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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速览 Introducing Australia
澳大利亚一词，意即“南方大陆”，欧洲人在 17 世纪初叶发现这块大陆时，误以为这是一

块直通南极的陆地，故取名“澳大利亚”，简称澳洲。“Australia”即由拉丁文“terraaustralis”

（南方的土地） 变化而来。

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移民国家，被社会学家喻为“民族的拼盘”。自英国移民踏上这片美丽

的土地之日起，已先后有来自世界 120 个国家、140 个民族的移民到澳大利亚谋生和发展。

多民族形成的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社会一个显著特征。

澳大利亚是世界著名的农业和畜牧业大国，它的小麦和羊毛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同时，

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养羊最多的国家，号称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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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由于地处南半球，澳大利亚的四季与国内相反，澳洲的春季是 9-11 月，

夏季是 12 月至来年的 2 月，秋季是 3 月到 5 月，而冬季则是 6 月至 8 月。澳洲的春季百

花盛开，秋季黄叶满地，一年四季都比较适宜出行。但如果想看海、潜水或者看薰衣草， 

12 月 -2 月前往澳洲东部更为合适；如果想观鲸，5-9 月出发是最好的时候。

穿衣指南 澳大利亚的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此时白天只需要穿件长袖，早晚带件长袖外套

就足够了。夏季则比较炎热但早晚比较凉爽，尤其是北领地地区白天日晒十分强烈需要穿些

比较透气的衣物，其他地方穿短袖背心短裤就足够了。冬季的话，则需要穿上厚毛衣和外套，

如果是到山区一定要做好足够的防寒措施。另外澳大利亚全境一年四季阳光都比较猛烈，所

以户外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晒，戴上墨镜。

时差 由于澳洲幅员辽阔，其境内分三个时区：东部时区（新南威尔斯州、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维多利亚、塔斯曼尼亚洲和昆士兰州）；中部时区（包括南澳大利亚和北领地）；西部时区（西

澳大利亚）。

其中西部时区与中国时间同属中八区，因此和北京时间一样，没有时差；

中部的北领地（重要景点有大石头）始终比中国快 1.5 小时；中部的南澳大利亚州夏令时期

间比北京时间快 2.5 个小时，其余时间快 1.5 小时。

东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以及首都领地夏令时的时候比中国快 3 小时，其余时间快 2

小时。东部的昆士兰州始终比中国快 2 小时。

注：夏令时是指 10 月第一个周日 -4 月第一个周日

消费与汇率 澳大利亚使用的货币是澳元。纸币面

值分别有 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硬

币面值有 2 元、1 元、50 分、20 分、10 分、5 分的。

汇率（2015 年 4 月最新汇率）

1 澳元 =4.695 元人民币

1 人民币 =0.213 澳元

消费指数

澳大利亚整体消费偏高，主要开销在住宿、交通和餐

饮上。以悉尼为例，一间条件不错的标准间大约需要

120 澳元一晚；餐饮方面，便宜点的便餐大概 4 澳

元就可以搞定，讲究一点的话人均大约 34 澳元能吃

得很不错。交通的话公交起步价在 2 澳元左右，租车

一天大概是 50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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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环游悉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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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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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cica0863  悉尼港口 

★自驾大洋路

大洋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滨海公路，沿着海岸曲曲折折地向前延伸，

路的一边是茂密雨林，一边是令人陶醉的金色沙滩和奇石。著名的十二

使徒岩也在这段路上，傍晚夕阳西下，波澜壮阔的海岸线和林立的奇石

绘成了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

★海边逐浪，海底探险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可以在黄金海岸上追逐海浪，

也可以潜入大堡礁的海底与瑰丽的珊瑚一起嬉戏。

★跟袋鼠考拉 Say Hi

这里是袋鼠和树袋熊（又名“考拉”，下文统称“考拉”）的国度。活

蹦乱跳的袋鼠和呆萌的考拉不再是画册上的一角。澳洲众多的动物园以

及美丽的旷野里都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踪迹，在昆士兰州，你甚至可以抱

抱永远都睡不醒的考拉，看着肉肉的它躺在你的怀里，简直可以萌化所

有人！

  小暧米米  小袋鼠

★双脚丈量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徒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基本上所有国

