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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澳大利亚是世界面积第六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
大陆的国家。这里是被大洋包围的一块大陆，大陆东侧是太平洋，西侧
是印度洋，与西北方的印度尼西亚和东南方的新西兰隔海相望。澳大利
亚物产丰富，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和
“手持麦穗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与美国本土相似，但人口还没有北京市的人口多，
只有约 2400 万。澳大利亚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悉尼、
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三座城市就占据了全国人口的一半。澳大利亚的中部
和西部是广阔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区，在那里可以体验到真正意义上的地
广人稀。

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宜居、现代化、环境优美是澳大利
亚城市的标签。阳光沙滩、慢节奏的生活、干净的街道与花园般的城市
不仅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观光客，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来此定
居，因此在澳大利亚可以领略多元的文化，品尝世界各国的美食。

澳大利亚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珍稀动植物资源：大洋路、蓝山国家公
园、大堡礁、乌鲁鲁等构成了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而袋鼠、
考拉、鸭嘴兽、塔斯马尼亚恶魔又是唯独在澳大利亚才看得到的珍奇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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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乌鲁鲁 by 西西里玩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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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由于地处南半球，澳大利亚的四季与中国相反，澳大利亚的春季

是9-11月， 夏季是12-次年2月，秋季是3-5 月，而冬季则是6-8

月。澳大利亚的春季百花盛开，秋季黄叶满地，一年四季都比较

适宜出行。但如果想逃离北半球的寒冬，10- 次年 4 月前往澳大

利亚比较温暖；如果喜欢看海、潜水或者看薰衣草，12- 次年 2

月前往澳大利亚东部更为合适；如果想观鲸，5-9 月出发是最好

的时候。

货币与汇率
货币

澳大利亚元，简称澳元，写为A$或AUD，是澳大利亚的货币单位。

1 澳元等于 100 分。澳元的面额有 5 元、10 元、20 元、50 元、

100 元的纸币和 5 分、10 分、20 分、50 分、1 元、2 元的硬币。

兑换

国内大型银行都提供人民币兑换澳元服务，只是不同网点的储备

情况不同，建议提前三天预约。在澳大利亚可以直接在当地银行

换汇或使用当地 ATM 机取现，各大机场、火车站、商业区和景

点周边也有很多兑换点。

汇率

根据 2019 年 01 月 01 日

汇率参考：

1 人民币≈ 0.21 澳元 

1 澳元≈ 4.80 人民币

时区
澳大利亚横跨 3 个时区，从东 8 区到东 10 区。西部与北京时间

无时差，东南沿海的时间比北京快 2 小时，夏令时开始时快 3 小

时。可参考下面的示例估算澳大利亚各主要城市的时间，在旅途

中，建议以手机自动更新跳转的时间为准。

澳大利亚全国划分为六个州和两个领地。六个州

分别是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

两个领地分别是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和北领地。

城市 时间示例
北京 6:00 AM

澳大利亚城市
夏令时开始

（10- 次年 3 月）

夏令时结束

（4-9 月）

悉尼 / 墨尔本 9:00 AM 8:00 AM 
阿德莱德 8:30 AM 7:30 AM
布里斯班 8:00 AM
达尔文 6:30 AM
珀斯 6:00 AM

图：所有面值的澳元纸币

西澳大利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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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环游悉尼港
 

图：悉尼港

悉尼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港湾之一，贝壳造型的悉尼歌剧院、雄

伟的悉尼海港大桥是这座港湾的标志。不管是繁忙的白日，还是

灯火阑珊的夜晚，悉尼港的 24 小时都值得你细细品味。每年的

悉尼灯光节和跨年烟火表演都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观看。

享受澳大利亚的阳光沙滩

   

 
图：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航拍 By Charles

阳光、沙滩、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游客们印象中的澳大利亚，也

是澳大利亚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来澳大利亚旅行，一定要打

卡这里的海滩。好动的你，可以游泳、冲浪、玩摩托艇；好静的你，

可以安安静静地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享受一个悠闲的午后。

澳大利亚共拥有一万多片海滩，无一私有，因此在澳大利亚任何

沿海城市，你都可以找到细腻柔软的沙滩，不管是悉尼的邦迪海

滩，还是黄金海岸的冲浪者天堂，都是体验澳大利亚阳光沙滩生

活方式的好去处。

体验潜水与冲浪

 

图：邦迪海滩的冲浪少年 By 纸猫巾

澳大利亚有优质的海滩和清澈的海水，围绕着大海进行的各类活

动也成了澳大利亚旅游的一项必体验。不管对于游客还是当地人，

冲浪与潜水无疑是澳大利亚广受欢迎的当地活动。在冲浪者天堂

体验一次乘风破浪，或是在大堡礁潜入童话般的水下世界，都是

这个神奇国度最新鲜、最刺激、最有魅力的旅行体验之一。

跟袋鼠考拉 Say Hi

 

图：考拉一家 By 原老未

袋鼠和考拉，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这两种可爱的动物也成为

了这个国家的象征。来到澳大利亚旅游，只有亲眼见到了这两种

动物，才算不枉此行。袋鼠与考拉在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动物园

都看得到，许多动物园都提供游客与动物亲密接触的机会，在昆

士兰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的一些动物园，你甚至可以体验抱着考拉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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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澳大利亚海鲜

 

图：鱼市场中的海鲜拼盘 By 桃乐丝

来到澳大利亚，怎能错过这里的海鲜，澳大利亚有很多很棒的海

鲜体验，海滨城市都有特色海鲜市场，各式各样的海鲜餐厅及独

特的海鲜体验，比如悉尼鱼市场是仅次于日本筑地市场的世界第

二大鱼市，在这里可以直接品尝到各类海鲜美食；墨尔本有平价

的龙虾卷和龙虾汉堡；在南澳大利亚可以体验从水中挖生蚝直接

品尝的新鲜滋味，等等。在澳大利亚可以花式吃海鲜，大到皇帝蟹、

澳大利亚龙虾，小到生蚝、扇贝、生鱼片，旅途中都有机会品尝到。

感受澳式早午餐文化

图：墨尔本专营早午餐的餐厅 By 凌寒 Snow

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这

里的居民也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每逢周末，澳大利亚人都会找一

家餐馆，与好友们吃一次早午餐（brunch），早午餐不像一日

三餐般固定、准时，而更像是一种随性而为，澳大利亚人对早午

餐的热衷，也正是民族性格的体现。来到澳大利亚旅行，找一家

街角的餐厅，点上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一份蛋卷、一盘沙拉，

体验这正宗的早午餐是融入当地生活的最好方式。

自驾穿越大洋路

 

图：大洋路上的十二使徒岩 By 民民迪迪

大洋路是墨尔本西部的一条沿海公路，这条公路建于悬崖峭壁中

间，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海滨公路”。来到澳大利亚旅行，驾

车穿越大洋路一定会是一次难忘的体验。这条标志性的旅游路线

连接起了墨尔本和阿德莱德，一路蜿蜒经过饱受海风侵蚀的原始

海滩、风景如画的小镇、史上著名的金矿区和瑰丽的山脉、雨林

和国家公园……自驾大洋路，可以一次性饱览澳大利亚的精华海

景，感受到从视觉到心灵的惊叹与折服。

参观美酒庄园

 
图：希路美酒庄的藏酒 By 原老未

作为新世界红酒的著名产区，澳大利亚盛产美酒。不管是南澳大

利亚州的芭萝莎山谷地区，还是新南威尔士州的猎人谷地区，都

是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澳大利亚的酒庄很多，这些酒庄通常

面积广阔、环境优美，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澳大利亚特有的酒庄文化。现在，参观酒庄、品尝美酒、

学习葡萄酒知识、体验澳大利亚田园生活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旅

游的必体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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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悉尼港 By feir

马蜂窝旅游攻略 5

新南威尔士州
New South Wales (NSW)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除了大名鼎鼎的悉尼外，还有蓝山、猎人谷、纽卡素、卧龙岗、

斯蒂芬斯港、拜伦湾及杰维斯湾等热门景点和目的地，这片广袤的区域历史悠久，早在 4 至

6 万年前就有第一批原住民部落在此定居，直至 1770 年由英国人库克船长发现了这片净土，

新州的现代篇章也就此开启。这里绵长的历史情怀、独特纯净的自然风光、风味馥郁的美食

佳酿以及浪漫缤纷的人文艺术值得人们一一探寻。

澳
大
利
亚
自
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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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Sydney

悉尼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

和港口。200 多年的发展，让悉尼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商业中心，

而多种族移民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又使它拥有了异彩纷呈的多元

文化。这里有绝佳的海景可供欣赏，也可以驱车前往悉尼周边的

海滩和原始森林，远离城市的喧嚣。

 悉尼港附近

 世界遗产 | 悉尼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

悉尼歌剧院由丹麦建筑师 Joern Utzon 设计，这座举世闻名的

贝壳型建筑在 1973 年正式投入使用，虽然叫做歌剧院，实际上

是一座包含了音乐厅、歌剧院、戏剧表演场、演播室、化妆室、

接待大厅，以及藏有档案材料的图书馆、排练室、餐厅和大厅酒

吧的综合表演艺术中心，每年有超过 1600 场世界殿堂级演出在

这里上演。

图：悉尼歌剧院内部 By Cookie 大曲奇

网址：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 （网站还有演出

票务信息）

 悉尼海港大桥 Sydney Harbor Bridge

悉尼海港大桥是悉尼的地标之一，它和悉尼歌剧院占据了悉尼明

信片的绝大数版面。想要一览悉尼海港风景，可以参与海港大桥

攀登活动（Bridge Climb），登上大桥的最高处，将悉尼海港

及城市美景一览无余。如不喜攀爬，也可以选择参观桥塔瞭望台

（Pylon Lookout）和悉尼海港大桥游客中心，这里有专门的展

览和高清电影，讲述悉尼海港大桥的故事，而且在桥塔瞭望台处，

也能将悉尼歌剧院和整个悉尼港尽收眼底，是一处摄影取景的好

地方。

网址：http://bridgeclimb.cn/ 

图；悉尼海港大桥 By 上海小马哥

 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皇家植物园位于悉尼歌剧院以南，步行仅需 3 分钟即可到达。这

里种植了约 7000 种的热带及亚热带植物，常年免费向公众开放

参观，游客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在

园内远眺的悉尼歌剧院与海港大桥，更是美不胜收。其中位于植

物园北端的麦考利夫人石凳（Mrs. Macquarie's Point）是眺望

悉尼歌剧院与海港大桥的绝佳观景点之一，很多明信片就是在那

取景的。

网址：http://www.rbgsyd.nsw.gov.au/ 

 
图：在皇家植物园看悉尼歌剧院与海港大桥 By takeblove

 岩石区 The Rocks

从海港大桥南端下桥便是岩石区。岩石区是悉尼最古老的街区，

其名来源于 1788 年殖民地刚形成的时候，最早的建筑大多用当

地的砂岩建成。如今这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各式店铺：独立设计

师的服饰店，古旧却精致的二手古董店，隐藏在街角的小画廊和

博物馆，以及颇具澳大利亚情怀的餐厅……这些精巧的元素使岩

 参加中文普通话导览游

悉尼歌剧院提供官方中文普通话游览项目，行程一小时，进入

内部近距离参观，可以帮助你更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建筑。 普

通话导游服务时间：9:30、11:00、13: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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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区的街道，充满了悉尼这座繁忙城市里难得的文艺气息，也成

为了来到悉尼的游客所钟爱的热门街区之一。

 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 Art Gallery of NSW

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建于 1874 年，是澳大利亚国内三大美术馆

之一，陈列着澳大利亚境内一流的艺术作品。馆内主要展出的是

澳大利亚各个时期的美术作品，也有印象派大师和亚洲的美术作

品。

第一层展示着原住民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反映了现代原住民

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二层是现代艺术展馆，展出了很多现代

艺术大师的大作。三楼是亚洲和大洋洲美术品展示，来自中国、

印度、日本的雕塑、陶瓷、绘画作品占有较大的比例。

网址：http://www.artgallery.nsw.gov.au/ 

图：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 By 阳光毛毛

 海德公园附近

 海德公园 Hyde Park

始建于 1810 年的悉尼海德公园，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公园。

这里以伦敦海德公园为原型建造，不仅景色优美，园内更是

遍布着历史感浓厚的雕塑和建筑。澳新战争纪念馆（ANZAC 

War Memorial）位于海德公园南部，为了纪念一战中阵亡的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联军士兵而修建。亚奇伯德喷泉（Archibald 

Fountain）位于海德公园北边，是被公认的澳大利亚最美的

公共喷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军营博物馆（Hyde Park 

Barracks Museum），曾经先后扮演了罪犯安置点与难民收容

所的角色，而今天也成为了讲述这座军营演变历史的博物馆。对

历史感兴趣的游客，可以顺路前来，看看这些属于旧时悉尼的民

间故事。

图：悉尼海德公园 By 森林人

 澳大利亚博物馆 Australian Museum

澳大利亚博物馆更类似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品主要关于历史、

恐龙、澳大利亚本土的野生动物和原住民文化等。如果是带着小

朋友的家庭旅行，很适合到这间博物馆参观，丰富多彩的人文和

动植物展品以及 10 副完整的恐龙骸骨绝对会吸引孩子们的注意

力，令他们大开眼界，长“姿势”。博物馆还会定期举办特殊的

展览和有趣的活动，孩子们可以在寓教于乐的活动中增长见识。

网址：https://www.australianmuseum.net.au/ 

 圣玛丽大教堂 St Mary's Cathedral

海德公园附近的圣玛丽大教堂气势雄伟恢宏，内部庄严肃穆，是

悉尼天主教社区的精神家园。它是悉尼大主教的所在地，建于悉

尼第一个天主教堂的旧址。大教堂是由当地的砂岩建成，哥特式

的建筑风格是欧洲中世纪大教堂的建筑遗风。

网址：http://www.stmaryscathedral.org.au/ 

 

图：圣玛丽大教堂 By RunAway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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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塔 Sydney Tower

悉尼塔建于 1970 年，高 305 米，是悉尼最高的建筑。全塔由

三个部分组成，底部是知名的西田购物中心 （Westfield），

中部 250 米设有 360 度玻璃外墙观景台，在观景台可以使用

免费望远镜远眺悉尼美景，还有 4D 电影馆介绍悉尼文化及历

史，喜欢刺激的还可以去到 260 米处的悉尼塔空中走廊（Sky 

Walk），可预约参与空中漫步 Sky Walk 体验。此外，塔顶设

有空中旋转自助餐厅，在这里可以边鸟瞰悉尼城市美景，边享用

美食。此外还有中餐厅，日料，法餐厅等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可

供吃货们大快朵颐。

网址：http://www.sydneytower.com.au/ （网上可以预约空

中漫步活动）

图：悉尼塔 By 嘟小弱

 达令港附近

 达令港 Darling Harbour

达令港又叫情人港，地处悉尼城区的中心地带，是悉尼最热闹的

港口之一。达令港的夜景是这里的一大亮点，天黑之后，港口附

近的灯光亮起，在港湾平静海面的倒影下，这里变得灯火通明、

流光溢彩。除了璀璨的灯光，每周六晚 20:30 的音乐焰火表演，

也是独具达令港特色的表演项目。此外，达令港区域遍布着来自

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其中不乏悉尼本地热门的高分评价餐厅。

在灯火辉煌的海港前饕餮一番，绝对是经典而又浪漫的悉尼体验。

 悉尼水族馆 Sea Life Sydney Aquarium

悉尼水族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馆之一，于 1988 年正式对外开

放。澳大利亚的海洋生态资源相当丰富，悉尼水族馆中有 600 

多种来自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海洋生物，如大堡礁、深海区、塔

斯马尼亚海域、岩岸区、红树林、悉尼港区等。

在悉尼水族馆内真正刺激的是走过位于两个巨大流动海洋水族馆

之下的透视隧道，看着美人鱼儒艮、海鳗、鲨鱼在你上方滑行而过；

看着闪耀着神气光泽的鱼儿和珊瑚形成的巨大堡礁；以及看着海

狮在海底下嬉戏，真的就宛如在海底世界穿行一样。

网址：http://www.sydneyaquarium.com.au/ 

 唐人街 Chinatown

唐人街一直都是悉尼的亚洲美食地标，如果怀念家乡味道来这里

就没错了，你能想到的中餐，不管是川菜、粤菜还是东北乱炖，

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图：悉尼中国城 By 林先生漫游仙境

 悉尼鱼市场 Fish Market

悉尼鱼市场是南半球最大的鱼市场，也是品尝澳大利亚海鲜的好

去处。鱼市场每日早早开门，海鲜都是当日捕捞，特别新鲜。如

果上午来到这里，更能体会到热闹市场的淳朴风情，当地人都会

在这时采购最新鲜的食材。除了海鲜售卖之外，也有食品加工，

现做现卖，让游客们品尝最纯正的海洋之味。当然也可以买好带

到海边，在大快朵颐美味海鲜的同时，饱览悉尼迷人的海景。

网址：http://www.sydneyfishmarket.com.au/home 

图：悉尼鱼市场

 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USYD

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大学，也是被大家公认的、澳大利

亚最美的大学之一。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悉尼大学为世界贡献了

Wi-Fi 无线网络和飞机黑匣子等划时代的尖端技术，而对于游客

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校园内浓郁的学术氛围。在悉尼大学的校

园里，游客不仅能领略到百年沉淀的人文气息，同样能感受到今

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之间、不同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年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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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悉尼大学与蓝花楹 By YingLu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学主楼 The Quadrangle 的外型与英国

剑桥大学极为相似，因此被很多游客误认为是《哈利波特》系列

电影的外景地，而中国游客更是直接称其为“哈利波特楼”。尽

管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电影取景地，但徜徉在这样古老幽静的校园

里，幻想着一群骑着扫把的巫师从空中飞过，还是一件很酷的事

情。

网址：https://sydney.edu.au/ 

 海滩冲浪

 邦迪海滩 Bondi Beach

作为一座沿海城市，悉尼有着长长的海岸线，以及众多惹人喜爱

的海滩，而悉尼的众多海滩当中，以邦迪海滩最为著名。尽管这

里风浪较大，并不太适合游泳，但却是悉尼公认的冲浪爱好者天

堂。游客可以报名单次的冲浪课程，体验澳式的海边休闲；而在

沙滩上席地而坐，甚至在这里晒一场日光浴，也是澳大利亚人热

爱的生活方式。

邦 迪 海 滩 以 南 的 邦 迪 - 库 吉 步 道（The Bondi to Coogee 

walk）是一条著名的观景步道，这里可以看到更加自然原始的壮

观海景，而沿途有很多咖啡馆，也可供游人歇脚。步道全长约 6

公里，步行全程大约需要 2 小时。非常适合对欣赏自然景观与徒

步运动感兴趣的游客。

 

图：邦迪海滩与网红泳池  By yshingori

 曼丽海滩 Manly Beach

“距离悉尼市区只有七英哩，却能将城市喧嚣抛到九霄云

外。”——这是曼利居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个宁静的海

滨小镇是著名的富人区，但它绝对不只有阳光、大海和沙滩而已。

除了五星级的自然风光，还有许多购物商店和新潮精品店，以及

囊括世界各地风味的美食街。悠闲的感觉、秀美的海景和清凉的

树荫，精彩的海滩生活所需的一切基本元素，曼利海滩无一不备。

 软萌动物

 塔龙加动物园 Taronga Zoo

百年的塔龙加动物园位于悉尼北岸的小山丘上，占地面积比市内

的动物园要大，游客可从悉尼港的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

搭乘渡轮过来。这个动物园最有特色的一点，是它绝佳的地理位

置，站在动物园的高处，可以俯瞰整个悉尼港，悉尼歌剧院就在

它的斜对面。

网址：https://taronga.org.au/ 

图：塔龙加动物园 By 西西里玩不停

悉尼周边
 自然奇观

 世界遗产 | 蓝山 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想体验自然的魅力，不容错过悉尼附近的世界遗产蓝山。这里因

为空气中弥漫着由桉树树脂挥发出的蓝光而得名，蔚为奇观。蓝

山同时也是徒步爱好者眼里的圣地，有各种难度的徒步路线可以

选择，即使是徒步萌新，也可以来挑战一下初级难度路线。

当然还有更轻松的游览方式，就是买一张蓝山景观世界（Scenic 

World）的通票，乘坐三种独特的交通工具徜徉世界遗产的绿色

怀抱中：森林火车（Railway）倾斜角度超过 45°，就仿佛森林

中的过山车；乘坐索道缆车（Cableway）下至谷底，观赏整个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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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空玻璃舱（Skyway）可以透过脚下的透明玻璃俯瞰山谷，

还能在空中远望姿态优雅的三姐妹峰和瀑布。

网址：https://www.bluemts.com.au/ 

 

