪
“Pengos”是当地人最爱的运
动之一，吸引了众多冲浪爱好者

海鸟
这里有50多种海鸟，还是西澳
最大的鹈鹕繁殖地之一。

探索中心
企鹅喂食于每天上午10.30，下午
12.30,2.30进行

乘坐刺激的快艇观看  
野生海豚和海狮！

无与伦比的速度、舒适、安全和
机动，就在今天感受我们的 
海豚，企鹅和海狮探索之旅！

乘坐游船观看海豚，企鹅与海狮

美丽的肖尔沃特湾海洋公园……





渡轮出发： 早9,10,11点，午12,1,2,3点（周末和节假日有更多班次）
渡轮返程： 早10.10,11.10，午12.10,1.10,2.10,3.10，和4.00.

只花很短的乘船时间便可观赏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品种。观赏企鹅只
需1小时，但您可以在这里游泳，潜水，自由享受美丽的自然景观。

包含：
无限次渡轮往返； 
企鹅喂食（可选——见下方价格表）

价格 成人 特价^ 儿童* 家庭票‡

渡轮及企鹅喂食 $23 $21 $18.50 $69.50

仅渡轮 $15 $13.50 $12.50 $48
* 3 – 12 岁可购儿童票  ^购买特价票须持有效证件
‡ 家庭票（2成人2儿童）

价格 成人 特价^ 儿童*

企鹅与海狮游船之旅 $38.50 $35 $29.50
*3-12岁可购儿童票 ^购买特价票须持有效证件

企鹅岛渡轮
5分钟观看：

企鹅与海狮游船之旅
45分钟观看：

企鹅岛出发：早10.15，11.15，午1.15（旺季增设下午12.15,2.15,3.00） 
有足够时间先乘坐渡轮前往企鹅岛 
渡轮返程： 任何一班返程渡轮均可

乘坐玻璃船底的游船前往海洋公园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您可以近看
起伏的礁石，并从船长那里了解栖息在这里的海鸟与海鱼的知识。
特色景点包括去海豹岛看澳大利亚海狮，造访鹈鹕群居地。

包含：
无限次渡轮往返； 
企鹅喂食； 
45分钟游船之旅

海洋独木舟之旅
全天行程观看：

旅程出发： 弗里曼图尔：早7.30或者肖尔沃特湾：早8.15 
旅程返程： 下午2点到4点间

在肖尔沃特岛海洋公园泛独木舟于海上，近距离亲自接触海狮。途经鹈鹕栖息地

并上岸。专业领队人员会为您讲解并带您体验潜水。运气好还可以看到海豚！适

合初学者和有经验的独木舟爱好者

包含：
可供选择的巴士公交； 
两座海洋独木舟，船桨和救生衣； 
导游讲解和潜水体验； 
企鹅喂食； 
上午茶和简易午餐。

价格

海洋独木舟之旅* $169每人

*只限8岁以上人群。8-18岁游客必须有成年人陪同。

火热预订中！

摄影：Ian Beattie



肖尔沃特湾的浅滩水域和持续的微风为水上活动提供了理想的环
境。我们提供IKO认证的水上活动指导课程，既有针对初学者的入门
教学，也有适合有经验的冲浪风筝爱好者的进阶训练。每一组教学
最多只带两个学员，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教学体验。（体验课程例
外，每组含多名学员。）

包含：
所有的冲浪风筝所需装备；如果需要，提供下水衣物。

冲浪风筝教学课堂

课堂开放时间：十一月——三月中午12点开始。具体情况可能由于
天气原因而有所改变

冲浪风筝套餐 价格

体验课程（60分钟）

入门课程，开启您的冲浪之旅 $100  
每人

初学者课程（2小时）

包括安全教学，初学者入门，水中自救等 $225

进阶课程（2天x3小时）

教您如何掌握冲浪风筝的技巧 $590

速成课程（4天x3小时）

课程包含所有内容，短期变身冲浪风筝达人！ $990

近距离亲自与野生海豚接触的兴奋，尽在游船上体验！在这里您有
机会看到200多只野生海豚。有时能看到海豚妈妈带着小海豚学习
觅食技能，有时能看到海豚群跟随者游船一次次地跃出海面，有时
海豚会热情的凑到船前，亲切地与游人打招呼示好，有时我们悄悄
寻访海豚的踪迹，观看他们睡觉时的样子！我们还配备水下麦克风
装置，用来收听海豚发出的声音。

与海豚嬉耍之后，在返回的途中抵达海豹岛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去看
海狮。同时还有很多种类的海鸟在此栖居，您也别错过观察拍照的
机会。