家公园都开放了多条徒步路线。澳洲人似乎特别钟情这项户外运动，只

要你时间足够，不妨也加入他们用双脚丈量下澳洲国土，相信这也会是

一次难忘的体验。

国家概况 Overview
地理与分区

地理：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拥有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等岛屿。

整个国家四面环海，介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首都是堪培拉，主要

旅游目的地有悉尼、黄金海岸、墨尔本以及西部的爱丽丝岩。

行政分区：澳大利亚分 6 大洲、2 个领地。6 大洲分别是新南威尔士州（首

府悉尼）、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

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西澳大利

亚州（首府珀斯）。2 个领地分别是首都领地（首府堪培拉）、北领地 ( 首

府达尔文）。

外部交通

澳大利亚主要的国际机场分布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霍巴特、

阿德莱德、凯恩斯和达尔文。

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澳门、香港、台北、深圳都有航班飞往澳大利亚。

开辟这些航线的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

空公司、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昆达士航

空公司（Qantas Airways）。抵达澳大利亚后，可乘坐澳大利亚的国内

航班到其他城市。具体航班日程及具体预定信息请详询各大航空公司官

网、当地机票代理或者旅行社。

内部交通

租车

澳大利亚各主要城市之间的道路网四通八达，是非常适合驾车旅行的地

方。澳大利亚的国内、国际机场内都有租车服务中心，但最好提前在国

内利用网络预订，那会比到前台现付便宜得多。一般行情是一天 60 澳元，

汽油费需要自己另外出钱。澳洲比较出名的租车公司有 Hertz、Avis，

http://www.mafengwo.cn/i/1272551.html
http://www.mafengwo.cn/i/794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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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公司目前已经开放了中文网站，建议出发前先在网上预定好。

租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在这些租车公司的网站上租借；一种是在

租车代理网上，进行价格比较后，挑选价最优的车行即可。

另外租车的时候他们会问你需不需要上保险，分“裸奔、半险、全险”三种。

半险的话就是如果出了意外，你只需要赔付低于 385 澳元的部分，超出

的部分由保险公司赔偿，这种的保险费大概是 25 澳元一天。全险的话则

是车子出了损伤也没有关系，当然保险价格也翻倍。

驾驶条件：

1、年满 25 岁

2、持有国际驾驶执照

3、有效的中英文本中国驾驶执照。若是中文驾照，则需要同时出示一份

英文版的中国驾照的公证书。办理英文公证必须带好你的驾照、身份证、

户口本原件，去有关车管所申请护照档案清单并盖章，再联系户口所在

地公证机关翻译。不过驾照公证后并非等同于“国际驾照”，有效期一

般在 3 个月到 1 年。

3、大部份汽车租赁服务均须以各大主要国际信用卡签帐。选用现金付账

的话，一般须预先缴付车租及澳币500元作为押金，押金将于还车时退回。

注意事项：

1 一定要随身携带驾照；

2 要靠左行驶；

3 司机和所有的乘客，包括儿童 / 婴儿都必须系安全带；

4 在主要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路旁限速指示牌；

5 见到“STOP”的停止标志，一定要将车完全停住；

6 进入环岛的车，一定要让已经在环岛上的车先行；

7 在日出前和日落时，要开车前灯；

8 若发生事故，一定要马上通知警察；

9 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交警随时在路上抽查；

10 租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用车情况，如果车上有任何磨损状况

一定要跟工作人员提出，并作出标记；

11 还车的时候油箱也一定要呈满油状态；

12 澳洲租车一般都没有里程限制，但在北领地一些地方有里程限制，租

车的时候最好跟工作人员确认清楚；

13 在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交通规则就是左侧行驶。在驾车时，必须系好

安全带并随身携带驾驶执照，否则将被罚款。在维多利亚州，公路的上

限速度通常为 100 公里 / 小时，某些路段的高速公路为 110 公里 / 小时；

14“钩型转弯”是墨尔本特有的道路交通规则。为了保证有轨电车的畅

通无阻，在城市的某些路口，需要右转的车辆必须先拐进左侧车道才能

向右转弯。需要进行钩型转弯的路口会有明显的标识提示。在进行钩型

  自然卷儿 悉尼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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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时，先驶向左边车道，然后在道路上的最左边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指示。