图：蓝山 By 北京的王宁

 拜伦角和灯塔 Cape Byron and the Lighthouse

拜伦湾（Byron Bay）是澳大利亚最东边的小镇，命名来源于伟

大的航海家约翰·拜伦（大诗人乔治·拜伦的祖父）。这里拥有

着一些具有波西米亚气息的海滩，也是不少国际巨星和艺术家休

闲度假的地方，海滩边上集聚了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

拜伦角的灯塔是在澳大利亚第一个迎来太阳的地方。在鲸鱼迁徙

的季节（5-11 月），大批的鲸鱼从这里北上，因此这里也成为

赏鲸的好地方。

网址：www.byron-bay.com

 

图：拜伦角灯塔 By SunKimm

  

 田园美酒

 品酒、热气球 | 猎人谷 Hunter Valley

猎人谷也被音译做亨特谷，距离悉尼市区大约 160 公里（2 小时

左右车程），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河谷。这里是澳大利亚出名

的酿酒园区，有着超过 120 个酒庄，出产包括爽口的猎人谷赛

美蓉和醇美的猎人谷西拉酒在内的葡萄名酒。从 1 月底开始的夏

季是猎人谷葡萄酒收获的季节，那个时候去，会发现整个河谷都

沉醉在葡萄酒的香气里。不少酒庄还提供品酒体验，若你喜欢，

还可以买瓶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图：猎人谷 By 潘潘三条子 Pandy

 户外极限

 跳伞 | 卧龙岗 Wollongong

卧龙岗位于悉尼以南大约 80 公里，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观光

城市。这儿以众多的冲浪沙滩、景区瞭望台以及植物园而著名，

还拥有两座区域大教堂，许多宗派教堂以及一座南半球最大的寺

庙 - 南天寺。最激动人心的是，这里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具人气的

跳伞胜地之一。从 14000 英尺的高空，纵身而跃，与天空融为

一体，用上帝的视角，尽情感受辽阔的海洋美景画面。

 

图：卧龙岗跳伞 By 念小遗

 潜水、观鲸 | 杰维斯湾 Jervis Bay

杰维斯湾是南海岸名胜之一，一座天然海港，南北长约 16 公里。

澳大利亚人很喜欢来此潜水、海钓。而作为鲸类南北迁移的中途

休息地，这里也是观赏鲸鱼的胜地。每年 7-12 月间，从小船和

海岬上，可以看到正在迁徙的鲸鱼从海湾游过，或是游到海湾里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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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鲸、玩沙 | 史蒂芬斯港 Port Stephens

坐落于悉尼以北的海岸线上的史蒂芬斯港，被誉为“蓝水天堂”。

从悉尼出发，2 小时 30 分钟的车程，便可以享受这里的天晴水

蓝和海浪细沙。史蒂芬斯港附近的海域栖息着上百头的宽吻海豚，

这里有很多观赏海豚的游船从尼尔森湾出发。观赏海豚可是游客

争相前往史蒂芬斯港的旅游主题之一，还有与野生海豚共游的非

凡体验。另外，每年 5-11 月为观鲸季，如果运气好的话，你有

机会亲眼见证这个庞然大物。

图：海上观鲸 By 尛菲 F

最神奇的是，在大海的旁边，竟然还有一座神奇的沙丘，坐拥“一

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的奇景。在这里骑上四轮摩托车，感受

海滩沙漠上的速度与激情。

年度盛事

1 月 26 日 | 澳大利亚国庆节（全国）

澳大利亚的国庆日是每年的 1 月 26 日，在这一天，澳大利亚所

有的主要城市都会有大型的庆祝活动和烟火表演。在墨尔本，会

有数万人走上街头，参加国庆日游行的活动；在悉尼，人们会在

达令港开起节日配色的游轮，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轮渡比赛。对

于喜爱热闹的游客，澳大利亚国庆日是澳大利亚旅游的绝佳时机。

图：澳大利亚国庆日游行 By 天狼

2 月 | 中国新年（全国）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中国的移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每年农历新年，澳大利亚各大城市都会有极其盛大的庆祝活

动。放鞭炮、赛龙舟、舞龙舞狮、传统戏曲表演……这些传统的

春节活动在澳大利亚都可以体验的到，游客们还可以在这里品尝

地道的亚洲美食，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南半球，但这里的年味儿

绝对不比国内弱。

5-6 月 | 悉尼灯光节 Vivid Sydney

悉尼灯光节是一项集合灯光、音乐和创意年度活动，节日期间，

整个悉尼港将被装点得光彩闪耀，极富创意的灯光艺术将投影在

悉尼歌剧院、海关大楼、现代艺术馆等标志性的建筑上，绚丽夺目。

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新奇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其中。

网址：https://www.vividsydney.com/ 

 
图：Vivid Sydney. via Color Fieldfision 摄影

12 月 31 日 | 悉尼跨年烟火表演

跨年时正值南半球的夏季，刚好是游览悉尼的黄金时期。新年夜

可是悉尼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了，跨年烟火绽放于开阔的海港夜

空，令人无比期待。环形码头、达令港和位于皇家植物园的麦考

林夫人角等地都是优越的观赏地点。入夜之后，每个观赏点都是

人山人海，为了占据有利的地形，很多人都提前搭起帐篷，可见

这活动的受欢迎程度。

图：悉尼跨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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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购物地

 悉尼 | 皮特街购物中心 Pitt Street Mall

皮特街购物中心不但是悉尼最知名的高档购物区，还与纽约第五

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道、香港铜锣湾及伦敦牛津街共称为全

球五大顶尖名牌“朝圣地”。这里云集了名流贵族、品位人士

出席大小社交场合的顶尖名牌 , 如 Chanel、Christian Dior、

Gucci、Louis Vuitton、Armani 等， 新款设计摆上橱窗的速

度几乎与这些品牌的原创地同步。

 悉尼 | 维多利亚女皇大楼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维多利亚女王大楼也是悉尼的标志之一，这座充满罗马风格的建

筑杰作已拥有百年历史，在数次翻新后成为市内的购物热点 , 内

有 200 多间时装店、珠宝店、特色商店及咖啡厅。精致的拱门、

华丽的穹顶、七彩玻璃及层次分明的砖地板，在这座大楼中购物

绝对是一种特别的文化体验。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而

楼梯和走廊墙壁上的精美油画又让人仿若置身于博物馆中。

网址：https://www.qvb.com.au/ 

图：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By 冷冷冷夏

如何到达

 飞机 

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 Kingsford Smith Airport

网址：www.sydneyairport.com.au

 火车

悉尼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

网址：http://www.transportnsw.info

线路推荐

5 日 | 悉尼及周边精华游

Day1：市区精华

以悉尼港和海德公园为中心游览，去打卡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

皇家植物园、海德公园、圣玛丽大教堂等。

Day2：邂逅动物

上午去塔龙加动物园，下午游览达令港及周边的悉尼水族馆、唐

人街、鱼市场等。

Day3：文艺休闲

上午游览澳大利亚博物馆、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或悉尼大学，下

午去邦迪海滩或曼利海滩。

Day4：悉尼周边

前往悉尼西线的蓝山国家公园。

Day5：悉尼周边

可在以下路线三选一：①南线的卧龙岗—凯阿马—杰维斯湾；②

北线的中央海岸—史蒂芬港；③西北线的猎人谷。

 详情请参考以下攻略

悉尼城市三日体验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94430.html 

游玩悉尼周边，就走你这 5 条澳洲地道路线！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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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堪培拉 By 梓轩探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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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CT)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是以堪培拉为核心的 2358 平方公里土地，1913 年前，堪培拉只是一个代名

词，这里的山丘、草地也只是山羊和袋鼠的家园。今天的堪培拉已是澳大利亚拥有众多现代化建

筑的、发展最快的城市。

与那些由早期的殖民地或由于风景优美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不同，堪培拉从一开始就是经过周密计

划而建设的。不同一些在城中建造花园城市，堪培拉可以说是一个建在花园里的城市，它的中央

是一个 11 公里长的人工湖。绿地占市区面积一半以上，重要公共建筑绕湖而建，整座城市掩映

在一片绿色之中。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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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 Canberra

 国会大厦 Parliament House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中心，它以其宏伟的建筑结构著称，

以大量使用砖石和优质木材，及收藏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挂毯之一

在内的艺术精品为特色。占地 32 公顷，地上建筑有 6 层，圆形

的花岗岩外墙与首都山的形状配合得天衣无缝，整个建筑的核心

是矗立在大厅顶上的不锈钢旗杆，高达 81 米，直插云霄，国会

大厦每隔 30 分钟提供免费导游，使游客更进一步了解其奥秘，

若恰逢议会议事，还可以旁听观看。

在国会大厦的下面有一群白色的建筑，那就是原来旧的国会大厦，

从 1927 年到 1988 年都是澳大利亚政坛的中心。现在已经变成

了一座历史博物馆。

网址：https://www.aph.gov.au/Visit_Parliament

 伯利格里芬湖 Lake Burley Griffin

如果不去伯利格里芬湖，不看喷射式喷泉，就不能说到过堪培拉。

伯利格里芬湖是一个人工湖，湖名来源于规划堪培拉的设计师格

里芬。伯利格里芬湖湖区辽阔，碧波荡漾，景色十分美丽，可供

人们游泳、驾驶帆船和垂钓。主要国家机关和公共建筑，如国会

大厦、政府大厦、国立图书馆、国立大学、国立美术馆、联邦科

学院等，都建在人工湖畔，壮美多姿，倒映在碧波万顷的湖水中。

图：国会大厦内的议事厅 By 梓轩探城记

图：伯利格里芬湖 By 梓轩探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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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湖建有公路，路边遍植花木，湖中有为纪念库克船长而建造的

喷泉，它从湖底喷出的水柱高达 137 米，站在全城任何地方，

都可以看到高大的白色水柱直刺蓝天，水柱四周的水珠和雾气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一道道彩虹，极为壮观。游客观赏喷泉的

最佳点在湖北岸的 Regatta Point。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为奇特的建筑之一。它

由澳大利亚设计师霍华德·雷加特设计，灵感来自于趣味十足的

七巧板，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澳大利亚扣人心弦的历史文化。当然，

不但外观足够吸引人，浏览之后你更会对博物馆中的内容赞叹不

已。在 Landmarks 画廊中你可以看到著名赛马 Phar Lap 的心

脏、保存下来的塔斯马尼亚虎标本以及由从英国流放到澳大利亚

的犯人们所雕刻的纪念币。另外，一定要留出足够的时间欣赏第

一澳大利亚人艺术馆中真正令人震撼的原住民艺术品。

网址：http://www.nma.gov.au 

 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是澳大利亚国家艺术收藏品所在地，馆内展

示有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国的绘画、雕像、版画等艺术品。参观时，

记得留时间驻足于这里的原住民艺术展区，它们展现了原始澳大

利亚文化的精髓。美术馆全年不断举行各种固定展览和国际展览

以及各类公共项目和活动，部分展览需收取一定门票费用。

网址：http://nga.gov.au/Home/Default.cfm

图：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 By 梓轩探城记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位于伯利格里芬湖的北面，有一栋青灰色的圆顶建筑，是二战后

为纪念澳大利亚阵亡的战士而修建的。馆内建有 3 个主大厅：第

二次世界大战展厅；布莱德拜瑞（Bradbury Hall）战机展厅以

及澳新军团展厅。每一个展厅内都陈列着大量战时的兵器、图片、

模型等；在二战的展厅中甚至还陈列着被击沉的潜入悉尼湾的日

本海军微型潜艇。每个展厅都通过先进的激光、影视、立体声音

响等高科技技术，逼真地再现了当年激烈的战争情景，令人仿佛

如临其境。

网址：https://www.awm.gov.au/

图：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By 梓轩探城记

 澳大利亚皇家铸币厂 Royal Australian Mint

澳大利亚皇家铸币厂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铸币机构，你可以在这里

现场观看如何制作澳大利亚硬币，在国家硬币收藏展览上看看早

期具有历史意义的罕见硬币，或者去了解一下最新的收藏硬币发

行情况。通常，发行收藏硬币是为了纪念澳大利亚的重要历史事

件和人物。临走时不要忘记去铸币厂的商店参观，在这里你可以

动手制作一枚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硬币。

网址：http://www.ramint.gov.au  

图：澳大利亚皇家铸币厂 By 梓轩探城记

如何到达
 飞机

堪培拉国际机场 Canberra International Airport

网址：http://www.canberraairpor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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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心形礁 By   自然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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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州
Queensland (QLD)

昆士兰州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州，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北部，约 54% 的面积位于南回归线以北，

降雨量少，气候温暖，有“阳光之州”的美誉。昆士兰州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凯恩斯的

大堡礁、黄金海岸的主题公园、圣灵群岛的心形大堡礁早就如雷贯耳，这里也是澳大利亚唯二

可以抱考拉的州，无论初次到访或是多次前往，昆士兰州总有一座城市或一个景点让你心生牵

绊。布里斯班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在澳大利亚的东北部），是该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

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悉尼、墨尔本。

澳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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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自
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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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 Brisbane

 市区漫步（市中心及北岸景点）

  市政厅 City Hall

建于 1930 年，通体使用昆士兰州特色的棕黄色砂石材料建造而

成，是整个昆士兰州最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了。现在开放参观，

最高的那栋建筑是钟楼，每 15 分钟会响一次，意为提醒休闲的

澳大利亚人珍惜时间，不要虚度时光。如果想了解布里斯班更多

的城市发展史，可以上市政厅 3 楼，那里有史料馆。

网址：https://www.brisbane.qld.gov.au/

图：布里斯班市政厅  By 板板咬牙高抬腿

  前财政部大楼 Former Treasury Building

这座建于 1885 年有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是当时

殖民地时代的政府财政部所在地。这个曾被视为澳大利亚自治标

志（澳大利亚联邦于 1901 年在这座大楼内的一个阳台上宣布独

立）的大楼，在 1995 年被市政府出租给了私人公司，现在是一

家 24 小时开放的赌场，满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入内。

  议会大厦 Parliament House

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建成于 1878 年，现在则是昆士兰州议会的

驻地，州议员会定期在这里就昆士兰的各发展议题展开激烈的争

论，赶上议会期间，还能在旁边观看昆士兰政客舌辩群雄。

网址：http://www.parliament.qld.gov.au/ 

  城市植物园 City Botanic Garden

布里斯班最古老的公园，离市中心不远，紧挨着布里斯班河。这

里绿树成荫，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看到百花绽放，是布里斯班

本地人最喜欢的公园之一。游客可以在公园入口处租借自行车，

沿着河边欣赏美景， 边穿行在绿色的公园里。时间充裕的话也可

以花半天的时间，跟本地人一样带点好吃的坐在公园的草地上进

行野餐，享受慢生活。

  袋鼠角 Kangaroo Point

这不是一个看袋鼠的地方，实际上，这里一只袋鼠也没有，所以

有个说法就是“袋鼠角里无袋鼠”，得名“袋鼠角”是因为所在

的地方刚好是一个圆形的角落区域，形似袋鼠鼓起来的肚子而得

名。袋鼠角是一处纵览布里斯班市景的最佳地，因其处在一个大

拐角上，对岸就是鳞次栉比的市中心，能见度好的时候两岸高楼

大厦一览无余。

图：袋鼠角 By 石先生

袋鼠角同时还是一个比较受攀岩爱好者欢迎的地方，天然的悬崖

给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活动场地。

  圣约翰大教堂 St John’s Cathedral

建于 1901 年的一座哥特复兴风格的教堂，现在已成为布里斯班

的一处地标建筑，也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全石头穹顶天花板。这

座大教堂最大的特色是一根石灰石柱子，它含有珊瑚虫骨骼和双

扇贝化石，已有 3.5 亿年历史。建筑外面还有精美的彩绘玻璃。

有时候教堂里面还会举办婚礼和合唱团表演。

网址：http://www.stjohnscathedral.com.au/ 

  故事桥 Story Bridge

故事桥是布里斯班著名的大桥，连接南岸与布里斯班 CBD，之

所以叫“故事桥”是因为它是以桥设计者的名字 John Douglas 

Story 命名，中文把“Story”翻译成“故事”，所以叫它故事

桥。故事桥也是澳大利亚第二个可以攀爬的大桥，在上面能 360

度无阻碍欣赏布里斯班的景色。

网址：https://storybridgeadventureclim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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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岸漫游

  南岸公园 South Bank Parklands

位于布里斯班河畔南岸，沿河修建，与 CBD 隔岸相望。曾是

1988 年万国博览会举办的地方，现在公园仅留的遗址就是当年

的尼泊尔馆。在这个占地 16 公顷的公园里，有人造海滩、摩天

轮和游乐园，到处都被绿色植被覆盖。本地人特别喜欢休闲时候

来这野餐，享受生活。周六公园里还会有小型市集，是体验当地

风土人情的好推荐。

  昆士兰文化中心 Queensland Cultural Centre

位于南岸的昆士兰文化中心由昆士兰美术馆、昆士兰博物馆、当

代艺术中心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艺术展馆建筑群组成。其中昆士

兰美术馆人气最高，这个美术馆比较亲民，每幅画下面都有详细

的介绍（还有一份特别针对小孩的介绍），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讲

解了每幅画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高高在上。昆士兰文化中心不定

期还会举办与原住民文化相关的展览， 是了解澳大利亚本土文化

的好地方。

网址：http://www.arts.qld.gov.au/arts/culturalcentre.html 

  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有超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很多人心目

中澳大利亚最美的大学。校园里面遍地绿植覆盖，每年 10-11

月是观赏这个校园最好的季节，因为这个时候校园内的蓝花楹将

会全部绽放，不少新人也会选择在这个大学里拍摄婚纱照。想感

受曾经美好的校园时光，就不要错过昆士兰大学。

网址：http://www.uq.edu.au/ 

 亲自抱考拉

  龙柏考拉动物园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世界排名前十的动物园，也是最早的专业考拉保育区。这里考拉

遍地都是，除了树上睡的，这里还有地上活蹦乱跳的。如果你喜

欢近距离接触， 这里还提供收费的抱考拉照相服务以及喂食考拉

的项目。除了憨态可掬的考拉，这里还有袋鼠、澳大利亚野犬、

猫头鹰等各种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可供观赏。每天下午还有澳大

利亚特色的剪羊毛表演，非常值得观看。

网址：http://www.koala.net/  

图：可爱的考拉 By 高山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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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 Gold Coast

 海滨风情

  冲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冲浪者天堂是黄金海岸的中心，几乎所有高层建筑都集中在这个

区域。这里是冲浪者理想的运动场和竞技场，每年都有各种世界

顶级的冲浪赛事在此举行，吸引全球冲浪爱好者前来朝圣。

图：冲浪者天堂 By Charles

海滩旁边是最繁华的购物中心，云集了黄金海岸的主要购物商铺，

无论是国际知名品牌店、免税店 DFS、潮流名品店，还是纪念品

小商店都聚集在此。

网址：http://www.surfersparadise.com/  

  梅恩海滩和布罗德海滩 Main Beach and Broad Beach

梅恩海滩位于冲浪者天堂的北部，也叫主海滩；布罗德海滩则位

于冲浪者天堂的南部。尽管两个海滩的名气没有夹在中间的冲浪

者天堂高，游客也会少很多，但也正是如此，这里更广阔的海滩

和安静的沙滩更适合休闲度假。

  库尔加塔 Coolangatta

位于昆士兰州的最南端，与新南威尔士州接壤。在库尔加塔有一

条街特别出名，街的左边是昆士兰州，右边则是新南威尔士州，

两边有一小时的时差。当地人非常喜爱去库尔加塔度假，因为这

里远离了冲浪者天堂的喧嚣和热闹，是一个休闲的海边小镇。另

外，昆士兰第一个冲浪救生俱乐部也在这里成立，州界的海岬可

以欣赏到很多令人惊叹的海岸景致，涌出的海浪更是受到了不少

冲浪者的喜爱。

  伯利岬 Burleigh Heads

在黄金海岸的偏南边，位于冲浪者天堂和库尔加塔中间，是一处

绚丽的多岩石海岬。伯利岬是由腹地山区和黄金海岸边缘环绕而

成的一个海滨小镇，因特殊地形而形成的独特右旋风浪更是受到

了无数冲浪爱好者的追逐。如果你不喜欢冲浪也没关系，这个地

方有数公里长的海滨长廊，还有黄金海岸地区最好的咖啡馆和户

外海滨餐地，让你在此享受一段完美的休闲假期。

  Q1 大楼观景台 Queensland No.1

黄金海岸大名鼎鼎的建筑，之所以称之为 Q1，代表昆士兰州第

一的意思（Queensland No.1）。Q1 的高空观景台是澳大利亚

唯一的设在海岸边的观景台，它是从高空 360°俯瞰整个黄金海

岸的绝佳地点，上面有咖啡店和酒吧，7:00-10:00 提供早餐，

11:00 后提供正餐。乘电梯只要 43 秒就直上 Q1 大厦 77 层观

景台，可以看到黄金海岸之景一览无余，大海、天空、金黄色的

沙滩，尽收视野。此外，若你胆子够大，还可以前往 77 楼体验

长达 90 分钟的攀爬活动，你将越过 298 级台阶，抵达 Q1 大楼

的顶端观景，视野更开阔。

网址：www.skypoint.com.au 

图：Q1 大厦 By 杨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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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乐园