包含：
无限次搭乘渡轮；企鹅喂食；90分钟海豚海狮游船之旅；水下麦克
风收听海豚的声音。

游船出发：早10.15到达登记，10.45出发。 
（旺季增设早8.45与午12.45） 
渡轮返程：任何一班返程渡轮均可

火热预订中！

价格 成人 特价^ 儿童*

海豚，企鹅与海狮游船之旅 $85.00 $75.00 $50.00

*只限3岁以上人群。3-12岁可购儿童票  ^购买特价票须持有效证件

海豚，企鹅与海狮游船之旅
90分钟观看：

Bookings recommended

Photo: Ian Beattie摄影：Ian Beattie

保证看到海豚
如果您没有看到海豚，可以免费再来
观看！详情请见取消条款。



珀斯以南45分钟车程 从肖尔沃特湾出发5分钟即到 

企鹅岛是澳大利亚重点自然保护区星级旅游景点 

观看世界上最小的企鹅

游客可以近距离与企鹅接触。每天探索中心会安排三次企鹅喂食，
分别在上午10.30，下午12.30和2.30。企鹅很聪明，是孩子们的最
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通常企鹅都天性害羞，白天都在
捕食或藏在地洞里，很难有机会和它们互动。

海洋公园还有其他野生生物，比如野生海豚，海狮，黄貂鱼，鹈鹕
和50多种海鸟。在水下，还有五彩奇幻的礁石和海草带，增添潜水
的乐趣。自然风景爱好者们也会得其所乐，因为这里被评为西澳地
区顶级自然保护区。游客在这里可以悠闲地享受野餐，是全家休闲
度假好去处。

Rockingham Wild Encounters是唯一一家持照运营企鹅岛旅游的游
船公司。我们的游船专门用来与野生动物互动， 包括参观澳大利
亚稀有海狮，探索野生海豚等。我们运营企鹅岛旅游已有20多年。
我们很开心与您一同欣赏企鹅岛的美丽景观，分享探索野生动物
的喜悦。

重要信息：

季节：
9月15日至6月1日开放，包括周末与节假日。圣诞节(12
月25日) 不开放。

开放时间，票务与预订：
营业时间为早8.30至午4.30.

渡轮从早9点至午3点每隔一小时整点出发。

渡轮船票、企鹅与海狮游船之旅可于当日在售票处
购 买。

海豚，企鹅与海狮游船之旅、海洋独木舟之旅、冲浪
风筝教学课堂建议您提前预订。

预约电话：08-6210 0903 或登录 
penguinisland.com.au

如何到达：
距离珀斯45分钟车程

地址：Arcadia Drive and Penguin Road, Shoalwater
拐 角处。参见最后一张地图。

探索中心企鹅喂食时间：
每天早10.30，下午12.30，2.30.

敬请注意：
企鹅岛是自然保护区，所以岛上没有商店和餐馆。
岛上有一个野餐区域，您可以携带自己的食物和饮
料在此用餐。“辨戈”咖啡店在大陆上提供早、午、
晚餐，营业时间早8点到下午4.30.

请携带舒适的鞋子，凉拖，毛巾和泳装。潜水设备、
冲浪板、鱼竿都可以带上渡轮运送。

企 鹅 岛
——珀斯的自然保护区





体验

乘坐游船观看海豚，企鹅与海狮

如何到达这里：
Rockingham Wild 
Encounter 在Arcadia 
Drive and Penguin Road, 
Shoalwater拐角处。

自驾：距珀斯45分钟车程，
免费泊车。

火车：通往曼哲拉的南线
火车，在Rockingham站下
车。

公交：551路与552路公交均
可到达，在Penguin Rd站下
车后，步行至接待处。

更多关于公交的信息，敬
请登录 
www.transperth.wa.gov.au

企 鹅 岛

取消条款
• 取消或修改预约必须在规定时间前以文字形式知会Rockingham 

Wild Encounter。电话取消恕不接受。

• 对3人或3人以下的预约，距出发前48小时内取消将收取价格50%
的取消费用，距出发前24小时内取消将扣留全款。

• 对4人或4人以上的预约，距出发前7天内取消将收取价格50%的
取消费用，距出发前48小时内取消将扣留全款。

• 预约代理人员有责任知会游客取消条款。

• 所有的旅程都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 过去的经验显示有99%的几率可以看到海豚。但敬请理解它们
的出现不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此外，其他季节性野生动物，如
海狮，会在年中某段时间迁移。我们会尽力让每一个旅程都见到
尽可能多的野生动物，但是万一很遗憾地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恕
不退款。

• 价格有效期至2014年6月2日。此日期之后的价格欢迎咨询。

罗 金 厄 姆 野 生 海洋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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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预约：
penguinisland.com.au
+618 6210 0903

咨询方式：
电子邮箱： nihao@dolphins.com.au
电话： +618 6210 0903
脸书： facebook.com/rockinghamwildencounters
传真： +618 6210 0990
地址： Arcadia Dve and Penguin Rd, Shoalwater拐角处
邮箱： PO Box 5321, Rockingham Beach, WA,6168

工作时间：
9月1日至6月2日，每天早8.30至午5.00 
6月3日至8月31日，周一至周五早9点至午2点 
圣诞节（12月25日）暂停营业。 
冬季（6月3日至9月14日）企鹅岛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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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豚同游

企鹅岛出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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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ingham

我们还有多次获奖的金牌旅游项目：

更多信息请登录dolphins.com.au

与海豚同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