当信号灯变成橙色时，且对开车道上并无行驶车辆，即可右转；

15 注意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和其他车辆共用车道，所以在开车时司机一

定要多加注意。有轨电车会经常停靠，下车的乘客往往会从跟在有轨电

车后面的汽车前经过然后走上人行道。当有轨电车停靠在车站并且有乘

客上下车时，行驶的汽车必须停在有轨电车后面等候。不遵守这项规定

的驾车者不仅会被处以重罚，而且还有可能轻易撞伤下车的乘客；

16 关于驾驶执照。游客所在国的驾照可在澳大利亚使用三个月，驾照上

需贴有可辨明身份的照片，且你打算驾驶的汽车类型必须与驾照上标示

的相符。如果驾车时间超过三个月，则必须持有维多利亚州驾驶执照。

澳洲租车网站汇集：

1 租车公司网站

www.thrifty.com.au

www.hertz.com.au

www.budget.com.au

www.europcar.com.au

www.avis.com.au

2 租车中介网站

http://www.drivenow.com.au/

http://www.vroomvroomvroom.com.au/

http://www.carhire.com.au/

http://www.rentnewcars.com.au/

火车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坐火车游澳大利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澳洲坐

火车耗时会比较长，票价也比机票贵，但是窗外旖旎的乡村风光却是飞

机所不能比拟的。

澳洲的火车运营公司主要有 countrylink、Great Southern Rail、

Queensland Rail 这三个公司。线路分观光和长途客运列车。比较出名

的观光线路有（1）The Ghan（从阿德莱德到达尔文，途经爱丽丝泉，

主要是澳洲内陆的荒漠风光，全长 3 天）；（2）Indian Pacific（被誉

为世界上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从悉尼发车到珀斯，全长约 67 小时）。

澳洲铁路的火车通票大体上分 Ausrail Pass，Backtracker Rail Pass 

，East Coast Discovery Pass ，Rail Explorer Pass ，Queensland 

Explorer Pass 这几种，可以在某些区域的指定天数内畅游全境。除了

这种套票，如果想单独点对点的出发，直接在火车站或者网站上订票即可。

一些有用的网站：

http://www.railaustralia.com.au

http://www.nswtrainlink.info/

http://www.greatsouthernrail.com.au/

http://www.queenslandrail.com.au/

长途大巴

澳大利亚的长途大巴运营公司主要有灰狗汽车公司（http://www.

greyhound.com.au/，下文简称“灰狗”）、Premier 大巴（http://

www.premierms.com.au/newhome/home.asp）这两家汽车公司。

主要运营跨越各城市间的巴士线路。其中灰狗是澳洲最大的也是唯一一

家国家巴士公司，服务水平高且班次也比较频繁，车里还有洗手间、试

听设备，非常舒适。而另一个 Premier 大巴的票价则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人也少一点，沿线站点也比较多。