  华纳电影世界 Warner Bros Movie World

华纳电影世界是南半球唯一的电影主题乐园，被誉为“黄金海岸”

的好莱坞，以电影为主题，完整再现了《蝙蝠侠》、《警察学校》

等经典影片中的城市布景，对于影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

公园。惊心爆破、飙车追逐、飞车特技、动作演出，好莱坞动作

大片的炫目特效在这里完美重现。蝙蝠侠、超人、兔八哥、太菲鸭，

你中意的超级英雄或卡通明星都可以来一次亲密接触。

网址：http://movieworld.com.au/  

图：电影世界 By Tracy&Ronnie

  狂野水世界 Wet n Wild Water World 

你可以在 H20 终极地带挑战疯狂的活动项目，或是从深不见底

的黑洞滑水道一跃而下。每年 11- 次年 1 月间，你可以在巨浪池

欣赏露天放映的水上电影，天气较冷的季节，漩涡温泉池的露天

温泉也能带给你的无限乐趣。水世界的人相对比较少，每个项目

都不用排队，相比国内夏天水世界乐园人山人海的情景真是开心

爆了，夏季必去！

网址 : www.wetnwild.com.au  

图：狂野水世界

  海洋世界 Sea World

在黄金海岸的众多主题公园中，老少皆宜的海洋世界最适合全家

出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赏、互动接触海豚、鲨鱼、魟鱼、海豹、

企鹅、海龟等众多海洋生物，有丰富的机动游戏和精彩的表演和

娱乐节目观看，还能和忍者神龟、海绵宝宝、派大星等卡通明星

合影留念。

网址：http://seaworld.com.au/  

图：海洋世界 By Tracy&Ronnie

  梦幻乐园 Dream World

梦幻世界的机动游戏是所有黄金海岸主题公园中最多和最刺激

的，更适合年轻的小伙伴们。园内可以体验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的最高“自由落体”、南半球速度最快的“恐怖之塔”，亲手抱

考拉喂袋鼠，看精彩老虎表演，观赏原住民表演及剪羊毛秀。

网址：http://www.dreamworld.com.au/  

图：梦幻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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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世界

  可伦宾野生动物园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有超过 1400 种动物和鸟类，整个园区

都被指定为国家文化遗产。在这里你可以观看澳大利亚野狗表演、

毒蛇大汇演、超级大鳄鱼秀等，也可以喂袋鼠，抱考拉照相。这

里的考拉比较多，在这里抱树袋熊照相比 Dream World 要便宜

一些。如果大家两个地方都要去，建议等到了保护区再照相吧。

另外进入景区的时候，记得拿小册子看区内地图以及各个表演的

时间。

网址：www.currumbin-sanctuary.org.au/  

图：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 By Tracy&Ronnie

  天堂农庄 Paradise Country Farm 

这里占地 12 公顷，是一座用来表演的畜牧场。在这里可以观看

牧羊犬赶羊、剪羊毛、挤羊奶、澳大利亚飞镖表演等，还可以乘

坐大篷马车，给袋鼠喂食， 抱考拉照相。此外还可以享受美味的

澳式烧烤，享受美妙的乡村音乐。

网址：http://paradisecountry.myfun.com.au 

 图：天堂农庄 By 石先生

 热带雨林

 世界遗产 | 春溪国家公园 Springbrook National Park

春溪国家公园横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两州边界，是澳大利亚的

世界遗产“东海岸雨林保护区”的一部分。每 5-10 月是最佳的

参观时节。这里生长着遮天蔽日的蔓生植物、棕榈树、桉树，多

峡谷、悬崖、瀑布，分布着一些相当不错的徒步小道。

图：自然桥的蓝光萤火虫

整个公园分为春溪高原、库构山和自然桥三个区域，较为出名的

是有“蓝光虫”的自然桥区（Natural Bridge），这里因水流冲

蚀形成天然洞穴，形状类似于桥梁，所以被称为自然桥。夜间观

看萤火虫是自然桥的主要活动，这里的萤火虫和我们平常意义里

会飞发光的萤火虫不一样，是一种会发出蓝光的幼虫，目的是诱

食小飞虫，肚子越饿蓝光越强。这种虫仅栖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的部分地区。在公园管理处可以获得三个区域的徒步路线图、

住宿、餐厅信息。

网址：www.springbrooktourism.com.au 

 特别提醒

观看“蓝光萤火虫”需准备手电筒，但是，请不要拍照或用手

电筒照射“蓝光虫”。这种虫子非常怕光，会被光直射死亡，

并且被管理人员发现会受到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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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与大堡礁
Cairns And The Great Barrier Reef

 海边漫步

  凯恩斯前滩散步道 Cairns Foreshore Promenade

修在海边的一条观光步道，全长 3 公里左右，是凯恩斯最大的公

共步道。这条沿海步道最大的亮点是其中占地 4800 平方米的恒

温咸水游泳池（Swimming Lagoon），与海水仅有一墙之隔，

在远处看就仿佛是镶嵌在海里的一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免费对

公众开放。

 热带雨林

  世界遗产 | 库兰达热带雨林 Kuranda Rainforest

库兰达热带雨林位于凯恩斯西北方大约 1 小时车程处，是世界上

面积最大、最古老雨林的一部分，也是电影《阿凡达》雨林星球

的灵感之源。

库兰达和凯恩斯市区间的主要往返工具有“Skyrail 热带雨林缆

车”、“库兰达观光小火车（Kuranda Scenic Railway）”，

这两种方式都很特别，现在已经成为去库兰达必体验的项目之一。

进入库兰达小镇，不要错过免费的库兰达市集，在这里可以看到

本地设计和生产的服装，手工制作的珠宝首饰，原住民艺术品，

木材和皮革制品等，以及优质的蜂蜜、咖啡，手工制冰激凌，叶

子和澳洲坚果。游客可以在此买到地道的澳洲纪念品。此外，小

镇上还有蝴蝶园、考拉动物园和鸟园可以与动物亲近，适合亲子

家庭游览。

图：库兰达的原住民表演 By 石先生

热带雨林自然公园（Rainforestation Nature Park）是库兰达

热带雨林之行的重头戏，你可以乘坐由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战车

改装而成的水陆两栖车深入热带雨林进行探险，每辆车都配有一

个讲解员跟着介绍雨林的植物和生态系统。在热带雨林里，你还

能看到考拉、袋鼠、鳄鱼、澳大利亚蜥蜴这些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

浏览完毕的时候你还可以抱着考拉进行合影留恋。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一草一石都是不让带走的，在游览时请注意保护当地生态。

网址：http://www.kuranda.org/  

  世界遗产 | 帕罗尼拉公园 Paronella Park

帕罗尼拉公园中的宫殿被认为是宫崎骏著名电影《天空之城》的

灵感来源，同时这里的别称也叫作“天空之城”。这是一座浪漫

唯美的西班牙式城堡，翡翠般的雨林将之包围其中。

 

图：帕罗尼拉公园 By 苏小菲 SophieM

公园的主人是来自西班牙的荷西先生，来到澳大利亚打拼希望能

给未婚妻打造一个城堡，等他带着积蓄回到西班牙时，发现未婚

妻已经改嫁，于是向未婚妻的妹妹求婚，而姑娘也愿意跟他一起

远赴澳大利亚开辟荒土。于是，他们徒手打造了这个城堡。也正

因为此，帕罗尼拉公园成为澳大利亚三大最受欢迎的婚礼场地之

一。公园配备免费的中文导览服务，45 分钟的行程可以让你了

解这里的浪漫故事。

网址：http://www.paronellapark.com.au/  

  世界遗产 | 戴恩树国家公园（戴恩树雨林） 
     Daintree National Park  

 

图：戴恩树雨林 By Hello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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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恩树国家公园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整个国家公

园由苦难角（Cape Tribulation）和莫斯曼峡谷（Mossman 

Gorge）两部分组成。莫斯曼峡谷是国家公园的入口，峡谷由大

片的雨林和山峦组成，可以看到大蜘蛛、袋鼠、考拉，还有巨形

芭蕉叶。运气好的还可以看到一种叫 Cassorwary 的澳大利亚国

宝大鸟。

网址：http://www.daintreerainforest.com/  

 大堡礁之旅

  世界遗产 | 大堡礁 The Great Barrier Reef

大堡礁作为最令澳大利亚人引以为傲的天然景观，宛若一条镶嵌

满宝石的蓝色丝带，纵贯于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绵延约 2300 公

里的珊瑚岛礁奇观，各色绚丽多彩的珊瑚与鱼类，高能见度清晰

度的海水，使得这里成为水上运动爱好者的天堂，即使你并非水

上运动高手，这里还有其他各项丰富的体验，依然能让你轻松欣

赏令人称奇的自然景观。

大堡礁根据距离海岸的远近又有内堡礁（Inner Reef）和外堡礁

（Outer Reef）之分。内堡礁距离海岸近，去的人更多一些，

如绿岛、翡翠岛等。外堡礁距离海岸远，珊瑚礁保存好，海底风

景尤佳，如阿金考特礁、摩尔礁、诺曼礁、 撒克逊 & 黑斯汀礁等。
图：澳大利亚主要内外堡礁分布图（海岸线至最左边的白线内的就是内堡礁）

图：大堡礁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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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岛 Green Island 

一个被珊瑚礁和白沙滩环绕的小岛，岛上开发比较全面，活动从

浮潜、玻璃底船、半潜水艇到海底漫步和水肺潜水一应俱全。也

正因如此，这里是亚洲旅游团在凯恩斯地区首选目的地之一，有

时会人满为患。

翡翠岛 Fitzory Island

面积约为绿岛的 20 倍，沙滩线很长，享有“大堡礁浪漫伊甸园”

的美誉。在岛上你还可以参加雨林观光团，深入雨林游览。岛上

设施较为简陋，但保留了更多的自然风光。

阿金考特礁 Agincourt Reef 

距离海岸最远，是最原始的大堡礁群，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非

常特别的珊瑚礁群。

摩尔礁 Moore Reef 

在大堡礁公园的外缘，是距离凯恩斯最近的外堡礁，名气也比较

大，游客通常比较多。

诺曼礁 Norman Reef 

诺曼大堡礁离岸最远，确是凯恩斯地区最美的大堡礁。搭建在诺

曼外堡礁边缘的海上专用平台曾接待过无数国内外元首名人。

撒克逊 & 黑斯汀礁 Saxon Reef & Hostings Reef 

这两个大堡礁是凯恩斯出发最远的未开发大堡礁，景色也是绝佳

的。由于没有海上平台，活动范围更为自由，但活动较少，对水

性要求更高。   

 

图：不同公司的游船路线，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堡礁游船游玩项目主要有玻璃底船、半潜水艇、浮潜、水肺潜

水（深潜）、直升飞机、海底漫步、海底摩托车等。

如何预订：游客既可以在网上预定当地旅游经营者的产品，也可

以选择国内代理商，国内许多旅行社及在线预订网站都有代理大

堡礁多个平台的一日游项目，预定相对方便些。

 圣灵群岛 The Whitsundays

  艾尔利海滩 Airlie Beach

艾尔利海滩和澳大利亚本岛相连，是通往圣灵群岛的门户。与其

说是沙滩，不如说是一个宁静的海边小镇，海边有露天游泳池、

BBQ 和不少游玩项目，还有很多帆船、潜水的培训机构，可以

参加潜水课程和帆船课程。

跟圣灵群岛其他小岛相比，艾尔利海滩上的住宿相对便宜，去看

心形礁、观赏白沙滩等都可以从这里出发。

网址：http://www.airliebeach.cn/  

  汉密尔顿岛 Hamilton Island

汉密尔顿岛位于大堡礁的边缘上，可以说是全球有名的蜜月度假

胜地，距离著名的心形礁、白天堂沙滩以及其他圣灵群岛的小岛

都很近。这里具备了一切浪漫海岛的要素：湛蓝的海水、美丽的

海滩、令人向往的珊瑚礁、迷人的动植物、精致的美食和葡萄酒，

以及设施完善的酒店与度假村。岛的面积不大，开车半小时就能

转完。岛上的娱乐设施很多，可以打高尔夫球、保龄球、玩卡丁车、

做瑜伽、水上摩托艇，还有开放在珊瑚景酒店的徒步步道。

从汉密尔顿岛可以搭乘游轮前往大堡礁、白天堂沙滩，或是启航

环游圣灵群岛。如果不在岛上住宿，也可以选择在艾尔利海滩报

名一日游前往。

网址：http://www.hamiltonisland.com.au/chs 

 大堡礁游船如何选择？

大堡礁游船主要分为三类：带海上平台的、海上停泊的和靠岛

停靠的。

有海上活动平台的游船通常直接建在大堡礁上，能看到大规模、

色彩丰富的珊瑚礁，在平台上还可以进行“上天入海”多种项

目，适合所有类型的游客。

海上停泊的游船相比海上活动平台则少了一些娱乐活动，以深

潜和浮潜为主，或者游客也可以选择躺在甲板上晒日光浴，这

类游船的行程对游客的水性要求比较高。

内堡礁的海岛停靠类游船非常适合带老人和小孩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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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独树山上观景 By 行行走走的小鱼儿

   白天堂沙滩 Whiteheaven Beach 

白天堂沙滩被誉为世界十大最美的沙滩之一，位于圣灵群岛的东

边，绵延 7 公里长。这里的沙含硅量高达 98%，沙质细如粉末， 

白的发亮，走在上面一点都不黏脚，连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都

专程来这里游玩。为了保护岛上生态环境，这里没有酒店和餐厅，

也没有居民居住。

图：白沙滩天堂 By 一然ちゃん

来到白天堂沙滩，可以参加 Beach Safari 活动（需要一天时间）。

从岛的另一端穿越过丛林，在观景台上眺望美丽的希尔湾（Hill 

Inlet）。如果你住在汉密尔顿岛，可以在岛上的官网预定这项体验，

跟团出发。

当然，也报名参加白天堂沙滩的半日游活动，团餐里面包含了午

餐和一支香槟，另外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沙滩自由玩耍和拍照。

  白日梦岛 DayDream Island 

白日梦岛是整个圣灵群岛里离大陆最近的岛（30 分钟船程）。

岛屿面积不大，有 1 公里长 200 米宽，从南走到北只用 20 分钟。

整个岛属于白日梦岛度假村（Daydream Island Resort and 

Spa），但岛上的游泳池（可以直接在泳池里看到海）和电瓶车

免费向游客开放。

人工的大堡礁水池可能是岛上最大的特色，里面有鲨鱼、热带鱼、

黄貂鱼还有各色的珊瑚。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的家庭一起。岛北

端是酒店的后花园，那里有袋鼠出没，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耍。再

往海边走就是珊瑚海滩 Lover’s Cove，这片海滩上没有沙子，

全是珊瑚， 如果你再往海里走一些，除了可以看到底下的珊瑚外，

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热带鱼。

岛上还有一个面向海的玻璃教堂，可以举行婚礼。整个度假村比

较成熟， 是一个适合亲子游、情侣度假的岛屿，也是一个适合半

日跳岛游的目的地。

网址：http://www.daydreamisland.com/  

  心形礁 Heart Reef

著名的心形礁位于大堡礁外沿，在圣灵群岛还要往东北的海域上。

这是一个由天然珊瑚礁石形成的心型岛屿，十分壮观美丽。由于

整个外堡礁海域都禁止船只驶入，所以无法登岛游览，可以能乘

坐水上飞机或者直升飞机在空中俯瞰。

  伊利特女士岛 Lady Elliot Island

位于大堡礁群南端的珊瑚岛，经历了三千五百多年的自然演变而

形成。这里栖息了 60 多种珍奇的鸟类、成千上万的鱼群，还是

重要的海龟栖息地之一。该岛由于拥有大面积的珊瑚群而成为潜

水胜地。岛上不仅有机场，还有度假村。为了防止污染以及维持

丰富的自然生态，珊瑚岛严格限制上岛人数（每天限300人以内）。

网址：http://www.ladyelliot.com.au/  

图：伊丽特女士岛 By 第七十三闲人

  世界遗产 | 费沙岛 Fraser Island

世界上最大的沙岛，早在七十万年前就已经形成，至今仍保留

当年的原貌，令人叹为观止。该岛于 1992 年成为世界遗产，

岛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100 多个淡水湖，其中麦肯锡湖（Lake 

McKenzie）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湖泊，因蔚蓝纯净的湖水闻名，



马蜂窝旅游攻略 26

与四周洁白的沙滩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也是游泳的极佳场所。

费沙岛还有世界唯一生长在沙地上的热带雨林，你可以在雨林中

漫步远足，欣赏当地特有的动植物。岛上栖息着纯种的澳大利亚

野狗（Dingo）以及数十种鸟类……郁郁葱葱的雨林，晶莹剔透

的湖水，用风景如画四个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网址：https://www.visitfrasercoast.com/ 

 

图：费沙岛 By 第七十三闲人

  摩顿岛 Moreton Island

全世界第三大沙岛，南北贯穿 125 公里。清澈的海水，细致的

沙滩，完善的住宿吸引了不少旅行者前往。在这里你可以亲手喂

食野生瓶鼻海豚，还有滑沙和水上活动。站在岛上最高的沙丘——

Mt Tempest 上俯瞰整个岛屿，美景尽收眼底。

网址：http://www.visitmoretonisland.com/ 

图：日落时分 By 锦字

年度盛事
8 月 | 昆士兰 EKKA 嘉年华

这是昆士兰一年最盛大的狂欢，刺激的机动游戏、丰富的传统小

吃、与小动物亲密接触、酷炫节日大礼包、烟火音乐大型表演统

统都有。

网址：www.ekka.com.au 

人气购物地
 布里斯班 | 皇后街购物中心 Queen Street Mall 

是布里斯班市内最大的购物中心，有超过 700 家国际大牌，澳

大利亚本土品牌在内的商店入驻这里，其中还有著名的百货商店

Myer。圣诞节期间和 7、8 月份是他们的打折季，皇后街购物

中心的商店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大甩卖活动，比较推荐这两个时候

前去血拼。

 黄金海岸 | 太平洋购物中心 Pacific Fair Shopping 
Centre

位于主海域的中间，购物中心有130多家时装和时装配饰专卖店，

新潮、流行的搭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露天的布局更是为购物中

心增添了不少黄金海岸的感觉。

网址：http://www.paradisecentre.net.au/index.php  

 凯恩斯 | 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 Cairns Central 
Shopping Centre

当地最大的综合购物中心，有纪念品、服装、各色泳衣和超市，

可以一站式购物。

网址：http://www.cairnscentral.com.au/  

 凯恩斯 | DFS 全球免税店

免税店面积不大，只有一层楼。以化妆品居多，包包牌子比较少、

有 LV、Fendi、Ferragamo、Coach 等，可以上官网查看所有

品牌。

网址：http://www.dfs.com/en/tgalleria-cai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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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
布里斯班

 飞机

布里斯班机场 Brisbane Airport

网址：http://www.bne.com.au/  

 火车、长途汽车

罗马街客运中心 Brisbane Transit Centre

网址：http://www.brisbanetransitcentre.com.au  

黄金海岸

 飞机

黄金海岸机场 Gold Coast Airport

网址：http://www.goldcoastairport.com/sites/default.asp

 火车、长途汽车

黄金海岸火车站  Gold Coast Railway Station

网址：http://translink.com.au/ 

凯恩斯与大堡礁

 飞机

凯恩斯机场 Cair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网址：http://www.cairnsairport.com.au/  

 火车、长途汽车

凯恩斯车站 Cairns Railway Station

网站：http://www.ksr.com.au/Stations/Pages/Cairns.aspx

 轮渡

亚伯角码头 Abel Point Marina

网址：http://abellpointmarina.com.au/ 

线路推荐

9 日 | 昆士兰精华游

第一站：黄金海岸（4 天 3 晚）

Day1：海滩漫步，Q1 大楼观景台

Day2：选择感兴趣的主题乐园一日游

Day3：游览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可去春溪国家公园

Day4：游玩海岛，可选摩顿岛、费沙岛或伊丽特女士岛

第二站：布里斯班（2 天 1 晚）

Day5：市内漫步，游览

Day6：龙柏考拉动物园

第三站：凯恩斯（3 天 2 晚）

Day7：游览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可选库兰达热带雨林公园 、

帕罗尼拉公园或戴恩树国家公园

Day8：海陆空大堡礁一日游

Day9：可选择大堡礁深入游览或沙滩休闲

 详情请参考以下攻略

上班族初访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合适！（附9天攻略）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4816.html

深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怎样玩才不负此行？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21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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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使徒岩 By  民民迪迪

马蜂窝旅游攻略 28

维多利亚州
Victoria (VIC)

维多利亚州位于澳大利亚大陆的东南沿海，西北部分别与南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相邻，