整体来说，坐大巴的时间也会比飞机时间要长，同样适用于不那么赶时

间的游客。

餐饮

由一九七零年代开始，厨师们开始将欧洲和亚洲美食的特色汇聚一起，

烹调出令人赞叹的特色美食。“现代澳大利亚美食”已经成为美味佳肴

的保证。

海鲜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里盛产海鲜就不是什么稀

奇事了。由于海鲜都是在太平洋深海捕捞，所以味道都十分鲜美。牡蛎、

龙虾、螃蟹、三文鱼都是这里招牌的海鲜美食。许多城市都有各种各样

的海鲜市场，你可以亲自挑选活蹦乱跳的美味海鲜作为你的盘中餐。

  桃乐丝 海鲜组合，看看都流口水

牛羊肉

作为一个海上的大牧场，澳洲的畜牧业也是十分发达，牛羊肉也被制作

成一道道精美的料理供食客们享用。这里最有名的菜式是烤牛排、羊排

还有烩羊腿。最好就是五成熟，鲜嫩的肉质让你吃了就停不下来。

袋鼠肉

暗紫红色的袋鼠肉，味道鲜甜。其肉片质地柔软不油腻，一定不能煎得

太熟，而尾巴通常用文火煮炖，就跟牛尾的烹饪方法相同。

虽然袋鼠是澳洲的国宝，可是在澳洲大陆没有天敌，这里的袋鼠已经多

到泛滥的地步，为了控制袋鼠数量，当地政府有计划的猎杀袋鼠以至于

在澳洲吃袋鼠肉是合法的，不少地道的澳洲餐馆甚至将袋鼠肉作为招牌

菜。袋鼠肉肉质跟牛肉有点像，只是吃起来口感有点柴膻味也比较重，

袋鼠肉价格也比一般牛肉要贵，一般 10 澳元 600 克。

  陈闺墨守 暗紫红色的袋鼠肉，味道鲜甜。其肉片质地柔软不油腻，
一定不能煎得太熟，而尾巴通常用文火煮炖，就跟牛尾的烹饪方法相同。

www.thrifty.com.au
www.hertz.com.au
www.budget.com.au
www.europcar.com.au
www.avis.com.au
http://www.drivenow.com.au/
http://www.vroomvroomvroom.com.au/
http://www.carhire.com.au/
http://www.rentnewcars.com.au/
http://www.railaustralia.com.au
http://www.nswtrainlink.info/
http://www.greatsouthernrail.com.au/
http://www.queenslandrail.com.au/
http://www.greyhound.com.au/
http://www.greyhound.com.au/
http://www.premierms.com.au/newhome/home.asp
http://www.premierms.com.au/newhome/home.asp
http://www.mafengwo.cn/i/693202.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769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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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的露营旅游方式，随心所欲的选择地点扎营，也是户外生

活的精髓。然而，由于此种旅游方式在澳大利亚大部份区域可能会对环

境造成一定影响，所以露营者须详加考虑。

服务式住宅

愈来愈多的旅游人士喜欢选择服务式住宅 (serviced apartment)，这类

的住宅一般有一至三间睡房，房价通常较一般酒店便宜。煮食器具及床

单会有供应或可供租用。

（1）酒店的入住时间一般都为下午 14：00，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 以前，超时需要加收费用。 　

（2）酒店提供免费和收费电视，观看收费闭路电视前先请查阅

费用说明再做决定。 　

（3）酒店客房内的电话拨打外线均需收费，此费用比较昂贵，

建议在当地购买电话卡使用。 　　

（4）请注意保护酒店内的设备设施，酒店一般对设备设施损坏

赔偿比较昂贵。 　　

（5）酒店房间内不可以吸烟，如有需求请在入住前要求吸烟房。

非法吸烟所造成的损失将由吸烟人全部承担。 　　

（6）酒店冷水管的水是可直接饮用的，但是热水管的水不能直

接饮用。如果需要热水泡茶，可以用酒店房间内提供的热水壶。

一般公共场合的地方都备有饮用水龙头。 　　

（7）当地的酒店星级标准略低于中国水平。

购物

澳大利亚特产包括澳宝（即 Opal，澳大利亚特产宝石）、羊皮、牛皮、

绵羊油、葡萄酒（红酒和白酒）、动物玩具、原住民艺术作品、艺术画作等。

澳毛毛线和毛衣种类繁多，色彩各异，价钱适中。特别是羊皮做的皮袄

或皮夹克，柔软舒服，轻松暖和。羊毛毯、羊毛被也十分受来自较冷国

家游客的喜爱。 　　

用澳大利亚特有动物如袋鼠、鳄鱼的皮制成手袋、提包、皮鞋、手套、

皮带等特色用品，可以在任何城市的购物中心买到。大都用料上乘，做

工精细，但款式较传统，价格不菲。 　　

西澳阿基勒出产的澳宝，色彩繁多，有黄白、褐色、绿、兰、红、紫。

阿基勒的粉红色宝石驰名世界，价格连城。在澳大利亚的任何首饰店里

都有宝石出售，价格从几十元至几百，几千澳元不等。一半出售的宝石

都不镶嵌，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镶嵌在 k 金的戒指或项链上， 

款式可自己选择。 　　

澳大利亚的手工艺十分发达，手工艺品主要有艺术陶瓷、编织制品、玻

璃艺术品、皮革制品、珠宝饰物等。在一些工艺品商店里还有木制或金

属制的悉尼歌剧院，以及袋鼠、树熊和鸸鹋的模型，很有纪念意义。 　

另外澳大利亚土著工艺品也集中表现了土著人在澳大利亚数万年的历史

和文化。这些工艺品包括飞去来器、树皮画、布画、木雕、木吹乐器等， 

这些商品很容易买到，但价格比较昂贵。

保健品

澳洲保健品是游客来到澳大利亚疯狂采购的重点。比较好的品牌有

Blackmores、Swisse、Nature’s Care、Health Care、Nature’s 

Own。其中 Blackmores 和 Swisse 都是澳洲数一数二的保健品牌，

药房、超市都能随处见到他们的商品。比较推荐购买的产品有无腥鱼

炸鱼薯条

炸鱼薯条是这里的海滩标配，虽然是英国的国菜，到了澳洲依然深受欢迎。

与国内快餐店吃到的薯条不同，这里的薯条都是将土豆直接切条现炸的，

酥脆的外表包裹着满是土豆的诚意，而鱼都是当天现捞现炸的，鲜嫩的

鱼肉让你吃了直砸吧嘴。

奶制品

澳大利亚地处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奶牛养殖都是采用天然放牧的

形式，严格的质量监管使得整个澳洲的奶源十分的优秀。这里的牛奶比

水便宜，奶酪口感醇厚，冰淇淋奶味十足。提醒一下，液体奶是不能带

出海关的（奶粉可以），所以到了澳大利亚一定要敞开肚子喝。

住宿

在澳大利亚住宿有多种选择，丰俭随意。主要有宾馆 (Hotel)、汽车 旅

馆 (Motel)、招待所 (Hostel)、家庭式膳宿 (Bed & Breakfast)、自助

单 元 (Unit)、农庄住宿 (Farm stay)、乡村酒吧 (Country Pub) 和营地 

(Caravan) 等。日租价格从 8 澳元到 2000 澳元均有。

汽车旅馆

跟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拥有完善、现代化及高水平的汽车

旅馆网络。大部分的房间均设有浴室，更备有电视机、冰箱、煮茶或咖

啡等设施，而较大型的汽车旅馆更附设餐馆。一般建于市郊地区的汽军

旅馆，房租约 40 澳币起，给自驾旅游人士一个不错的经济选择。

青年旅舍

在澳大利亚，有两种青年旅舍可供预算较少的旅客选择。一种是私

人经营的背囊旅客旅舍，另一种是由青年旅舍协会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 所经营的青年旅舍 (YHA Hostels)。青年旅舍协会旗下共

约 150 间旅舍，均为 24 小时开放，设有厨房设备供房客料理餐食，并

提供温暖、舒适的气氛。

经济型连锁式旅店

VIP Backpacker Resorts of Australia ( 简称“VIP - BRA”) 为澳大利

亚一大型经济型连锁式旅店，旗下 130 多间特许经营的旅店遍布全国。

VIP 许可证价钱由澳币 29 元起，可在一般专营背囊游的旅行社或在任何

一间 VIP 旅店购买。

此外 Nomads 亦有 40 多间特许经营旅店，提供便宜但高质数的住宿服务。

会员费由澳币 25 元起，并可享一系列的旅游优惠。

家庭式膳宿

在澳大利亚，B&B (Breakfast and Bed) 是借宿家庭热情欢迎的同义词。

住宿在 B&B 家庭，让你体验真正的澳大利亚生活，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当

地居民。

在澳大利亚你可以在各个地方找到各式各样的 B&B，有历史悠久的古迹

建筑、乡村农舍、市中心宅邸和一般澳大利亚传统民舍。从繁忙的大城

市到慵懒闲散的村落，澳大利亚各地都有 B&B。

因为大都是小型家庭管理，故请预先电话订房。双人间一晚住宿连早餐

约 130 – 200 澳元。不少 B&B 均不接受信用卡。

澳大利亚露营

澳大利亚有许多露营地，而且地点适中。营地设施标准各有不同，一般

基本设施包括电源电视、冷热水、淋浴设备、洗手间以及洗衣设施。场

地租金双人每天约 10 – 15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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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odouless fish oil)、护肝片（liver detox）、月见草油（ evening 