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除了以墨尔本杯赛马，澳网公开赛闻名外，她的维多利亚式建

筑、电车以及时装、美食、戏剧、画廊、枝稠叶茂的花园也让游人流连忘返。

墨尔本城市节奏缓慢而悠闲，是非常宜居的城市，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金融中心和世界闻名

的花园之都。在这里，你既可以领略到这个城市休闲的生活节奏，也可以感受这个城市巨大

的包容性。

澳
大
利
亚
自
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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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Melbourne

 市区漫步

  联邦广场 Federation Square

联邦广场是维多利亚州的地标性建筑，采用了先进前卫建筑设计。

联邦广场覆盖了整个内城市区，将中央商业地区与墨尔本中心的

河流连接起来，具有艺术、娱乐、休闲、观光和露天场地等各种

功能，是一个独特的市民聚集地和大型公共广场。

  福林德街火车站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福林德街火车站建于维多利亚时代，是墨尔本第一个火车站。站

在标志性的大钟下，你能感受到墨尔本人历经数代在这里来来往

往。从这里可以乘坐火车离开墨尔本市区去旅游探索；也可以加

入讲解团，深入了解这座宏伟建筑的悠久历史；还可以去车站下

面逛逛，看看陈列在坎贝尔拱廊中包罗万象的展览。 

图：弗林德斯街车站 By in 老板

  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简称 NGV，成立于 1861 年，现今拥有

7 千多件艺术收藏品，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美术馆之一。

NGV 由现代主义大师 Roy Grounds 设计，分为国内、国际两

个展馆。后期装修时，设计师 Leonard French 还在展馆中设

计了别具一格的彩色玻璃矩阵，规模很大。馆中收藏着来自澳大

利亚、原住民、亚洲、欧洲及前哥伦比亚时代的世界级艺术珍品，

其中不乏伦勃朗、莫奈、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此外，NGV 经

常性会举办重量级特展，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建议出发前查一下

最近的展览。

网址：www.ngv.vic.gov.au 

图：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By 饭团 karenchow

  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 State Library Victoria

  尤里卡 88 层观景台 Eureka Skydeck 88

墨尔本尤利卡大厦拥有一座高空观景台，两架专用电梯在不到

40 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将游客送至大厦的 88 层，在这里你能体

验到什么是“边缘地带”——观景台是一个被缓缓推出大厦主体

的移动式玻璃立方体，可以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观。

网址：http://www.eurekaskydeck.com.au/

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是澳大利亚

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成立

于 1854 年，藏书有 200 万册。

因为拥有 1913 年建成的“挑高

34 米的阅览室”而被评为全球最

美的图书馆之一。

网址：

https://www.slv.vic.gov.au/

图：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 By Rich Stapleton

圣保罗大教堂由英国

建筑师威廉巴特菲设

计，建于 1891 年，

它是一座英国式教

堂，也是墨尔本市区

内著名的建筑，之所

以闻名还因为它是以

蓝 石 砌 成， 墙 壁 上

有 着 精 细 的 纹 路。

1932 年，教堂又加了 3 根尖塔，使它看起来更加雄伟。

网址：http://www.stpaulscathedral.org.au/

图：圣保罗大教堂 By 饭团 karen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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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尤里卡观赏夜景 By Li Liu

  唐人街 Chinatown 

从大拱门下穿过，热闹繁华的墨尔本唐人街立刻呈现在眼前，你

可以在芳香扑鼻的亚洲佳肴、中草药和各式鸡尾酒中感受这里

的历史气息。位于斯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 和春天街 

（Spring Street） 之间的小柏克街 （Little Bourke Street） 

一直是墨尔本华人社区的中心，许多 19 世纪的建筑鳞次栉比。

现在，这条古老的唐人街融合了众多的嬉皮酒吧和精品时尚店，

展现出新风情。

  涂鸦街 Hosier Lane

这是墨尔本的“网红”拍照地，狭窄的街道两边都是各式各样的

涂鸦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来自于当地青年的笔下，色彩鲜艳，内

容丰富。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涂鸦作品更换很快，有些墙面仅

过了一天又焕然一新。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不少街头艺术大师

和他们的团队现场作画。

网址：http://www.hosierlane.com/ 

图：涂鸦街 By 饭团 karenchow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尔本大学始建于 1853 年，是澳大利亚历史第二悠久的高等学

府（晚于悉尼大学三年），同时也是维多利亚州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校园环境优美，有不少漂亮的建筑，你可以在大片的草坪上漫步，

也可以去人性化的图书馆体验一下文化氛围。

网址：http://www.unimelb.edu.au/

 浪漫花园

  世 界 遗 产 | 皇 家 展 览 馆 和 卡 尔 顿 园 林 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 and Carlton Gardens

皇家展览馆是 1880-1881 年举办万国博览会的会场，当初设计

和建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展览馆和墨尔本历史文化连在一起。

皇家展览馆融合了拜占庭、罗马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是澳大

利亚首个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筑，非常漂亮。现

主要用途为墨尔本大学期末考场。卡尔顿花园有大片的草地和特

色植物，漫步其中，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喝杯咖啡，荡荡秋千，

在阳光灿烂的午后非常放松。

网址：https://museumsvictoria.com.au/

图：皇家展览馆和卡尔顿园林 By 摄影旅行嘉

  费兹罗花园 Fitzroy Garden

草木葱翠的费兹罗花园是市中心与东墨尔本区的分界线，也是人

们逃离城市喧嚣的绿色休闲去处。由于这里的公园道路笔直，两

旁种植的英格兰榆树常年葱郁，不少人都将它作为婚礼举办地。

网址：http://www.fitzroygardens.com/

  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建于 1845 年，园内有许多珍稀植物，汇聚了上万种来自世界各

地的奇花异草。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阿尔

伯特亲王以及泰国国王等社会名流都曾在此亲手种植纪念树。

网址：www.rbg.vic.gov.au 

 图：皇家植物园 Via Garden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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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望动物

  墨尔本动物园 Melbourne Zoo

墨尔本动物园位于距墨尔本市中心以北 3 公里处，建于 1857 年，

历史悠久。动物园内动物种类很多，还种植了 2 万多种植物。在

保持原样的灌木丛中，有袋鼠、鸸鹋等本土动物生活着。此外，

用人工受精方法培育的大猩猩，世界稀有的蝴蝶屋都值得一看。

墨尔本动物园将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的十分融洽。

网址：http://www.zoo.org.au/melbourne

图：墨尔本动物园 By 那茶

墨尔本周边

 海岸线上

  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的海岸风光非常优美，这里有宁静的海湾、冲浪海滩、热

带雨林、山洞和风口，也有举世闻名的景点——奇特的天然石柱

“十二使徒岩”屹立于海洋里。

特别推荐：3 日自驾穿越大洋路

第 1 天：墨尔本→吉隆市（Geelong）→托尔坎（Torquay）→

安格尔西镇（Anglesea）→洛恩（Lorne）→阿波罗湾（Apollo 

Bay），住在阿波罗湾；

第 2 天：阿波罗湾→奥特威国家公园（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和奥特威灯塔（Cape Otway Light House）→十二使

徒岩（Twelve Apostles）→阿德湖峡（Loch Ard Gorge） →

坎贝尔港（Port Campbell），住在坎贝尔港；

第 3 天：坎贝尔港→伦敦桥→华南埠（Warrnambool），之后

往西到仙女港镇（Port Fairy），20 分钟车程返回华南埠，再

往东经吉隆，回到墨尔本。

小贴士：大洋路一年四季都适合自驾，其中 10- 次年 5 月天气较

好，更适宜看风景。

图：大洋路地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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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岛 Phillip Island

在墨尔本以南约 130 公里处，菲利普港湾东侧，其入口有一小

岛即菲利普岛。对墨尔本市民来说，这里是冲浪、驾船、钓鱼、

滑水等活动的海滩度假胜地。

图：菲利普岛小企鹅 By 花花小馋嘴

菲利普岛闻名的很大原因，因为岛西南端诺毕斯岬附近的夏陆滩

是小蓝企鹅的保护区，这种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之一，身高

仅30公分，每当日落时分，便可见到企鹅们成群从海上陆续归巢，

由于它们体型娇小，排列在一起摇摇摆摆地走，甚是有趣。冬季

的海岸边相当寒冷，最好在 11 - 次年 3 月来比较好。如果带着

望远镜，从诺毕斯岬可以看到洋面海豹和岩上栖息的海豹。

网址：http://www.visitphillipisland.com/ 

 山谷小镇

  丹顿农山 Mt. Dandenong

位于墨尔本的东南边，离市区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山

里也有不少小镇，大多洋溢着古朴醇厚的乡村气息。丹顿农山的

一年四季都值得游玩，春天可以看漫山遍野百花盛开的场景；夏

天可以来这里避暑，摘浆果或者爬到山顶看日落；秋天叶子黄了

可以来山里赏枫，满山遍野的秋色特别适合拍照；冬天可以来山

里的咖啡馆点杯暖暖的咖啡，晒晒太阳，也是不错的休闲方式。

图：普芬比利蒸汽小火车 By NeOMaY

除了可以自驾进山以外，丹顿农山还有复古普芬比利蒸汽小火车

（Puffing Billy）。每天第一班车 10:30 从丹顿农山国家公园的

Belgrave 起点站发出，最后一班 14:30 发出。感兴趣的不妨前

去体验一番。

网址：http://www.dandenongrangespoint.com.au/ 

  亚拉河谷 Yarra Valley

维多利亚的居民常以亚拉河为豪，这条伟大的河流蜿蜒流经沃伯

顿（Warburton）以东的亚拉河谷，直到菲利普港海湾入海。亚

拉河谷以葡萄酒闻名于世，这里从 1838 年就开始种植葡萄酿酒，

现在已有约 4 千公顷葡萄园、近百个酒庄，维多利亚州最早的葡

萄酒园就建在亚拉河谷。亚拉河谷以出产 Shiraz，PinotNoir，

Chardonnay，Cabernet，Sauvignon、Merlot 而著名，以澳

洲 10 大名酒之首的 Green Point Shiraz Victoria 2002 为代

表。

中文网址：http://visityarravalley.cn/ 

  疏芬山金矿镇 Sovereign Hill

疏芬山，一个淘金者们纷至沓来的圣地，一个生动展示上世纪在

这里发生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淘金热的户外博物馆。走进疏芬山金

矿镇，仿佛穿过时空隧道，进入了充满欲望喧嚣的 19 世纪。从

这里，将开始一段精彩刺激的怀旧之旅。游人到来，首先可以逛

逛主街，了解形形色色店铺背后的历史及故事，与身着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服饰的人们合影留念。然后可以观摩电影密室，感

受中国淘金者在巴拉瑞特的艰难岁月。接着游览一下中国村，在

红山溪矿区亲自体验一把淘金的乐趣，如果运气好还能将淘到的

金沙据为己有。

网址：http://www.sovereignhill.com.au 

年度盛事
1 月 |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Australian Open

图：看澳网 By 饭团 karen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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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8 年开始，墨尔本公园成为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主办地，

举行一年一度在一月到二月之间网球大满贯比赛。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是四大满贯赛事之一，在墨尔本公园里面的罗德拉沃尔球

场举办，是网球界最有名的硬地赛事之一，届时世界顶尖一流高

手将汇聚到墨尔本，奉献一场场高水平的网球赛事。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的女子网球选手李娜在 2014 年的澳网公开赛上曾获得女

单冠军。

网址：http://www.ausopen.com 

2 月 | 中国春节

虽说春节是中国人的节日，但由于居住在墨尔本的华人越来愈多，

每年春节的墨尔本也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在唐人街会有舞龙舞狮

表演。不少中国餐厅还会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与大家一起欢庆这个

节日。

11 月 | 墨尔本杯赛马日 Melbourne Cup Day

墨尔本杯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赛马赛事，被称为“让举国停顿的

赛事”。因为赛马日的举行，每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也成为

了墨尔本的法定公共假日。墨尔本杯赛马节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

一场体育运动，而上升成为全民节庆。在赛马节期间，澳大利亚

人会穿着盛装汇聚于赛马场周边，把赛马节变成了一场巨型的露

天 party 和时装秀。

图：墨尔本杯赛马日

人气购物地
 墨尔本 | 皇家拱廊 Royal Arcade 

皇家拱廊建于 1869 年，是墨尔本非常漂亮的购物中心。拱廊的

布置十分华丽，具有浓浓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两边还摆放了不

少前卫艺术作品。这里有很多当地特色商店以及情调西餐馆和咖

啡厅，非常适合午后来这休闲散步、逛逛吃吃。

 墨尔本 | 维多利亚女王市场 Queen Victoria Market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于 1878 年开放，她不仅仅是墨尔本的购物圣

地，也是极富历史意义的地标建筑。这里有新鲜的海产品和蔬果，

能找到便宜的衣服、箱包、玩具、首饰、小商品和各种纪念品。 

如何到达
  飞机

墨尔本图拉买莱恩国际机场 Tullamarine Melbourne Airport

网址：www.melbourneairport.com.au  

 火车、长途汽车

南十字星车站 Southern Cross Station

网址：http://www.southerncrossstation.net.au 

线路推荐

5 日 | 墨尔本及周边精华游

Day1-2：市区精华

打卡联盟广场、维多利亚艺术中心、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圣保

罗大教堂、墨尔本皇家植物园、唐人街、涂鸦街等地。

Day3：大洋路

可参加大洋路一日游，希望深入游览可参考 3 日自驾穿越大洋路

线路（见 31 页）。

Day4：田园风光

去丹顿农山乘坐普芬比利蒸汽小火车或去亚拉河谷品尝葡萄酒。

Day5：菲利普岛

前往菲利普岛看小企鹅归巢。

 详情请参考以下攻略

三天两夜的墨尔本，这座城的魅力远超你想象！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147508.html 

澳大利亚大洋路自驾，你不得不知道的事（纯纯的干货）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97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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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摇篮山 - 圣佳尔湖国家公园 By  屁桃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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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州
Tasmania (TAS)

塔斯马尼亚州是澳大利亚联邦唯一的岛州，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最小的州，距离墨尔本有 240

公里，与澳大利亚主岛中间隔了一个巴斯海峡（Bass Strait），从上方看塔斯马尼亚州呈

一个心形，因此也被誉为是“世界的心脏”。而塔斯马尼亚州再往南就是南极了，由于这片

陆地与南极不相连，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世界的尽头”。

塔斯马尼亚州的气候温和宜人，被称之为“全世界气候最佳温带岛屿”，四季分明，各有特色。

酒杯湾、摇篮山、惠灵顿山、皇家植物园、亚瑟港等景点是塔斯马尼亚州的著名景点。塔斯

马尼亚州还有南半球知名的薰衣草园，每到盛开之际便紫海飘香，薰衣草小熊更是国民手信，

基本上每人都要带一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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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巴特及东海岸
Hobart And East Coast

  莎拉曼卡广场 Salamanca Square

萨拉曼卡广场在美丽的苏利文角（Sullivans cove）边上，广场

上那排独特的四层砂岩货栈是保存完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每

周六早上 10:00 开放的莎拉曼卡市集（Salamanca Market）

是当地有名的市集，集市在海湾边上的一条老街上一字排开，有

上百个摊位，木雕饰品、塔斯马尼亚风景画、东亚仕女和西亚手

工艺品、银餐具改制的风铃等工艺品都能在这个市集上买到。

  塔斯马尼亚博物馆与美术馆 Tasmanian Museum 

and Art Gallery

塔斯马尼亚博物馆与美术馆建立于 1843 年，坐落在霍巴特古老

的建筑——建于 1808 年的粮食供应站之内，靠近城市水滨。博

物馆与美术馆同在一座建筑物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表现方

法展现了塔斯马尼亚的丰富多彩。在这里不仅能了解当地原住民

的历史、殖民时期的文化，还能看到已绝迹的塔斯马尼亚虎（又

称袋狼）标本，以及以“塔斯马尼亚恶魔”为代表的特色动物标本。

网址：https://www.tmag.tas.gov.au/

  古今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Old and New Art

古今艺术博物馆由塔斯马尼亚富翁 David Walsh 出资修建，在

2001 年建成，后经扩建后于 2011 年重新开门迎客，已成为澳

大利亚有名的私人博物馆和塔斯马尼亚的“网红地”，馆内展品

大多为 David Walsh 的私人藏品，集合了当代、古代以及一系

列重口味的艺术作品，为了不让门外汉感到无聊，馆内有专门的

设备支持讲解（英文）。除了展品，持续不断的和游客互动的艺

术展出甚至是现场的艺术创作也让 MONA 极富生命力。

网址：www.mona.net.au

图：Mona 内部 By 王丝肥哪里都想去

  威灵顿山 Mount Wellinton

威灵顿山是霍巴特周边的制高点，海拔 1270 米，山顶既是日照

平台，也是俯瞰整个霍巴特城市、周边的海湾以及远眺南极的好

地方。威灵顿山山脚绿树成荫，花草茂盛，山顶则是怪石嶙峋，

寒风扑面。从山脚开车到山顶约为 30 分钟。

图：在威灵顿山上观景 By 会一直行走的 Chri

  里奇蒙小镇 Richmond

历史悠久的里奇蒙横跨于霍巴特东北 27 公里处的煤河（Coal 

River）上，曾经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塞和去亚瑟港路

上的囚犯拘留点。这里保留了不少 19 世纪的建筑，拥有澳大利

亚最古老的石桥和充满艺术风格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这里静

止。步行穿过里奇蒙小镇标志性的古老石桥，在石桥边喂野鸭，

躺在河畔的草地上晒太阳，步入澳大利亚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之一———圣约翰斯教堂，神圣而美好。

 图：里奇蒙小镇

  塔斯曼半岛 Tasman Peninsula

从霍巴特开车大约 2 小时便到了塔斯马尼亚半岛。这里有狭长

的鹰颈峡（Eaglehawk Neck），更坐落着历史悠久的亚瑟港历

史遗址（Port Arthur Historic Site）。鹰颈峡连接着塔斯马半

岛和塔州本岛。地如其名，长 400 米的鹰颈峡在最狭窄处还不

到 30 米。在狭长的鹰颈峡还有一处“棋盘阵”（Tessellated 

Pavement），是海边岩石被海浪冲刷成凹陷成了类似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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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形状。在鹰颈峡转入 C338 公路（Blowhole Road）

可以前往塔斯曼拱门（Tasman Arch）、魔鬼厨房（Devil's 

Kitchen）、喷水口（Blowhole）等自然景观。  

世界遗产 | 亚瑟港历史遗址 Port Arthur Historic Site

亚瑟港位于塔斯马尼亚半岛的尖端，由于地势原因，这里有“监

狱中的监狱”之称，在 1830-1877 年间约有 12500 名囚犯被

关押在这座监狱里服刑，里面不乏危险性极强的犯人。历史上，

亚瑟港监狱还曾以经常发生酷刑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臭名远扬，

不少犯人因为不堪折磨而变成精神病，因此监狱旁边还建了一座

精神病院。

图：亚瑟港监狱遗址 By 会一直行走的 Chri

19 世纪末的一场大火基本上把这里都烧成了灰烬，经过数十年

才基本恢复原状，当年用过的刑具、监狱和精神病院仿佛还在提

醒人们那段过往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点，喜欢人文

历史的朋友不要错过。

网址：http://www.portarthur.org.au/  

  布鲁尼岛 Bruny Island

布鲁尼岛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许多美食出海游船都从该岛出发。

布鲁尼岛是由两个藕断丝连的小岛连接而成，著名的天海一线

“The Neck”就是两岛的连接处，而位于靠南边的那个岛上有

著名的南布鲁尼国家公园（South Bruny National Park）。

图：布鲁尼岛的海 By 宇陆君

布鲁尼岛轮渡官网：http://www.brunyisland.org.au/bruny-

island-ferry/，可在此查看轮渡时刻表。

  菲欣纳国家公园 Freycinet National Park 

位于西海岸歌斯湾（Coles Bay）附近菲欣纳国家公园内的酒杯

湾（Wineglass Bay）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湾之一，躲在层

层群山后面，沙滩与塔斯曼海形成轮廓分明的半月形状，从酒杯

湾瞭望台（Wineglass Bay Lookout）上看，仿佛就像一个天

然的葡萄酒杯。前往酒杯湾需要先在寇斯湾游客中心购买国家公

园门票，之后沿 Freycinet Rd 行驶到路尽头，下车步行，通向

酒杯湾观景台的徒步道路往返大约需要 2.5 小时。

图：菲瑟涅国家公园 - 酒杯湾

  比舍诺 Bicheno 

走塔斯马尼亚西海岸线必经的一个小镇，人口不足千人。很多游

客选择到这个安静的捕鱼小镇，大多是因为这里可看到企鹅，因

此这里也有“企鹅小镇”的别称。在这看到的企鹅品种是企鹅中

较小的小蓝企鹅。每天傍晚他们都会在海边的草丛和礁石上出没

觅食。要与小企鹅近距离接触需要提前在网上预订。请注意拍摄

企鹅时不能使用闪光灯。

网址：http://www.bichenopenguintours.com.au/（预订网站）

  火焰湾 Bay of Fires 

火焰湾绵延 29 公里，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海湾，

而是一连串的洁白细沙

的极美沙滩的集合，这

些海湾中的海水清澈见

底，从远处到近处呈不

同深度的蓝色，被评为

塔斯马尼亚最值得去的

海湾之一。红岩石和白沙滩是这里的标志，白沙之细就像踩在面

粉上，而周边岩石和岬角上到处都是标志性的橙红色地衣，在阳

光的照耀下就像被火烧了一般。这里还有自然形成的泻湖，水很

浅，小朋友都可以在里面游玩。

图：火焰湾 By 会一直行走的 Chri



马蜂窝旅游攻略 37

朗塞斯顿及周边 
Launceston And Around

  塔玛谷 Tamar Valley

从朗塞顿赛的旧城海港（Old Launceston Seaport）向北开车

10 分钟，就会到达塔斯马尼亚极具盛名的酿酒窖地——塔玛谷。

河谷有一处度假村，位置处在众湖之中，是来塔玛谷下榻，品酒

打高尔夫度假的好去处。沿着塔玛河，从朗塞斯顿前往塔斯曼海

的沿途景致迷人，适合开车兜风一路欣赏美景。一路上有十几家

家酒庄，形成 “塔斯马尼亚酒道”，需要注意的是，在酒道自驾

可不能饮酒，但是可以选购美酒作为伴手礼。

网址：https://www.tamarvalley.com.au/

  谢菲尔德壁画小镇 Sheffield

有“壁画之城”美誉的谢菲尔德壁画小镇是艺术家的天堂。镇内

壁画随处可见，全镇几乎没有半壁空白，这些壁画大多是艺术家

即兴涂鸦，无论你懂不懂涂鸦艺术，都能在这拍出美美的艺术照。

小镇每年还举办壁画展，通常在复活节周日开始，为期一周，喜

欢涂鸦的你一定要抓住时机，加入其中。中国歌手陈奕迅也曾在

这座小镇上留下过作品。

壁画展报名官网：www.muralfest.com.au  

图：壁画小镇 By 会一直行走的 Chri

  飘丝薰衣草庄园 Bridestowe Lavender Estate

飘丝薰衣草庄园是南半球最大的薰衣草农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薰衣草产品输出农场之一。风靡社交网络的薰衣草小熊就是产自