primrose）、深海磷虾油（ deep sea krill oil grape seed）、

钙片（calcium) 和葡萄籽（Grape Seed)。这些产品在 Priceline 

Pharmacy、以及澳洲大型超市 Coles 都有得卖，不定期还有折扣优惠。

绵羊油

最好的绵羊油生产国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绵羊油并不是羊的脂肪，它

的英文名为 Lanolin，即为羊毛脂，是一种从天然羊毛中精炼出来的油脂。

绵羊油的售价根据质量不同从 2 澳元到 20 澳元不等，比较高档的品牌

有 Alpine Silk、G&M、Lanocreme 和 lanopearl 等。除了抹脸还有

身体乳、面膜、绵羊皂等一系列产品，成分都比较温和，主打保湿功效。

非常适合在干燥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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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了著名的新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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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带回国，但是只能托运上飞机。

  桃乐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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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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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带回国，但是只能托运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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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澳宝产自于澳洲。1993 年，

澳洲政府将澳宝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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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区在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州。价格根据克拉

数成色不定，便宜的有 3、40 澳元，贵的上不封顶。

羊毛制品

澳大利亚的畜牧业非常发达，加上先进的加工业，使得羊毛制品非常受欢

迎。近年来大受欢迎的雪地靴，就是用羊毛及羊皮制成，成为到悉尼旅

行的时尚人士必购商品。比较推荐的牌子有 Jumbo Ugg, 和 SHEAERS 

UGG。

除了羊毛靴，羊毛还被制作成羊绒衫、垫子、被子、地毯各种产品，都

是游客喜爱购买的手信之一。

护肤品

澳大利亚的纯天然精华的化妆品足以让漂亮美眉兴奋地惊声尖叫！即使

最娇嫩敏感的皮肤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这里的化妆品都源自澳大

利亚大自然孕育的独特原料，如有机茶树、桉树、薰衣草、绵羊油等。

澳大利亚的化妆品品牌繁多，其中最有名的有茱莉蔻（Jurlique）、伊索

（Aesop）。这两个都是走植物系路线的纯天然品牌。价格都是国内的一半，

碰上打折的时候更加划算。尤其推荐茱莉蔻的护手霜，伊索的香芹籽精

华。其他的还有 QV face 洗面奶、日霜、晚霜（温和不刺激，适合任何

肤质，尤其适合孕妇），perfect potion 的精油（价格实惠，质量好），

Nature’s Care的唇膏，Lucas’ Papaw Ointment 神奇万能木瓜膏（可

用于咬伤、烫伤、皮疹、眼袋、黑眼圈、痱子等）。

奶粉

澳洲奶源享誉世界，奶粉更是畅销全球各地，尤其受到了中国妈咪们的

热捧。比较好的奶粉品牌有 Karicare、Bellamy、雀巢和惠氏。这些奶

粉在澳洲的连锁超市如 Coles、Woolworths 以及各大药房都有售卖。

从价格上说超市会卖的比较便宜，而且时不时会有折扣。另外海关规定

一人只能携带两罐奶粉（一罐 900 克）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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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土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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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温暖的气候和茂密的植被，再加上这里最清洁的空气和水，澳大利亚出