这个农场。由于地处南半球，塔斯马尼亚的薰衣草每年在 12 月

份到来年的 1 月份盛开，不用走到花田就能闻到一股股淡淡的幽

香。

图：飘丝薰衣草庄园

除了风景宜人，这里的礼品店也是游客最爱光顾的地方，正版的

薰衣草熊是人手一个的必买品，还有薰衣草冰淇淋、薰衣草精油

和香皂都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网址：http://bridestowelavender.com.au/pub/  

  世界遗产 |  摇篮山 - 圣佳尔湖国家公园 
Cradle Mountain-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 

摇篮山 - 圣佳尔湖国家公园是塔斯马尼亚著名的国家公园，从远

处望过去，一个平静的湖泊躺在群山中间，就像睡在摇篮里似的。

摇篮山是由几亿年前的冰川作用而形成的群山，由于地势原因，

那儿基本上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雨，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当

地人对他的喜爱。冬天的时候，整座群山都被白雪覆盖，一片冰

雪大地的感觉。

图：摇篮山 - 圣佳尔湖国家公园 By 小蜈蚣

摇篮山 - 圣佳尔湖国家公园有非常多的登山徒步线路，难易

程度从低到高都有。这里在冬天和夏天都有独特的景色。其

中 Overland 步道曾被孤独星球评为全球十大徒步路线之一，

它起点是摇篮山（Mt Cradle），终点是圣佳尔湖（Lake St 

Claire），自北向南全长 82 公里，一般花费 6-7 天或者更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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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徒步完，途经陡峭的山脉、温带雨林、河流、平原、沼泽，跨

越塔斯马尼亚最高山 - 奥萨山，横渡澳大利亚最深的湖泊 - 圣克

莱尔湖。徒步爱好者一定要来走一遭。为了行程不至于太累，可

以在这停留 1-2 天。公园也有许多住宿选择。从独立小木屋、特

色树屋到高档水疗度假屋都有。

这里也有三条短途徒步线路可以选择，分别是 Watersmeet，

Larmairremener Tabelti 和 Platypus Bay。圣佳尔湖入口处

有个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所有相关的旅游信息及徒步

线路地图都能在这里找到。  

  罗斯小镇 Ross

建于 1812 年的一座历史小镇，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中部，距离

霍巴特 120 公里左右。小镇上的房屋都是米色系墙壁，绿色的

尖屋顶，映衬在高大的橡树、榆树和针叶树影中，基本每户人家

都种着花，一派整洁的田园风光。如果你也看过宫崎骏的《魔女

宅急便》，你会发现街上的场景和动画有几分相像，因为这就

是《魔女宅急便》的最初构想地。镇上最有名的面包店 ROSS 

VILLAGE BAKERY 就是魔女小琪打工的地方。

镇中心的十字路口就是有名的四角街，这个十字路口的四个角落

分別有四个不同的建筑物：酒吧、教堂、法院和监狱，分別代表

的是诱惑、救赎、重生和诅咒。站在四角街，感觉就像站在了人

生的十字路口上。

图：罗斯桥

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是罗斯桥（Ross Bridge），这座美丽

的砂岩跨桥是澳大利亚第三古老的桥。桥上精美的浮雕是由一万

多名流放女囚在 1836 年修建的。

年度盛事
12-1 月 | 塔斯马尼亚美食节 The Taste of Tasmania

每年 12 月至 1 月，塔斯马尼亚都会在霍巴特举行年度大型的节

庆活动——塔斯马尼亚美食节，举办的地点就在霍巴特市中心具

代表性的莎拉曼卡海滨区。届时，萨拉曼卡将有近百个美食摊位，

游客们可以品尝到新鲜丰富的本土美食和美酒。除了有各式各样

令人难以抗拒的美食之外，还有精彩的艺术表演和午夜焰火表

演！

如何到达
 飞机

霍巴特国际机场 Hob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

朗塞斯顿机场 Launceston Airport

 轮渡 

德文港 Devonport（墨尔本→霍巴特）

船票预定网站：www.spiritoftasmania.com.au/

线路推荐
6 日 | 塔斯马尼亚环岛自驾

Day1：霍巴特市区 + 威灵顿山 + 里奇蒙小镇

Day2：布鲁尼岛 或 塔斯马尼亚半岛 + 亚瑟港

Day3：酒杯湾 + 比舍诺

Day4：火焰湾 + 飘丝薰衣草庄园

Day5：摇篮山 + 谢菲尔德壁画小镇

Day6：朗瑟斯顿 - 罗斯 - 霍巴特

 详情请参考以下攻略

在塔斯马尼亚自驾，详解 3 大经典线路！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17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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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芭萝莎山谷 By 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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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州
South Australia (SA)

南澳大利亚州地广人稀，横跨人口稀少的中南部，西部、北部和东

部，与澳大利亚大陆的其他五个大州接壤，以山脉、草地和山谷为

主要的地形，沙漠广布，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

生态，构成了特有的大自然景观。

阿德莱德不仅是南澳大利亚的首府，更是通往澳大利亚内陆的必经

之地，它开启了南澳大利亚各式多彩活动的大门。阿德莱德被称为

“20 分钟的城市”，是因为它的道路不拥挤，你可以在 20 分钟

之内驾车到达想去的海滩或山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步行，体验这

座城市的魅力。

澳
大
利
亚
自
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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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 Adelaide

 市区漫步

  中央市场 Central Market

历史悠久的中央市场坐落于阿德莱德市区。今天，它已不仅仅是

一个食材市场，更是南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缩影，折射出南澳大

利亚独有的移民创业史和奋斗史。它于 1869 年由德国移民创立，

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陆续把家乡的精致美食带入市场，形

成了多元民族聚集地和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市场内每个摊位都

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今天的中央市场依然熙熙攘攘，热闹繁忙，

出售着品类繁多的新鲜水果、蔬菜、干酪、海鲜、欧式肉制品和

有机产品等，吸引着美食家、市民和游客光顾。

图：中央市场

  南澳大利亚艺术馆 Art Gallery of South Australia

这间一流的艺术馆囊括了澳大利亚艺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与杰出代

表，其不失国际水准的艺术收藏品，包括罗丹（Rodin）的雕塑

作品必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艺术馆还不定期地举办一

些临时性展览。若有闲情，在此逛上几天亦不为过；如时间有

限，亦可重点浏览艾尔德馆侧厅（Elder Wing）内陈列的殖民

州（Colonial State）时期的收藏和澳大利亚联邦（Australia 

Federation）时代的景观。

网址：http://www.artgallery.sa.gov.au/agsa/home

图：南澳艺术馆 By Lu.HQ

  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 State Library of South Australia

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曾被 Travel and Leisure 网站评为全球

20 大最美图书馆之一，建筑审美可以说是比维多利亚图书馆有

过之而无不及。它拥有的华丽装饰木雕和浓郁澳大利亚历史的

Mortlock Wing 一直是南澳州立图书馆乃至阿德莱德这座城市

的骄傲。

图：南澳州立图书馆

  国家葡萄酒中心 National Wine Centre 

阿德莱德是南澳大利亚葡萄酒业蓬勃发展的典型，而国家葡萄酒中

心集中展示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产业的全貌。游客不仅可以在品酒

画廊了解齐全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品种，也可以在品酒会上品尝心仪

的美酒，或者展开对葡萄酒酿造过程的探索之旅——包括参观当地

著名的葡萄酒庄。如果游客不满足于观望而想要一试身手，完全可

以亲自参与到酿酒工作中来。

网址：http://www.wineaustralia.com.au

图：国家葡萄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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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氏巧克力厂 Haigh's Chocolates Visitors Centre

澳大利亚最古老的现存巧克力制作公司——黑氏巧克力，是全世

界现今屈指可数的、仍直接从自己烘烤的可可豆中纯手工制作巧

克力的制作商之一。黑氏巧克力厂创立于 1915 年，至今已是第

四代。游客可以参加厂内的 20 分钟免费导览游，看看古老巧克

力如何制作而成，接下来再到品尝室认真品尝美味的巧克力。

网址：https://www.haighschocolates.com.au/

图：黑氏巧克力厂

  阿德莱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阿德莱德大学有浓郁的学术氛围，把传统的优势、现代艺术特色

与丰富的学生生活相结合，是澳大利亚政府推举的优秀大学之一。

1874 年建校以来，阿德莱德大学培养出 5 个诺贝尔奖与 104

个罗德奖项获得者。校区内有很多欧式风格的古建筑，就像童话

故事森林中的城堡，内敛而美丽。

网址：http://www.adelaide.edu.au/  

 图：阿德莱德大学 By doris 圈圈

  克莱兰德野生动物园 Cleland Wildlife Park

这里是袋鼠、沙袋鼠、鸸鹋、考拉、鹈鹕、野狗、鹦鹉和爬行动

物的天堂，你可以漫步在原野丛林中与澳大利亚独有的野生动物

近距离接触，感受回归自然的快乐和惊喜，也可以亲手抱一抱可

爱的考拉，或与袋鼠合影留念。

网址：http://www.clelandwildlifepark.sa.gov.au

图：克莱兰德野生动物园

  德国村汉多夫 Hahndorf

汉多夫小镇有扑面而来的巴伐利亚风情。作为澳大利亚现存最古

老的德国移民地之一，小镇主要由一条笔直的大街和遍布街两侧

的各式餐厅、咖啡店、画廊和手工艺品店组成。在颇具人气的

Hahndorf Inn 享用美味的猪肘餐和传统啤酒，本地老爷爷还会

献上精彩的手风琴演奏。

 图：德国村汉多夫

 美酒与田园

  奔富玛吉尔酒庄 Penfolds Magill Estate

真正的品酒大师或美酒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奔富酒园玛格尔庄

园。1845 年，年轻的英国医生奔富先生和妻子就是在这里种下

了第一棵葡萄树苗，并建起了名为“Grange 奔富之父”的小石

屋，这便是日后享誉世界、且有着“澳大利亚酒王”之称的奔富

Grange 系列葡萄酒的发源地。现在，人们来到此地，不仅可以

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气息，还将有机会品尝到这款经典的 Grange

系列葡萄酒。

中文网址：www.penfolds.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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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每一款奔富佳酿都配有专用的红酒杯

  芭萝莎山谷的酒庄 Barossa Valley

南澳芭萝莎山谷是与法国波尔多和勃艮第齐名的世界级葡萄酒产

区。其中，作为澳大利亚三大红酒品牌之一，杰卡斯酒庄（Jacob's 

Creek）拥有芭萝莎地区规模最大的葡萄园。在葡萄生长的季

节，你可以走入 14 种试验田了解种植知识，访客中心（Visitor 

Centre）的落地餐厅也会按照时令为到访者提供新鲜的菜肴（详

见下面的介绍）。

不远处的圣雨果酒庄（St. Hugo Wines）是隶属于杰卡斯的高

端葡萄酒品牌。从品酒室的观景台可将芭萝莎的美景尽收眼底；

当然，定制佳酿体验、主厨精选盛宴等特色活动也长期受到游客

的青睐。

图：沙普酒庄的地下酒窖藏有从 1878 年至今所有年份的酒

若时间允许，还可驾车前往古色古香的沙普酒庄（Seppeltsfield）

品尝一番与自己“同岁”的葡萄酒（Tasting Your Birth Year 

Wine），或在奔富酒庄（Penfolds Wines）位于芭萝莎的酒

窖参与最具其品牌特色的葡萄酒亲调之旅（Make Your Own 

Blend）。

杰卡斯酒庄 Jacob's Creek

杰卡斯是芭萝莎规模最大的葡萄园，也是澳大利亚的三大红酒品

牌之一，建在历史悠久的杰卡斯溪畔。该中心由品酒室、酒窖、

历史博物馆、陈列酒庄以及著名的杰卡斯酒庄组成。在这里，游

客不仅可以欣赏到雄伟的葡萄酒厂，还可以在餐厅里享受美味的

午餐和上等葡萄酒，还可以去到葡萄园酒窖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

化。多种多样的葡萄酒针对不同的人群，午餐晚餐都按照季节而

变化。特色项目包括：红酒品鉴讲座、当地土特产品尝、酒窖葡

萄酒销售、餐馆， 还有专门展示葡萄栽培及酿酒知识和品牌故事

的展览长廊。 

杰卡斯访客中心中文网址：www.jacobscreek.com/cn

圣雨果品酒室中文网址：www.sthugo.com/zh-hans

沙普酒庄网址：www.seppeltsfield.com.au/index.php/en

奔富酒庄中文网址：www.penfolds.com/zh-cn

  黛伦堡魔方 d' Arenberg Cube

黛伦堡魔方位于澳大利亚著名葡萄酒产区麦拿伦谷（McLaren 

Vale）。这座外形酷似魔方的超现实主义建筑紧邻历史悠久的黛

伦堡酒庄。在其高颜值的餐厅饱食一顿后，还可在体验中心尝试

调制葡萄酒（The Blending Bench），并收藏亲手制作的佳酿。

网址：www.darenberg.com.au 

图：黛伦堡魔方酒庄

海岸线上

 菲尔半岛和袋鼠岛 Fleurieu Peninsula And 
Kangaroo Island

菲尔半岛（Fleurieu Peninsula）位于阿德莱德的南面，驱车 1

小时即可到达，从岛的入海处能遥望到对岸有七个新加坡之大的

袋鼠岛（Kangaroo Island）。至今，两地同为深受澳大利亚人

和各国游客喜爱的度假胜地；若时间充裕，不妨花上 2-3 天，行

驶在海岛的原始风貌中，并与可爱的野生动物擦出奇妙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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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豹湾 Seal Bay

海豹湾是稀有海狮群的天然栖息地，也是全澳唯一一处游客可与

海豹近距离接触的地方。游览海豹湾可以通过网址预订保育公

园（Seal Bay Conservation Park）的旅游团，当然也可以在

800 米长的木板路上散散步，观赏沙滩上海豹们的慵懒姿态。

网址：www.sealbay.sa.gov.au

图：海豹湾 By 优的良士

  小撒哈拉 Little Sahara

滑沙是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项运动。位于袋鼠岛中南部的沙丘

小撒哈拉沙质细滑、坡高且陡，是在澳大利亚滑沙的不二之选。

目前沙丘全天免费开放，滑沙板可以在拥有迷人海景的冲浪胜地

微风湾（Vivonne Bay）租到，同时还有沙滩四驱摩托、皮划艇

和胖胎自行车等项目可以体验。

  弗林德斯·蔡斯国家公园 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

袋鼠岛上共有 6 个国家级公园，其中弗林德斯·蔡斯国家公园是

名气较大的一个，几乎占据了岛的整个西部。崎岖的海岸线是海

豹、海狮和鹭鸶们的天堂，在大片内陆森林和草原中生活着大量

野生袋鼠、考拉和鸭嘴兽等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哺乳动物。

若时间紧迫，偌大的公园中有 3 处必打卡景点，分别是南部的神

奇岩石（Remarkable Rocks）、旗舰拱门（Admirals Arch），

以及位于西南之隅的天涯海角灯塔（Cape du Couedic），前两

处由常年的海蚀作用形成，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远观南

大洋的好去处。

网址：www.environment.sa.gov.au 

图：旗舰拱门 By 嘟小弱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雄伟壮丽的海景、天然纯净的海滩、绵延平缓的沿海公路和盛产

可口海鲜的海滨小镇，石灰岩海岸连接起阿德莱德和墨尔本，也

是许多计划在两地游玩的自驾者们常选择的经典线路。

 

  甘比尔山 Mount Gambier

进入甘比尔山小镇，蓝

湖（Blue Lake） 是 必

到访的一站。这里原是

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

应不同季节，湖水的颜

色也会随之变化。每年

11 月初至次年 2 月底，

整个湖面会变身为亮丽

的宝石蓝色，吸引了很

多游客慕名而来。

图：蓝湖 By 王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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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花园（Umpherston Sinkhole）离蓝湖不到 10 分钟车程，深

50 米，是一处体现古老原住民文化的石灰岩坑。在鲜花绿植的环

绕下小憩或野餐一顿，从悬吊在半空的观景台向下俯视，还会发现

洞穴中别样的美丽。

图：洞穴花园 By 行走的丁丁猫

  世界遗产 | 纳拉库特遗址公园 Naracoorte Caves 

National Park

沿正北方向行驶，途经以优质赤霞珠和设拉子葡萄酒闻名的库纳

瓦拉（Coonawarra）产酒区，便来到了纳拉库特遗址公园。除

了大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动物化石，在园内的大教堂洞窟

（Cathedral Cave）还能亲眼目睹到濒危的南弯翅蝙蝠。

图：千奇百怪的钟乳石也是公园的一大亮点 

  海滩小镇

在石灰岩海岸线上有很多值得驻足的小镇。其中，洛贝小镇拥有

众多垂钓点，是钓鱼发烧友的乐园。在地标建筑方尖碑（Robe 

Obelisk）打卡后，可将车一路开到长滩（Long Beach）上。

无论是沿着 10 公里长的海岸线驰骋、漫步，或尝试滩钓（Surf 

Fishing）新玩法，温柔的海浪和细腻的沙质都会为游客带来一

份旅途中的惬意。

继续向西北行驶就是著名的“龙虾小镇”金斯顿（Kingston 

SE），这个称号不仅源于镇上 17 米高的巨型龙虾雕塑，更因为

在这里的龙虾专门店中，可以品尝到南澳美味又便宜的龙虾大餐。

 艾尔半岛 Eyre Peninsula

艾尔半岛是海鲜的重要产地，也是南澳大利亚的“海鲜前哨”。

这里出产的新鲜青蟹、大虾、岩龙虾以及鲜美甘甜的生蚝，都是

你在其他地方品尝不到的。如果你喜欢海鲜，不妨来一次海鲜盛

宴探险之旅，从阿德莱德出发的话，自驾或参团皆可，你可以沿

着南澳大利亚壮丽的海岸线前往艾尔半岛，沿途和海狮，金枪鱼

共同欢快畅游，或者登上一艘钓鱼船出海垂钓，而更刺激的是近

距离观察澳大利亚大白鲨。旅途中可以畅享从澳大利亚南大洋里

刚捕捞上来的各种鲜活海产。

  林肯港 Port Lincoln

如果你喜爱挑战，在林肯港可以与大白鲨“亲密接触”。鲨笼潜

水可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的大冒险！跟随专业的向导体验一下

“与大白鲨共潜”。你可以看到好几只大白鲨时不时地近距离游过，

它们会试图张大嘴靠近你。除此之外，在林肯港还能体验挖蛤蜊、

沙滩垂钓、浮潜捞鲍鱼、捕鱼等活动。

图：林肯港

  柯芬湾 Coffin Bay

在艾尔半岛的柯芬湾有一个特殊的生蚝农场，可以让你泡在海中

吃生蚝，将鲜美的滋味在第一时间送进口中。当然除了原始吃法，

你还可以在生蚝中添上几滴柠檬汁，或是佐以黄油、蒜蓉，放置

在烤箱中烤着吃。

图：生蚝农场 Via 南澳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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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芬湾国家公园（The Coffin Bay National Park）有着在南澳

大利亚特别的海岸风景，园内遍布着深邃的峡谷、15 亿年的火

山岩石和依季节交替开放的鲜艳花朵，是 21 种稀有濒危物种的

天然庇护所。

  拜尔得湾 Baird Bay

艾尔半岛的拜尔得湾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与海豚、海狮一起

畅游的地方。这里会提供你所需要的全部装备（如通气管、面罩、

紧身潜水衣等），让你尽情地在水中摆动你的身体，与海豚、海

狮一起共舞。

年度盛事

2-3 月 | 阿德莱德艺穗节 Adelaide Fringe Festival

阿德莱德艺穗节是南半球大型年度艺术节日，也是全世界仅次于

爱丁堡艺穗节的第二大边缘艺术节，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艺术家

们云集阿德莱德，在不同场所表演歌舞、魔术、杂技、马戏，以

及许多闻所未闻的边缘艺术表演。这个时期的阿德莱德是一个具

有魔力的城市，在街上走过，冷不丁就能欣赏到某位世界级表演

者的免费演出。

3 月 | 阿德莱德世界音乐节 WOMADelaide

这一年度世界音乐盛事在阿德莱德美丽的植物园（Botanic 

Park）内举行。节日期间，各类世界顶级的音乐家和表演家将分

别在 7 个舞台为大家奉上精彩的表演。不仅如此，还有 100 多

个美食饮料摊、街头表演、儿童活动区、世界烹饪节目和可持续

发展座谈会等。

图：当地人的节庆

人气购物地

 阿德莱德 | 蓝道购物城 Rundle Mall

蓝道购物城创建于 1976 年，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步行街，处在阿

德莱德的“心脏”地段。总数超过 600 个的零售商店、3 大百货

公司和 15 个大型购物商城鳞次栉比，也有露天咖啡馆和酒吧供

参观者放松身心，以便投入新一轮的大采购。同时这里也是一部

丰富的公共艺术典籍，如著名雕塑“四个青铜猪”——太妃糖、

奥利弗、荷瑞修和奥古斯塔。 

如何到达
 飞机

阿德莱德机场 Adelaide Airport

网址：www.skylinkadelaide.com/ 

 火车

阿德莱德公园站 Adelaide Parklands Terminal

网址：www.greatsouthernrail.com.au

线路推荐

6 日 | 阿德莱德及周边精华自驾

Day1-2：自驾石灰岩海岸线（墨尔本—阿德莱德）

Day3：阿德莱德市区 + 奔富玛吉尔酒庄

Day4：参观芭萝莎山谷的酒庄

Day5-6：菲尔半岛和袋鼠岛 或海鲜前哨之旅（阿德莱德—科芬

湾）

 详情请参考以下攻略

不止美食美酒！车轮上的南澳大利亚州，与你奔赴一
场多元化的旅行体验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100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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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乌鲁鲁 -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By 火火的尖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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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领地
Northern Territory (NT)

北领地是澳大利亚北方的自治领地，首府是达尔文市。红土、巨石、丛林峡谷、

原住民图腾……关于北领地的元素总能让冒险者热血沸腾。这里是澳大利亚大

陆上一个待解锁的宝藏，将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当地的文化遗产完好保存。澳大

利亚地理与精神的心脏乌鲁鲁巨石引人朝圣，呈现野性大陆地貌的卡卡杜国家

公园则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随处可以邂逅的原住民艺术令人着迷，而海港城

市达尔文散发的异国风情同样让游客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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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 Darwin

 市区漫步

  北领地博物馆和艺术馆 Museum ＆ Art Gallery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北领地一流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其中以原住民艺术品为一大亮点，

有来自提维群岛的雕刻、阿纳姆地的树皮画和沙漠的点画。除了

美术作品，这里还展出了北领地特有的动物标本，其中最有名的

要数一个叫甜心（Sweetheart）的长五米重780公斤的咸水鳄鱼，

其在达尔文附近的河域攻击了几艘捕鱼艇而声名大噪。博物馆和

艺术馆里还有一个航海展厅，展出了各种来自附近岛屿和印度尼

西亚奇特美妙的工艺品以及数艘造型独特的渔船。

网址：https://www.magnt.net.au/

  达尔文码头区 Wharf Precinct

达尔文码头区是达尔文港有名的新开发景点，集造波泳池、精

品餐馆、购物中心一体。如果想看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古老的

Strokes Hill 码头是下午散步的好地方，附近还有幸存者瞭望台，

沿路还能在二战遗留下来的储油地道参观历史古迹。在码头区的

尽头有一个古老的仓库，现在已被改造成美食中心，天气好的时

候可以在这里吃一个露天午餐，看看夕阳和即将出海的游船，享

受别样的惬意。

  鳄鱼湾公园 Crocosaurus Cove

图：鳄鱼湾  By 嗷呜

这个鳄鱼湾公园里可以看到北领地的象征——咸水鳄（又叫食人

鳄）。这种鳄鱼战斗力极强，可以将鲨鱼拖到陆地吃掉，在湿地

食物链中处于顶端。现在不用在野外，你也可以近距离接触这

种高危动物。其中一条咸水鳄还在电影《鳄鱼邓迪》里出演出

过。如果你还想要更刺激，可以随着透明的死亡之笼（Cage of 

Death）沉入养有咸水鳄的水池里，隔着玻璃看着咸水鳄对你张

开大嘴猛烈的扑抓撕咬，旁边还有摄影师记录下这惊心动魄的一

幕，整个过程持续 15 分钟，而且一天只开放 10 次。

网址：www.crocosauruscove.com  

 游山玩水

  李治菲特国家公园 Litchfield National Park

李治菲特国家公园位于达尔文南边，狂野而壮美的自然景观让

其成为达尔文周边游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游客可以

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磁性白蚁丘（Magnetic Termite 

Mounds）。光从外表看，很难想到这些和人差不多高的墓碑式

建筑竟然是白蚁的窝巢，其中有些复杂的红土丘巢穴还与大教堂

神似。游客可以在附近的木板步行道上仔细观察白蚁聪明的设计。

 图：李治菲特国家公园磁性白蚁穴

李治菲特国家公园内的一个个瀑布是景区的另一大亮点。佛罗伦

斯瀑布（Florence Falls）瀑流清澈，游人既可以在瀑布下感受

激流的“按摩”，又可以登上石阶，从顶端的水塘观看瀑布。汪

吉瀑布（Wangi Falls）是公园中最大的瀑布，飞流直下的水柱

落入雨林环绕的水潭，发出轰鸣的声响，哪怕只是驻足聆听也令

人震撼。除此之外，布里岩石水潭（Buley Rockhole）也十分

受游客欢迎，三梯级的天然水池环抱于热带雨林中，无论是岸边

露营还是水中畅游，都是梦幻般的体验。

网址：www.litchfieldnationalpark.com

红土荒原

 卡卡杜地区

  世界遗产 | 卡卡杜国家公园 Kakadu National Park

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大利亚最为知名的国家公园之一，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多姿多彩的地貌，栖息其

中的野生动物以及原住民遗留的岩石艺术，成为游人到达北领地

一访卡卡杜的原因。作为“原住民的故乡”，游览卡卡杜最大的

亮点之一便是造访这些岩间的原住民艺术。在乌比尔岩（Ubirr 

Rock）和诺尔朗吉岩（Nourlangie Rock）两处岩石景观中，

密集的岩画作品让人置身于史前画廊，这些作品最早可追溯至

五万多年前，仔细观察，游客可看到原住民曾经狩猎、庆典的生

活场景，还可以找到最为著名的创世彩虹蛇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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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岩画 By duoduod

卡卡杜湿地众多，泛舟黄水河（Yellow Water）或东短吻鳄河

（East Alligator River）体验也颇受游客欢迎，日落时分，划

行在静谧的河水中，四周草原、丛林高低分明的剪影构成了卡卡

杜经典的风景线，乘船时不时还可以看到河内鳄鱼和两岸野马、

水牛出没的身影。除此之外，落差 200 米的吉姆吉姆瀑布（Jim 

Jim Falls）景观同样震撼，值得游客一览。

网址：http://www.kakadu.com.au/ 

 凯瑟琳地区

  尼特米鲁克国家公园 Nitmiluk National Park

热衷户外体验的游客别错过凯瑟琳（Katherine）旁的尼特米鲁

克国家公园，不同于红土中心的荒漠景观，公园壮美的河流、瀑布、

峡谷峭壁及热带雨林无一不让游客眼前一亮。尼特米鲁克国家公

园最主要景观为尼特米鲁克峡谷（Nitmiluk Gorge），古老的凯

瑟琳河蜿蜒其中，搭一艘独木船在河上漂流，便可悠然地欣赏到

两岸层叠的岩壁，以及原住民留下的古老岩画。

图：尼特米鲁克峡谷 via 北领地旅游局

另一处标志景观乐琳 / 伊迪丝瀑布（Leliyn/ Edith Falls）位于

国家公园的西部，游客既可以在瀑布上游的水塘中畅快游泳，又

可以漫步在两岸的丛林中。希望俯瞰峡谷全景的游客，不妨前往

巴鲁埃里（Barrawei）环形大道及观景台，在绝壁上俯瞰凯瑟琳

河流；而更有挑战精神的游客则可以尝试全程 4~5 天的纪特布拉

路径（Jatbula Trail），与原住民扎瓦印人结伴穿越整个峡谷。

网址：www.nitmiluktours.com.au

 红土中心

  世界遗产 | 乌鲁鲁 -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Uluru-

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提起澳大利亚内陆，乌鲁鲁巨石是绝大多数游客首先想到的事物，

前往乌鲁鲁 -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朝圣巨石也成为北领地旅程的最

大亮点之一。这座矗立于澳洲红土中心的石块是世界上最大的单

体岩石，也是当地原住民创世神话中的圣地。不管在书本上见过

多少次，只有走近巨石，游客才能感受到乌鲁鲁山峰般的庞大和

震撼。

不妨花大概 20 分钟开车环绕岩石，或是徒步岩石脚下的步道，

近距离观察岩石的纹理。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以骑着骆驼行走红土

荒漠，甚至乘坐直升机俯视巨石全景。不要错过最为精彩的巨石

日出日落的景象——随着阳光的变化，乌鲁鲁会呈现出从棕色到

艳红的不同色彩，颇为神奇。除此之外，夜色降临，在荒漠的星

空下预定一场寂静之声晚宴（Sound of Silence）也是极为浪

漫的旅行体验。

图：卡塔丘塔

国家公园内另一处标志性景观是卡塔丘塔，距离乌鲁鲁巨石 40

分钟车程。卡塔丘塔由 30 多块岩石组成，不管远观还是近看都

更像一座山丘。在卡塔丘塔徒步可以欣赏到更为丰富的地形和植

被风貌。风之谷步道（Valley of the Winds Walk）全长步行大

约 4 个小时，游客将经过岩石所形成的“山谷”、河床及观景台。

同乌鲁鲁一样，这里也可以欣赏到日出日落的绚丽景观。

网址：https://parksaustralia.gov.au/uluru/

  爱丽丝泉小镇 Alice Springs

爱丽丝泉是绝大多数探索红土中心的游客们的大本营，倘若可以

多花一两天时间停留，这座伫立于沙漠中心的城镇绝不会让过客

失望。爱丽丝泉标志性的活动当属“内陆热气球日出之旅”，游

客将随着热气球缓缓上升，从空中一睹曙光中红土沙漠的壮丽色

彩。悠久的历史则让你在爱丽丝泉的大街小巷随时与原住民文化

邂逅，在每周日的街边集市（Sunday Market）淘几件喜爱的

原住民服饰、艺术品，或是去亚拉伦艺术中心（Araluen Arts 

Centre）参观更为详尽的原住民艺术展览及表演，都成为沙漠小

镇中让人难忘的跨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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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爱丽丝泉小镇 via 北领地旅游局

爱丽丝泉也是动物爱好者的天堂：不妨预定一场“ 日 落 之

旅 (Sunset Tour)”， 前 往 袋 鼠 保 护 站（The Kangaroo 

Sanctuary）与可爱的袋鼠宝宝亲密接触；或是在爱丽丝泉沙漠

公园（Alice Springs Desert Park）寻找澳洲最大的猛禽楔尾雕；

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去爱丽丝泉爬行动物中心（Alice Springs 

Reptile Centre）抱抱巨蟒，观看巨蜥。澳洲的狂野与自然，在

爱丽丝泉就可窥见一斑。

  帝 王 谷 和 瓦 塔 卡 国 家 公 园 Kings Canyon and 

Watarrka National Park

作为北领地红土中心的又一处标志性地貌，帝王谷（Kings 

Canyon）以深邃峡谷和丛林景观闻名。帝王谷位于瓦塔卡国家

公园（Watarrka National Park）内，赭红色岩石断开的峡谷

深达近三百米，谷底丛林植被茂密，不乏本土仅有的珍稀物种。

 图：帝王谷  By 响马

想要近距离欣赏峡谷风貌，可以从一条适合自己的步道开始：边

缘步道（Kings Canyon Rim Walk）全长 6 公里，将带领游客

一路攀爬至峡谷绝壁之上，峡谷风景可尽收眼底，全程大概 3 至

4 个小时；帝王溪步道（Kings Creek Walk）则长 2.6 公里，

将带着游客领略谷底的别有洞天，穿梭于巨大的蕨类、棕榈树间，

不时与野生小动物打个照面，1 小时的路程轻松而趣味十足。

年度盛事

8 月 | 达尔文节

为期 18 天的达尔文节将达尔文变成了文化、音乐、艺术、舞蹈

和地方风味的天堂。你可以享受怡人的天气及美食，在沸腾的城

市中四处观看不停上演的澳大利亚和海外演出节目。

网站：www.darwinfestival.org.au/

如何到达

 飞机 
在达尔文、爱丽斯泉、乌鲁鲁这三个地方设有机场，其中达尔文

的机场有国际航班，其余两个机场基本是澳大利亚境内的航班。

 火车

如果从澳大利亚内陆前往北领地，可以乘坐世界上最精彩的火车

旅程之一—“甘”号列车（The Ghan），全程 2797 公里，主

要往返于阿德莱德和达尔文之间，途中停靠在爱丽斯泉和凯瑟琳。

“甘”号列车详细班次请查询：www.gsr-china.com 

线路推荐

5 日 | 北领地精华自驾

Day1：达尔文市内 + 鳄鱼湾

Day2：卡卡杜国家公园或李治菲特国家公园

Day3：尼特米鲁克国家公园 + 滕南特克里克

Day4：帝王谷 + 爱丽丝泉

Day5：乌鲁鲁 -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详情请参考以下攻略 

澳洲心脏上的冒险 | 北领地自驾线路指南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130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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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赫特泻湖 By 吖梓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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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州
Western Australia (WA)

西澳大利亚州拥有多样化的气候、丰富悠久的历史和品种繁多的动植物。珀斯

（Perth） 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第四大的城市，在每年世界

宜居城市评选中都名列前茅。这里气候温和，别致的天鹅湖、撩动人心的粉红湖、

仿如月球表面的尖峰石阵、Tiffany 蓝的鲨鱼湾与白沙滩，都使珀斯成为非常受

欢迎的观光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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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 Perth

 天鹅河中段的市中心

美丽的天鹅河将珀斯一分为二，当年荷兰航海家首次踏上珀斯这

片神奇的土地时，就被河边独特而美丽的黑天鹅所吸引，因此将

这条河命名为天鹅河。你可以沿着河岸散步、骑车、慢跑，一边

欣赏秀美的城市风光，一边感受当地人的生活。

  国王公园 Kings Park 

国王公园是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也是珀斯市民喜爱的自

然休闲场所，这里有一条长二百多米的钢筋玻璃结构步道，蜿蜒

盘旋在高耸的树木中，可以让人们在树冠上步行。沿着公园的河

畔，一直往下游走，大约在 Matilda Bay 的位置，还可以看到黑

天鹅。

图：国王公园

  天鹅塔 Swan Bell Tower

天鹅钟塔位于天鹅河畔，是珀斯的地标性建筑，它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大的乐器之一。它收集了来自英国各地的 18 个大钟，在

特定的时间及节日会播放不同的钟声，除周三和周五外，每天

12:00-13:00 还会举行敲钟仪式。你还可以爬到天鹅塔顶，在这

里俯瞰整个珀斯城和天鹅河河道的景色。

网址：http://www.thebelltower.com.au/  

图：天鹅钟塔 By woon seewai

  珀斯铸币厂 The Perth Mint

珀斯铸币厂是世界上仍在其最初厂址运营的铸币厂之一，来这里

可以亲手触摸价值一百万澳元的纯金条，购买有特色的纪念币。

网址：www.perthmint.com/visit

  圣玛利亚教堂 St. Mary's Cathedral

圣玛利亚教堂是珀斯最大的教堂之一，从 1863 年开始建造，一

直到 2009 年才整修完成，所以它既有古老的哥特式建筑，也有

现代化的落地玻璃幕墙，是现代和传统的完美结合，很有特色。

  珀斯文化中心 Perth Cultural Centre

珀斯文化中心位于珀斯市东北部，包括国家剧院中心（State 

Theatre Centre）、西澳大利亚州国家图书馆（StateLibrary 

of Western Australian）、 西 澳 大 利 亚 博 物 馆（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Perth）、 西 澳 大 利 亚 美 术 馆（Art 

Gallery of Western Australia）、珀斯当代艺术中心（Pert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蓝厅剧院（Blue Room 

Theatre）等，可以说是珀斯的艺术汇集区，这里有上千件国际

藏品和顶级的本土艺术品。这里的各个场馆都是免费的（除了美

术馆中一些特别的展览活动），你可以在馆外欣赏独特的场馆建

筑，也可以进馆内感受珀斯的艺术和历史。

西澳大利亚美术馆 Art Galler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美术馆是珀斯文化中心的一部分，约有一万五千多件

藏品，其收藏包罗万象，从澳大利亚本土画家的创作至世界各国

收藏而来的画、雕像、手工艺品甚至到装饰艺术品都有。美术馆

的亮点是原住民艺术品，包括西澳著名的原住民画家莎莉摩根

（Sally Morgan）的作品，这里的咖啡店和礼品店也值得光顾。

网址：http://www.artgallery.wa.gov.au/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是通向这个州自然文化遗产的门户。博物馆有

精彩的“土地和人民”展，展示原住民的古代史和近代史，还有

恐龙图片展、陨石展和动物标本展。在博物馆的庭院中有少见的

“Megamouth”鲨鱼标本供人观赏。

博物馆建筑还包括了珀斯的老监狱遗址，这座建筑修建于 1856

年，沿用到 1888 年，曾是执行绞刑的地方。

网址：http://museum.w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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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西澳大利亚博物馆 By Joshua_Tong

  珀斯动物园 Perth Zoo

珀斯动物园地处珀斯市中心河畔，有各种妙趣横生的展馆，包括

夜间动物展馆、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园、袋食蚁兽展厅和爬行动物

展览室等。“森林区”内有袋鼠和塔斯马尼亚魔鬼的袋獾，值得

一看。

网址：http://perthzoo.wa.gov.au/  

 入海口费里曼特尔 Fremantle

弗里曼特尔港口是珀斯的发源地，位于珀斯市中心以南 20 公里

处，至今还保留着一些 19 世纪的建筑。相比珀斯市中心，弗里

曼特尔是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小镇的街道上有很多散发文艺气

息的小店、艺术品店、独立设计师的服装店和书店等等，还有随

处可见的街头艺人和充满艺术感的墙上浮雕，喜欢逛街的旅行者，

在这里走一天都不会嫌多。

  弗里曼特尔市场 Fremantle Markets

小镇上最不容错过的是弗里曼特尔集市，周末开放，就位于主街

Market St 上，集市内有 150 家商铺，出售特色食物、衣服，

首饰和纪念品等，门口经常有一些街头艺人进行即兴表演，所以

弗里曼特尔集市是本地周末最热闹的地方，也是游客融入当地生

活最好的选择。

网址：http://fremantlemarkets.com.au/  

  世界遗产 | 弗里曼特尔监狱 Freemantle Prison

据说城市里的大部分早期建筑都是由关押在这里的罪犯劳工建

造，就连监狱本身也是。监狱在 1855 年到 1991 年间投入使用，

关押过许多罪犯，如著名的逃亡艺术家穆恩戴恩·乔（Moondyne 

Joe）、穿狱警制服成功逃脱的银行抢劫犯布伦登·阿博特

（Brenden Abbott）、在西澳绞死的最后一人埃里克·埃德加·库

克（Eric Edgar Cooke）。现在，你只有参加团队游才能参观

监狱内部，每半小时一批。不过监狱的门房和展览厅可以随意进

入。

网址：http://www.fremantleprison.com.au/  

图：弗里曼特尔监狱

 海边逐浪

  城市海滩 City Beach

在珀斯的城市海滩有宽广而美丽的白色沙滩，是当地人和游客都

非常喜欢的景点之一，也有不少的冲浪爱好者在这里迎波出海，

恣意的感受大海带来的乐趣。

  巴瑟尔顿海中栈桥 Busselton Jetty

延伸到海里的巴瑟尔顿海中栈桥位于珀斯南部，有两公里长，你

可以去上面散步看海，也可以乘坐小火车游览栈桥。

 美酒庄园

  天鹅谷 The Swan Valley

天鹅谷位于珀斯的东北部，是西澳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这

里有 40 多家家族经营的小型酒庄，最初由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移

民于 20 世纪 20 年代建立，还有很多国际品牌酒庄，拥有大面

积的葡萄园和设施先进的酒窖。

现在，你可以在天鹅谷尽情享受美好的生活：在酒庄边进餐享用

美食，边品味获奖的葡萄酒。除了让你开怀畅饮，天鹅谷还有广

阔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无边无际的乡村田野和国家公园供你悠然

打发时间，徒步、骑车和策马奔腾都是很好的休闲方式。这里还

有艺术长廊，可以观看当地艺术，购买精美的纪念品。

网址：http://www.swanvalley.com.au/ 



马蜂窝旅游攻略 53

西澳秘境

 自然奇观

  尖峰石阵 Pinnacles

尖峰石阵位于西澳首府城市佩斯以北 245 公里处的南博格国家

公园 (Nambung National Park) 内，公园内的奇形怪状的石柱

遍布在沙漠中形成独特的奇观，在平坦的沙丘中，四处矗立着石

灰岩尖塔式的石笋，最高的有 1.5 英尺，小的只有手指头那样大，

犹如古战场的布阵，被誉为“尖峰石阵”。

网址：http://parks.dpaw.wa.gov.au/

图：尖峰石阵

  波浪岩 Wave Rock

波浪岩位于珀斯市外东南角，这里的岩石经过大自然 27 亿年的

洗刷，雕琢成高达 15 米的波浪形态，大部分身临其境的朋友，

无不被这里的景观所震撼。一定要记得找个缓坡爬上岩顶，上面

的视野会更好，也更适合拍照。波浪岩附近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

原住民文化区洞穴（Mulka′s Cave），你可以在洞穴中看到许

多古代的手印绘画。

网址：http://waverock.com.au/ 

图：波浪岩 By Length

  卡尔巴里国家公园 Kalbarri National Park 

雄伟壮观的卡尔巴里国家公园是西澳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在这

里，你可以在丛林中漫步、在峡谷里远足或划独木舟，置身其中

仿佛穿梭回到远古时代。卡尔巴里国家公园极大，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海岸峭壁部分，二是内陆峡谷部分。海岸峭壁部分的主要景

点是自然桥（Natural Bridge）和城堡湾（Castle Cove），也

是观看日落的好地方，在云少的晴天可以拍到很美的日落相片。

内陆峡谷部分主要景点是 Z-Bend、世界自然之窗（Nature’s 

Window），被陡峭的崖壁所环绕，进入这片拥有 4 亿年历史的

土地，可看到绝美的 Z-Bend 峡谷。

网址：https://www.kalbarri.org.au/

图：卡尔巴里国家公园

  粉红湖

澳大利亚一共有三处粉红湖：赫特潟湖（Hutt Lagoon） 、

Lake Hillier 和 Pink Lake。赫特潟湖位于西澳北部的杰拉尔

顿（Geraldton），是最容易到达的粉红湖泊，你可以自驾或

乘坐直升机前来观赏。因为季节性的原因，澳大利亚夏天时会

变成一片白色的盐田。Lake Hillier 位于西澳南部埃斯佩兰斯

（Esperance）海岸外的中央岛（Middle Island），想要一睹

全貌只能乘坐直升飞机，加上一直未解的湖水呈现粉色的原因，

让她很是神秘。Pink Lake 同样位于埃斯佩兰斯，距离小镇以

西约 3 公里处，因为湖水只有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才呈现粉色，

所以需要足够的好运气才能看到。

 赫特潟湖的成因

赫特潟湖的成因缘于湖中的嗜盐藻类在繁殖过程中产生大量的

β- 胡萝卜素，让湖水泛着一层淡淡的粉红色。β- 胡萝卜素

也使湖水的盐性增大，所以赫特潟湖比一般的湖泊还要咸。雨

季时湖水盐度会下降，旱季时盐度则飙升，这都会影响嗜盐藻

类的繁盛程度，于是湖水的颜色就随着盐度的变化而改变。每

年的 1-2 月，正处于南半球炎热的夏天，湖水会被大量蒸发，

赫特潟湖甚至会变成一片白色的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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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ake Hillier

  世界遗产 | 波奴鲁鲁国家公园 Purnululu National Park

波 奴 鲁 鲁 国 家 公 园 属 西 澳 大 利 亚 的 东 金 伯 利（Est 

Kimberley），距离首府珀斯有 2054 公里，地图上看位置在澳

大利亚的正北方。“波奴鲁鲁”（Purnululu）来自澳大利亚原

住民语，意谓著“砂石”。 波奴鲁鲁国家公园以班古鲁班古山脉

（Bungle Bungles）的独特地形闻名，园内可见此山脉的褐黑

色夹杂砂岩，经两千多万年的侵蚀后所留下的圆椎尖顶群，也因

此独特地形在 2003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的自然遗产名录。

网址：https://parks.dpaw.wa.gov.au/park/purnululu

图：波奴鲁鲁国家公园

  世界遗产 | 鲨鱼湾 Shark Bay

鲨鱼湾距首府珀斯北部 800 多公里，是澳大利亚的最西点，拥

有超过 1500 公里到海岸线、蓝绿色的潟湖、隐蔽的海滩、洁

白的沙滩和无数的岛屿。海草丰茂的海底和避风港成了儒艮、海

龟、座头鲸、鲨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绝佳乐园。鲨鱼湾还拥有由

无数贝壳堆积起来的贝壳沙滩（Shell Beach），世界上著名叠

层石群——形成于 35 亿年前的哈麦林潭（Hamelin Pool），有

迷人色彩的泄湖群的弗朗索瓦佩伦国家公园（Francois Peron 

National Park）等自然美景。

网址：https://www.sharkbay.org/

图：贝壳海滩 By 上哪儿哪儿下雨

图：哈麦林潭 By 上哪儿哪儿下雨

  世界遗产 | 宁格鲁海岸 Ningaloo Coast

宁格鲁海岸往南距离首府珀斯约 1200 公里，这里有世界上最长

的岸礁，还拥有 200 种硬珊瑚、50 种软珊瑚以及 500 多种鱼

类。你可以在班德吉本比斯（Bundegi Bombies）珊瑚礁保护

区浮潜，置身于色彩明艳的鱼群之中；在埃克斯茅斯湾（Exmouth 

Gulf）入口处近距离观察如科幻小说里所描述那样的海绵、海扇

和柳珊瑚；在灯塔湾（Lighthouse Bay）游入海龟、蝠鲼、海豚、

儒艮、蝙蝠鱼、天使鱼和小丑鱼以及许多其他海洋生物之间；在

莫里恩岛（Murion Islands）尝试一流的礁石潜水，探索华丽的

水下世界。

网址：http://www.visitningaloo.com.au/

图：宁格鲁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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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净海岛

  罗特尼斯岛 Rottnest Island

罗特尼斯岛是距离珀斯约 1.5 小时航程的小岛，周围环绕着海滩和

海湾，是一个度假天堂，浮潜、潜水、钓鱼、冲浪、骑行等活动吸

引人们来此。岛上的“原住民”短尾矮袋鼠（Quokka）非常可爱，

从 2015 年起，与短尾矮袋鼠自拍的照片几乎一夜之间红遍了全世

界的社交网络，无数人被这群嘴角挂着甜美笑容的小萌物瞬间圈粉。

骑行在路上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些小动物，别忘了抓住机会与完全不

怕生的它们来个甜蜜自拍。

网址：http://www.rottnestisland.com/  

  

图：与萌萌的短尾矮袋鼠自拍

  肖 尔 沃 特 群 岛 海 洋 公 园 Shoalwater Islands 

Marine Park

肖尔沃特群岛海洋公园里的原始岛屿和珊瑚礁为游客提供了难得

的与海洋生物接触的机会，在这里可以观赏各色海洋动物，从企

鹅、海豚到潜水沉船和浮潜步道。公园主要包括海豹岛（Seal 

Island）和企鹅岛（Penguin Island）。锡尔岛是澳大利亚海狮

保护区，禁止公众入内，只可从附近水域观看海狮。彭古因岛则

栖息着大约 1200 只可爱娇小的企鹅，欢迎你的到访。

网址：http://parks.dpaw.wa.gov.au/park/shoalwater-islands  

年度盛事

9 月 | 珀斯皇家秀 Perth Royal Show

当地大型农展会和狂欢活动，有机动游戏、抽奖活动、动物表演、

美食摊位和绚烂的烟花秀。

人气购物地

 珀斯 | Raine 广场购物中心

Raine 广场购物中心位于珀斯市中心，拥有众多时尚店铺和美食

餐厅，还有大型超市和游戏中心，是你在当地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网址：http://www.rainesquare.com.au/  

 珀斯 | 伦敦街 London Court

伦敦街建于 1937 年，街道两旁的民宅和商店都是仿照 19 世纪

英国的建筑图案修建而成，充满着浓厚的英国特色。如今，这里

是珀斯知名的商业街，各种店铺装修时尚，店内商品琳琅满目，

是购物观光的好地方。

网址：http://www.londoncourt.com.au/ 

如何达到

 飞机 

珀斯机场 Pe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网址：http://www.perthairport.com.au/index.aspx

 火车

珀斯火车站

网址：http://www.transperth.wa.gov.au 

线路推荐

5 日 | 珀斯及周边精华行程

Day1：珀斯市区

Day2：入海口弗里曼特尔 + 珀斯动物园

Day3：以尖峰石或波浪岩沿线一日游

Day4：天鹅谷或海中栈桥沿线一日游

Day5：赫特泻湖

 详情请参考以下攻略 

珀斯，玩转西澳大利亚就从这座“孤独的城市”出发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iyouxing/13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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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乌鲁鲁举杯 By 火火的尖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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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美食清单
澳大利亚是大洋中间的国家，这里的人气美食当属海鲜。澳大利亚的海产品新鲜肥美、

种类繁多，作为澳大利亚龙虾和皇帝蟹的出产国，这些高级食材在澳大利亚的价格会

稍微亲民一些，在悉尼，鱼市场是品尝海鲜的最佳去处之一；如果来到塔斯马尼亚，

也一定要尝试当地有名的生蚝。

除了海鲜，澳大利亚还有世界上优质的牛排和本国酒庄出产的优质葡萄酒，牛排配美

酒也是澳大利亚绝佳的美食体验；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游客，可以品尝澳大利亚的袋

鼠肉，这是只有在澳大利亚才能吃到的美食；如果想体验澳大利亚的饮食文化，那么

就像本地人一样，去尝试一次澳式 Brunch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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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

作为四面环海的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可以说是海鲜遍地。不管

是鱼市场中的新鲜生蚝、鲍鱼、三文鱼，还是高级餐厅中的澳大

利亚龙虾、皇帝蟹，又或者是在北领地用鱼叉捕获的澳大利亚肺

鱼，都是澳大利亚海鲜的代表。

澳大利亚纯净、无污染的海水培育出的海鲜产品自然品质很高，

大部分贝类、虾类都可以直接生食。因为澳大利亚的海鲜过于丰

富，这几乎成了所有澳大利亚餐厅的主打，很多餐厅都会在门口

的张贴出“catch of the day”（今日之鱼），为客人提供当天

捕捞的新鲜海鲜。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喜爱海鲜者的天堂。

图：悉尼鱼市场的海鲜拼盘 By 嘟小弱

 牛排

澳大利亚的牛排品质很好，这一点在全世界是公认的。前不久，

在英国举行的首届世界牛排挑战赛中，澳大利亚牛排就赢得了“世

界最佳品质牛排”的称号。如果来到澳大利亚旅行，不品尝正宗

的澳大利亚牛排，可以说是一大遗憾。

澳大利亚的优质牛肉在中国算是奢侈品，在这里却是随处可见的

美食，大大小小的牛排店遍布全国各地，纯炭火烤制的鲜美牛排

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

 袋鼠肉

袋鼠肉是澳大利亚最具特色的肉类食物，澳大利亚人食用袋鼠的

历史也相当悠久，可以追溯到万年之前的原住民。因为袋鼠缺乏

天敌，繁殖能力又强，所以澳大利亚政府极力推广袋鼠肉的食用，

在澳大利亚的各大超市和便利店都买得到袋鼠肉。

澳大利亚人对袋鼠肉的烹饪已然做到极致，意式烤肉、墨西哥式

辣袋鼠肉、泰式沙拉、袋鼠肉炒饭、烤肉排……都是袋鼠肉的做法，

也都可以在当地的餐馆中品尝到。

图：袋鼠肉沙拉

 炸鱼薯条

作为英联邦国家与英国的前殖民地，澳大利亚与英国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这一点也体现在澳大利亚的饮食上。炸鱼薯条这个英

国出名的美食在澳大利亚同样受欢迎。

相比英式炸鱼薯条，澳大利亚的炸鱼要更加美味，因为这里的炸

鱼薯条店都选用个大、味美的新西兰长尾鳕鱼作为原材料。不同

于英国人将盐和麦醋作为辅料，澳大利亚人喜欢在薯条上加番茄

酱，在鱼片上浇柠檬汁。炸鱼薯条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本地人最喜

爱的速食之一。

图：炸鱼薯条 By 嘟小弱

图：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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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点

澳大利亚的奶制品很有名，当地人也将这些奶制品很好地运用在

了甜品中。澳大利亚出名的甜品种类很多，无论是台式甜品还是

法国马卡龙，又或者是传统手工冰淇淋，在澳大利亚都可以品尝

得到。

在澳大利亚的城市街头有很多甜品店连锁，有些店门口会大排长

龙，这时不妨加入其中，体验本地人喜爱的甜品。澳大利亚的早

午餐算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营早午餐的餐厅一般都会提供美味的

甜点，这是品尝澳大利亚甜点的另一个好去处。

 葡萄酒

在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品质深获好评。新南威

尔斯州的猎人谷和南澳大利亚州的芭萝莎山谷等地都是有名的产

地，在一般的餐厅就可以喝到正宗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价钱也不

贵。

南部澳大利亚是产酒圣地，这里有很多出名的酒庄，这些酒庄也

都开放供游人参观。在参观酒庄的同时，了解酿酒知识，品尝香

醇的美酒，体验美丽的田园风光，是非常有特色的澳大利亚旅行

体验。

图：悉尼岩石区的网红店 Pancakes  By 嘟小弱

图：澳大利亚的白葡萄酒

 更多澳大利亚旅行信息

可在马蜂窝 APP 内阅读

《澳大利亚》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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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墨尔本皇家拱廊 By in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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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购物清单
澳大利亚旅行中值得购买的商品极具地方特色。作为世界上畜牧业最发达的国

家之一，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极好的口碑，不管是羊

毛围巾、UGG 还是绵羊油，都是澳大利亚旅游值得购买的商品。此外，产自澳

大利亚的奶制品、葡萄酒、保健品和化妆品也是很受游客欢迎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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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好味

 零食

 奶粉

优质的草场、无污染的环境使澳大利亚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首屈一

指的奶源国。其中澳大利亚的奶粉更是畅销世界，尤其在国内备

受追捧。知名度较高的本土品牌可瑞康（Karicare）、贝拉米

（Bellamy’s）奶粉和金装 Aptamil 等在各大连锁超市都可以买

到。

图：澳大利亚超市中的奶粉

 葡萄酒

澳大利亚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日照充足，加上先进的酿酒技术使

得这里成为了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国

之一。比较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主要在南澳、东南澳以及西澳天鹅

谷一带，可以去那里的酒庄品尝后购买。推荐的品种有霞多丽、

气泡葡萄酒和黑皮诺、思美戎、雷司令。

澳大利亚好物

 羊毛制品

 澳大利亚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之称，这里养羊的历史悠久，

羊毛工业也领先于世界。所以羊毛制品成为了澳大利亚旅行最佳

的购物选择，羊毛靴、羊毛被、羊毛围巾、绵羊油都是其中备受

欢迎的产品。

图：各种款式的 UGG

羊毛雪地靴

UGG 在澳大利亚并非一个品牌，而是泛指羊毛雪地靴。产自澳

大利亚的 UGG 使用羊皮毛一体材料制作，穿着起来十分舒适，

不仅可以抵御冬日严寒，天气温暖的季节也可以穿。澳大利亚拥

有很多 UGG 本土品牌，所以这里 UGG 专卖店中的款式很丰富，

价格也有优势。在澳大利亚，UGG 不仅是女士专属，也有很多

专为男士设计的 UGG 款式。

绵羊油

很多游客对绵羊油有所误解，认为它是绵羊的脂肪，实际上绵羊

油也是一种羊毛制品，它是天然羊毛中精炼出的羊毛脂。绵羊油

产品中多含有胶原蛋白、维生素 E、芦荟等成分，作为护手霜和

护足霜有保湿、滋养的功效。绵羊油价格不贵，体积也不大，是

旅行中伴手礼的好选择。

澳大利亚的绵羊油品牌很多，建议在大型超市购买。

 请注意奶粉限购

因为代购行为猖獗，所以澳大利亚很多超市有对奶粉进行限购

的措施，一些超市会限制每位顾客只能购买不超过 3 罐奶粉。 

此外，中国政府也规定购买两罐以上的奶粉需要在机场报税。

 UGG 品牌须知

众所周知的品牌 UGG Australia 并非澳大利亚品牌，而是

美国品牌，其产品的生产地也不在澳大利亚，而在中国。

澳大利亚本土有很多本地的 UGG 品牌，比如产自墨尔本的

SUTTONS UGG 和 JUMBO UGG。

TimTam 巧克力饼干

是澳大利亚的国民零

食、香浓的巧克力配

上不同口味的夹心，

味 道 好 的 没 话 说。

Red rocks 薯 片 是

明星都爱的低脂薯片，价格要稍稍比普通的薯片贵一点，不过它

不含任何人工色素及调味料，而且还常有限量口味出售。Grain 

waves 薯片含有多种谷物，无论是薯片还是玉米片都很好吃。 

此外，澳大利亚网红椰子卷酥酥脆脆，澳大利亚的麦丽素奶味很

浓，Loacker 巧克力饼干又薄又脆，巧克力味十分浓厚，都是

不错的伴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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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围巾／披肩

在澳大利亚购买羊毛围巾和披肩是不错的选择。澳大利亚出产的

羊毛围巾、披肩多采用美利奴羊毛制作，既保暖又舒适，再加上

澳大利亚本土出色的设计水平，这些围巾也不失时尚感，这让澳

大利亚的羊毛围巾和披肩成为了澳大利亚购物中的翘楚。

羊毛被

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被柔软、保暖、质量很好，是中国游客喜爱

的旅行购物产品之一。其中驼羊绒被、驼羊毛毯和美利奴羊毛被

都是只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才能买到的地道特产。

 保健品

产自澳大利亚的保健品一直是中国游客旅行中最爱购买的商品之

一。其中，澳大利亚的深海鱼油、葡萄籽、维生素、蜂王浆、蜂胶、

羊胎素、袋鼠精等都以其高品质在游客中拥有很好的口碑。因为

价格适中、方便携带、购买方便，不管是自己使用还是送给亲朋

好友，澳大利亚的保健品都是旅行中绝佳的购物选择。因为澳大

利亚保健品的品牌众多，其中也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所以最好

购买知名度较高和在当地比较受认可的品牌，比如 Swisse、

Blackmores、Bio-e、Melrose 等品牌。

 

 护肤品

化妆品也是澳大利亚旅游值得购买的商品。澳大利亚的化妆品牌

主打植物提取，很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化妆品品牌在国内的知名度

和认可度都很高，比如茱莉蔻（Jurlique）和伊索（Aesop）。

考虑到本土品牌的价格优势，在澳大利亚旅行，可以考虑购买这

些澳大利亚本土的化妆品牌。

 澳宝

澳宝也被称为“蛋白石”，形成于数千万年前。据说每五百万年

才能长个一厘米左右，外观光润灿烂，具有星光效应和变彩效应，

也正因为此，每颗澳宝都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有 96% 的澳宝

产自于澳大利亚。1993 年，澳大利亚政府将澳宝定为“国石”。

澳宝分黑澳宝、白澳宝、红澳宝、绿澳宝等，其中等级最高的黑

澳宝，主产区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价格根据克拉数成色

不定，便宜的在 30-40 澳元左右，贵的上不封顶。

 手工艺品

澳大利亚人心灵手巧，出产许多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其中较受

欢迎的有树雕、图腾摆设、树皮画、回力刀等等。这些工艺品既

融合了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又采用了现代制作工艺，是送给亲朋

好友的手信好选择。

退税指南

当你在澳大利亚境内同一家店内消费累计达到 300 澳币就可以

办理 TRS（Tourist Refund Scheme）游客退税。因此在购物

时， 可以和商家说明是要退税的，请他们按照 TRS 的要求开具

退税发票，并且请让商家在发票上写清你的住址姓名等。

在澳大利亚退税有 2 点非常重要，必须要注意：

1. 离境前 60 天以前获得的发票是不能办理退税的；

2. 如果发票面额超过 1000 澳元，需要提供给商家你的姓名和家

庭住址。

一般在热门目的地的机场 TRS 退税柜台有以下两条通道

1. 手动退税通道 - 排队的人较多，因为需要从头检查所有的个人

信息，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

2. QR 码快速通道 - 排队的人也不少，因为事先把全部信息录

入提交，因此相对会花比较少的时间。可以事先从手机的 APP 

Store 搜索并下载 TRS 的 APP，然后录入个人信息生成 QR 码，

以截图方式保存在手机。在机场出示给柜台人员后再次出示护照

和登机牌，购物收据和所购商品后就可以完成退税。

 认准袋鼠标志

在购买澳大利亚商品时，首先要认准澳

大利亚制造标志，也叫袋鼠标志，以免

买到进口商品。标志造型为左图所示，

绿色三角配以黄色袋鼠形象。

 更多澳大利亚购物信息

可在马蜂窝 APP 内阅读

《澳大利亚购物》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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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洋路自驾 By eks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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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自驾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公路平坦、往来车辆不多，加之租车费

用不高，沿途又可以欣赏到绝美的风景，所以自驾是澳大利

亚非常受欢迎的旅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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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须知
行前准备

在澳大利亚自驾需要的材料非常简单，只需要驾照原件、驾照英

文翻译公证和一张信用卡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驾照翻译公证件仅在澳大利亚境内翻译有效，

驾照翻译件可在大多数华人旅行社或移民中介公司办理。

* 驾驶者年龄在 21 -70 岁，持驾照至少满一年即可租车，但年

龄不满 25 岁（21-24 岁）的驾驶者需额外支付年轻驾驶员费用。

租车

租车公司

澳大利亚的租车行业很发达，世界上比较大型的租车公司在澳

大利亚都有广泛的网点。无论身处任何大城市都可以找到各大

租车公司的门店。游客在租车时，可优先选择 Avis、Budget、

Europcar、Hertz 这些国际大型租车公司。

Hertz（赫兹）

美国租车公司 Hertz 在澳大利亚有着极其广泛的网点分布，甚至

在中部、西部一些小城镇也能找到 Hertz 的门店，如果游客的租

车 / 还车地在比较小众的目的地，可以考虑 Hertz 公司。

网址 : https://www.hertz.com.au

Avis（安飞仕）

安飞仕租车的中低端车型比较多，租车的性价比比较高。

网址 : https://www.avis.com.au

Eurocar

来自欧洲的租车公司，在澳大利亚各大主要城市市区及机场设有

营业门店。

网址 : https://www.europcar.com.au/ 

取车与还车

选择自驾的游客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城市的机场取车，也可以在市

中心取车，但需要掌握一个原则：机场取车比市区价格高一些，

小城市取车比大城市价格高一些，所以到达城市市中心再租车是

比较经济的。

取车时要先做好检查工作，首先应该检查车辆有无除租车合同中

标注的问题之外的损伤，如果发现应要求加入合同中。其次应该

检查油量是否加满。最后，检查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说明书等物

品是否齐全。游客们需要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租车时租用 GPS

是需要额外付费的。最后，在取车前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酌情购买基本保险或者全险。

与取车一样，机场还车需要支付额外的服务费，且异地还车的费

用较高，游客们可以在计划自驾线路时把租车的起点作为终点，

这样是比较经济的做法。还车前应先将油箱加满，并且把车体明

显的污渍清除。

驾驶路上
在澳大利亚自驾，最需要牢牢记住的一点是：左侧行驶，这一点

与国内完全不同，自驾的游客一定要时刻注意。

靠左行驶

因为澳大利亚是靠左侧行车，和国内不同，上路时可能需要慢慢

适应。建议先了解一下澳大利亚的交规和指示牌，刚取完车上路

时最好找车流少的路段练习一下再去繁华路段或高速公路驾驶。

安全带

在行程中，驾驶者、副驾驶和车内所有乘客都必须全程系好安全

带。不系安全带属于违法行为，罚款金额通常为 200 澳币。18

岁以下的乘客没有系安全带时，如被查到司机会被罚款。

儿童座椅

7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使用专用儿童安全座椅，且座椅尺寸需适合

儿童的体型和体重。如果没有携带，可在预订车辆时添加此产品，

也可在租车门店现场租借，但是需要视门店可供情况而定，建议

最好提前预订。

让行

在澳大利亚自驾，一定要注意澳大利亚交通规则中的让行原则：

支路让主路，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环岛让右边的车。如果

没有办法记清楚也没有关系，因为需要让行的路口一般都会有

“Give Way”（如图）或者“Stop”的标识，看到标志后慢行

或停车观察路况再通行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路口出现“Stop”

的标识，一定要停车三秒以上再通行，否则就违反了澳大利亚的

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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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

澳大利亚的城市限速 50 公里，乡村公路限速为 100-110 公里，

学校区域限速 25-40 公里，高速公路限速 100-110 公里，超速

罚款视情节严重程度而定。澳大利亚公路限速标志很明显，并且

在经过测速装置前都有会有标识的提醒，所以只要注意观察路标，

一般不会出现意外超速而被罚款的情况。

环岛

澳大利亚的路口环岛较多，和中国相反，是顺时针绕行，记住要

让环岛内的车先行。环岛内的车辆不会主动让环岛外的车，所以

驾车进环岛时，一定要仔细留意右侧是否有来车。

行车礼让

从支路进入主路，有 Give Way 的标志，需要减速让主路的车先

行。有时主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较快，一定要礼让，这一点在澳

大利亚自驾非常重要。

注意动物

澳大利亚野外野生动物很多，驾驶时要随时留意，谨慎驾驶。请

注意：在日落与日出之间，非城区道路如果不小心撞到动物造成

的车辆损坏，租车保险不提供理赔。

加油

在加油之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所要加油的种类是汽油还是柴油，

一般柴油的加油桩会有醒目的“Diesel”字样。

澳大利亚的加油站多为自助式加油站，自驾者可以通过刷信用卡

直接进行加油，也可以记住自己加油桩的编号，加完油后进入加

油站小店付款。

图 : 有趣的澳大利亚路牌

高速公路收费

澳大利亚的公路多数是免费，少部分需要付费。在 GPS 导航里

可以设置选择避开收费路段。进入收费路段前，路边会有“TOLL 

ROAD”的提示。收费路段是电子计费，如果行驶了收费路段，

一般租车公司会在租车人预授权的信用卡上扣费。

停车

澳大利亚付费停车场与中国相似，都是进门拿卡计时，按时间收

费。路边停车的方式则有所区别。在路边停车前，一定要先弄清

楚各种标识的意义，如果路边标识写着 1P、2P 就意味着可以停

车 1 小时或者 2 小时。如果标识旁边没有售票机器，则可以免费

停车；如果有售票机器，必须投币买票后方可停车。购票后可以

将小票放置在前挡风玻璃下以备检查。

图 : 澳大利亚各种停车标识

道路安全

澳大利亚紧急求助电话：000

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与租车公司当地客服团队沟通， 以

便准确无误地解决道路问题。

 更多好玩的自驾路线

可在马蜂窝 APP 内阅读

《澳大利亚自驾》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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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澳大利亚的星空 By JOJO 带你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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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与出入境
签证
签证种类

赴澳大利亚旅行的游客可以申请澳大利亚访客签证（600 类别）。

600 类别签证允许申请人赴澳旅游或从事商务访客活动。

有效期与停留期

游客可以申请有效期为一年、三年或十年的多次往返访客签证，

每次停留一般为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

签证费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澳大利亚访客签证（600 类别）中，

旅游 / 商务访问的签证申请费是 140 澳元 ( 约 730 元人民币）；

十年签的签证费是 1045 澳元（约 5400 元人民币）。

当在中国的澳大利亚签证中心（AVAC）递交纸质申请时，申请

人除了支付签证申请费，还需支付服务费或回邮快递费（如需要），

费用详情请点击以下网址：

https://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23.html

出签时间

出签时间会因申请量的变化、季节性高峰、等因素受到影响。可

以在以下网站查询当前全球签证评审时间：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

visa-processing-times/global-visa-processing-times 

是否需要面试

不需要面试

办理流程

准备签证申请材料

可访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网站，了解访客签证（600 类别）材

料清单：

https://china.embassy.gov.au/files/bjng/Checklist%20

-%20600%20Tourist%20-%20China%20June%20

2018%20-%20CN%20revised.pdf 

提交材料

签证材料准备完成后，申请者有四种方式递交材料：

1、在线申请（推荐）

申请者可以通过移民局或是移民局合作伙伴——VFS Global 进

行在线申请。

- 通过 ImmiAccount（澳大利亚移民局）在线申请

在线申请网址： http://www.homeaffairs.gov.au/Trav/Visa/

Immi

全程线上英文填表，上传相关资料，无需邮寄或递送任何纸质材

料（包括护照原件），所有资料和文件均要以英文命名。除签证

费外，不需要支付额外费用。

- 通过澳大利亚移民局合作伙伴——VFS Global 在线申请

在线申请网址：http://www.vfsglobal.cn/australia/china/ 

全程线上中文填表，上传相关资料，也无需邮寄或递送任何纸质

材料（包括护照原件）。因需要网站翻译成英文提交给移民局，

所以这种方式需要另外加收 220 元人民币 / 人的服务费。

2、本人递交

即本人将准备好的材料递交至所在领区澳大利亚签证中心。可以

用现金支付相关费。

3、邮寄申请

即将准备好的材料通过邮寄的方式递交至所在领区澳大利亚签证

中心。可以通过中国的任何银行发放的借记卡转帐到澳大利亚签

证中心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相关帐户。

- 若递交纸质申请，申请人除了需要支付签证费以外，还需要支

付 AVAC 服务费，以及回邮快递费（视情况而定）。

- 了解更多关于签证申请费：

https://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23.html 

4、通过经认可的旅行社递交申请

通过澳大利亚旅游局优选合作伙伴旅行社 / 代办机构办理，可更

加便捷地办理签证。

签证结果

在填写申请表格时，记得要留下你的电子邮箱信息，这样一旦申

请结果得到确认，就能及时得到邮件通知。

澳大利亚移民部公布了电子签证进程查询：

https://www.ecom.immi.gov.au/inquiry/query/query.

do?action=e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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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中心

澳大利亚在中国设有 4 个签证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可拨打统一电话联系签证中心。

咨询电话： 020 - 29106150

提交申请时间：7:30 至 15:00（周一至周五）

电话咨询时间：8:00 至 17:00（周一至周五）

北京签证中心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东方银座写字楼 21

层 D-I 室。

邮编：100027

上海签证中心

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13 号久事商务大厦 2 层。

邮编：200002

广州签证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3号，汇美大厦29楼2单元。

邮编：510623

成都签证中心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11 号附 15 号 2 楼 2-2 室。

邮编：610041

填写入境卡

当飞机快要到达目的地时，飞机上的航空小姐会发给你一张中文

或英文的入境卡，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一种来填写，但填写内容

均要求用英文书写。里面包括了一些需要填写的个人信息，如姓

名，护照号码，航班号码，澳大利亚的住址和一些简单的问题（都

要求用英文填写）。反面有三个栏目，你只要选择填写一个就可以。

如果你是新移民到澳大利亚就填写 A 栏，如果你是短期旅游参观

或学习就填写 B 栏，如果你是澳大利亚居民返回澳大利亚就填写

C 栏。关于申报信息如实填写即可。

澳大利亚入境卡正面

澳大利亚入境卡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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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tra、Optus 和 Vodafone 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机

场都设有营业网点，有需求的游客可以直接选择在机场办理电话

卡。具体套餐选择可以在营业网点现场咨询，或提前访问运营商

官网查询。

Telstra 官网电话卡页面：

https://www.telstra.com.au/mobile-phones/prepaid-

mobiles

optus 官网电话卡页面：

http://www.optus.com.au/shop/mobile/phones/sim-only

vodafone 官网电话卡页面：

http://www.vodafone.com.au/plans/sim-only

Wi-Fi

澳大利亚的各城市的市区内 Wi-Fi 覆盖非常广，机场、车站、酒店、

餐馆一般都有免费 Wi-Fi 供游人使用。

如果对网络需求比较高的游客还可以考虑租用旅行 Wi-Fi，一台

旅行 Wi-Fi 可供五人同时使用，游客们可以选择在澳大利亚机场

租赁取还，也可以在国内提前通过代理租赁，在国内机场取还。

支付

澳大利亚一直是国人热衷的旅行目的地，所以银联卡在澳大利亚

的应用很广泛，除了使用 ATM 取现，在澳大利亚的旅游城市消

费普遍可以直接刷银联卡。另外，澳大利亚主要城市的机场、免

税店、商场、餐厅等也普遍接入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需要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小城市或者冷门的旅游目的地可能无

法使用银联卡刷卡消费。在澳洲旅行，最好准备一张 Visa 或者

Master card 的信用卡。在澳洲使用信用卡消费非常方便，并且

这样更方便预定酒店、车票、机票及一些当地活动。

旅游资讯
 想了解更多澳大利亚旅游的新鲜资讯和地道玩法，可

关注 " 澳大利亚旅游局 " 官网微信公众号与微博！

常用信息

语言

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略带点口音。初听时可能会有

点不太习惯，听不懂可以当场让重复一下，澳大利亚人大多比较

友善，沟通没有什么问题。

电源

澳大利亚的电源电压为 240V，虽然电源标准与中国不一样，但

是这两种电源标准是能够互相兼容的。国内的三脚插头在澳大利

亚可以直接使用，无需转换。而国内的两脚插头则无法在澳大利

亚使用，因为澳大利亚的两脚插头两脚不是平行的。所以游客赴

澳大利亚旅行，只需要带一个三角插头的插线板，就可以完美解

决电源插头的问题。

图：澳大利亚的插头与插座

紧急电话

警察、急救车、火警电话都是 000。电话接通后会有 Police（警

察）、Fire（火警）、Ambulance（急救） 三种类别选择，用

英文报出类别后，可以说明自己的语言，会有翻译人员对你的电

话进行翻译。

网络及通信

手机卡

在澳大利亚旅行，可以选择在澳大利亚使用国内的手机卡上网和

打电话。但是在出发前，务必联系运营商开通国际漫游与流量服

务，不然会产生较高的费用。

如果选择在澳大利亚办理新的电话卡，需要记住澳大利亚主要有

三大移动运营商：Telstra、Optus 和 Vodafone。Telstra 是澳

大利亚最大的移动运营商，网络信号覆盖很广，但价格较高。当

地电话卡中 Optus 性价比较好，在城市中信号也很强，价格略

低于 Telstra。Vodafone 价格最为实惠，但信号覆盖较弱。 官方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



马蜂窝旅游攻略 69

推荐书籍

 

《荆棘鸟》曾被评为澳大利亚版的《飘》。故事主要讲述了移民

到澳大利亚的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故事。里面有一个美丽少女梅

吉，他曾与当地的神父拉尔夫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而后又上演了

一场刻骨铭心的虐心之恋。读这本书时，除了能够为其中的爱情

所感动，也可以通过文字欣赏到百年前澳大利亚的宜人的美景。

 

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的《走遍“烤焦国”》，布莱森擅长用不

同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游历的世界，在他的书里，英国式的睿智幽

默与美国式的搞笑绝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澳大利亚恰好是美国和

英国的有趣结合。它随意，活泼——不矜持，对外乡人不一惊一

乍——感觉非常得美国，不过却搭着英国的架子。跟着完美的向

导比尔·布莱森深入这片广大又充满惊奇的大陆吧，你会发现一

个超乎想象的澳大利亚！

推荐音乐

澳 大 利 亚 流 行 歌 曲 带 有 美 式 元 素， 凯 莉· 米 洛（Kylie 

Minogue）是国宝级性感女歌手，号称“豌豆公主”；蒂娜·阿

瑞娜（Tina Arena）是澳大利亚音乐史上唱片销售冠军的女艺

人，曾演唱 2000 年悉尼奥运主题曲；黛儿塔·古德拉姆（Delta 

Goodrem）是如日中天的新天后，此外还有 Katy Perry、

Gabriella Cilmi、Natalie Imbruglia 等在本国都很有人气。

旅行路上
伴我走澳大利亚

推荐影视

澳大利亚电影一直是世界影坛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自澳大利亚的

实力派巨星有妮可·基德曼、休·杰克曼、梅尔·吉布森、凯特·布

兰切特、娜奥米·沃茨等。在澳大利亚旅行的过程中，别忘了欣

赏几部澳大利亚的电影。

 
图：电影《澳大利亚乱世情》海报

电影《澳大利亚乱世情》，又名《澳大利亚》。这部电影以国名

为片名，自然是了解澳大利亚风土人情和历史最佳选择。这部电

影由两位澳大利亚籍演员妮可·基德曼和休·杰克曼主演，可以

说通过这部电影既可以领略澳大利亚美丽的自然风景，也可以欣

赏到养眼的澳大利亚帅哥美女。

 
图：《澳大利亚奇趣之旅》海报

纪录片《澳大利亚奇趣之旅》是关于澳大利亚自然地理最好的一

部纪录片。影片中澳大利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澳大利亚特有的野

生动物进行了详尽的介绍，短短四十分钟的电影拍摄过程却历时

数年。这部史诗般的自然纪录片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神奇、狂

野与壮美表现的淋漓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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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世界遗产

* 注：本攻略景点涉及到的世界遗产，请留意文中“世界遗产”标记。

文化遗产
（3 处）

* 皇家展览馆和卡尔顿园林
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 and Carlton Gardens

维多利亚州 2004

* 悉尼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

新南威尔士州 2007

* 澳大利亚监狱遗址
Australian Convict Sites

新南威尔士州、塔斯马尼
亚州、西澳大利亚州

2010

自然遗产
（12 处）

* 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昆士兰州 1981

豪勋爵群岛
Lord Howe Island Group

新南威尔士州 1982

* 澳大利亚的冈瓦纳雨林
Gondwana Rainforests of Australia

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 1986、1994

* 昆士兰湿热带地区
Wet Tropics of Queensland

昆士兰州 1988

* 西澳大利亚鲨鱼湾
Shark Bay,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州 1991

* 费沙岛
Fraser Island

昆士兰州 1992

* 澳大利亚哺乳动物化石产地
Australian Fossil Mammal Sites (Riversleigh / Naracoorte)

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 1994

麦夸里岛
Macquarie Island

塔斯马尼亚州 1997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Heard and McDonald Islands

海外领地 1997

* 大蓝山山脉地区
Greater Blue Mountains Area

新南威尔士州 2000

* 波奴鲁鲁国家公园
Purnululu National Park

西澳大利亚州 2003

* 宁格鲁海岸
Ningaloo Coast

西澳大利亚州 2011

文化与自
然双重遗

产
（4 处）

* 卡卡杜国家公园
Kakadu National Park

北领地
1981、1987、
1994

威兰德拉湖区
Willandra Lakes Region

新南威尔士州 1981

* 塔斯马尼亚荒原
Tasmanian Wilderness

塔斯马尼亚州 1982、1989

* 乌鲁鲁 -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北领地 1987、19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5%A4%9A%E5%88%A9%E4%BA%9A%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2%89%E5%B0%BC%E6%AD%8C%E5%89%A7%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8D%97%E5%A8%81%E5%B0%94%E5%A3%AB%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6%96%AF%E9%A9%AC%E5%B0%BC%E4%BA%9A%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6%96%AF%E9%A9%AC%E5%B0%BC%E4%BA%9A%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A0%A1%E7%A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6%E5%A3%AB%E5%85%B0%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E%B3%E6%B4%B2%E5%93%BA%E4%B9%B3%E5%8A%A8%E7%89%A9%E5%8C%96%E7%9F%B3%E4%BA%A7%E5%9C%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A6%E5%A4%B8%E9%87%8C%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B%E5%BE%B7%E5%B2%9B%E5%92%8C%E9%BA%A6%E5%85%8B%E5%94%90%E7%BA%B3%E7%BE%A4%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2%E5%A5%B4%E9%B2%81%E9%B2%81%E5%9B%BD%E5%AE%B6%E5%85%AC%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5%8D%A1%E6%9D%9C%E5%9B%BD%E5%AE%B6%E5%85%AC%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8%81%E5%85%B0%E5%BE%B7%E6%8B%89%E6%B9%96%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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