产的的蜂蜜品质上乘、晶莹剔透，不同的花蜜还有不同的药效。澳洲本

土产的比较好的有塔斯马尼亚（Tasmaniam）、蓝山（Blue Hills），

另外源自新西兰的康维他（Comvita）在澳洲买也很划算，其中，麦卢

卡蜂蜜因其有治疗胃病的功效更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薰衣草小熊

近日，人见人爱的薰衣草小熊火遍中国的社交网络，憨憨的外表和香喷喷

的肚子俘获了多少女孩子的心，就连“女王”范冰冰也是它的粉丝。由

于太受欢迎，导致网上出现假货无数。就连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也豪

气地承包了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的一处农场生产薰衣草熊。现在比较受

欢迎的薰衣草熊主要产自塔斯马尼亚州的 Bridestowe 农场（见 XX 页）。

薰衣草熊可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既可以缓解经痛也可以舒神安眠。

Timtam 巧克力饼干

澳洲最好吃的巧克力威化饼干、巧克力饼干中的劳斯莱斯这些称呼足以

见得 Timtam 巧克力饼干有多好吃了。一层巧克力，一层麦香，一层

奶酪混合的口感是如此特殊，好多人给的评价是吃了根本停不下来。

Timtam 饼干一共有 11 种口味，比较多人选择的有 Original（原味）、 

ChewyCaramel（焦糖）、Double Coat（双层巧克力）、 Dark（经

典黑巧克力）这几种。澳洲各大超市都能购买到。

澳大利亚各州的商店营业时间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在周四

和周五有晚市，而周六则全天营业。全球三大类信用卡

(AmericanExpress、Visa 和 Mastercard) 随处通用。其它一

些银行卡在很多大型商场中也可以使用。

购物退税及流程

退税条件

1、在同一商户（使用同一澳洲商业编号 ABN）必须消费满 300 澳元以

上才可以退税。并要求在同一张发票上。

2、物品是在离开澳洲前 60 天内购买的。

http://www.mafengwo.cn/i/693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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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流程

1 到位于机场一楼的海关办公室——负责退税计划的 TRS 机构 (tourist 

refund scheme) 就在这里办公。检查货品和发票没有问题后，他们会

在发票上敲章。然后就可以正常办理登机手续了。 

2、在经过海关和安检之后，到免税店里的 TRS 柜台办理退税。这里经

常会排长队，很多人都因为登机时间太近而无法完成退税，所以建议大

家尽量早点儿进去。

退税注意事项

1、退税的货品不可以托运，必须全部带进关供核对。

2、欲进行退税手续请于距登机至少 30 分钟前办理，若欲搭乘海运，则

请于搭船离港前 4 小时内，1 小时前进行此退税手续。

3、购买了价值超过 1000 元澳元（含）的商品收据或者发票上面必须打

印着购物者的名字的地址（可以要求商家打上地址和名字），不然海关

是不给你退税的。

无法退税的商品

1、酒精类产品：啤酒或白酒等 ( 您可购买可进行退税的红酒或红酒制品 )， 

烟草 / 与其产品（您可直接于免税商店内购买此产品）；

2、已经免税的商品；

3、于澳洲购买的已使用或部分使用之消耗品 ( 如葡萄酒 / 巧克力 / 香水

等 ) ；

4、任何禁止携带上机的产品如：瓦斯产品、烟火、发胶喷雾等 ( 所有航

空公司都有明文规定禁止携带物品 ) ；

5、限制禁止无法手提或托运携带并进入机舱的物品；

6、未携带在身边的物品 ( 已用空运 / 邮寄的产品 )；

7、在澳洲所享的服务如：住宿、旅游、租赁汽车、服务费等；

8、经由网络购买而进口澳洲的商品；

9、礼物卡以及礼券等 ( 但藉由礼物卡或礼券购买的产品可依照退税规定，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退税动作 ) 

娱乐

澳大利亚人热爱户外生活，并将消闲休憩的艺术发展至近乎完美。想尝

试任何运动或活动，不论是紧张刺激抑或悠闲轻松，澳洲都是你的不二

之选。例如：爬悉尼大桥，三百六十度饱览悉尼港的壮丽景色；与海豚

畅泳，参观企鹅天堂；来澳大利亚看野生动物，骑骆驼漫步，骑马、探险……

各种精彩刺激的活动应有尽有。 　

澳大利亚是爱好刺激人士的乐园。无论你喜欢骑电单车看日落、乘喷射

战斗机在天空飞翔、高空跳伞或在树顶上亲亲考拉，由简单到精彩，一

应俱全。澳大利亚的水上运动更是多不胜数，包括游泳、潜水、滑浪至

水底曲棍球等。 滑雪胜地：连接澳大利亚东部的是大分水岭山脉，在它

的南部都是澳大利亚的滑雪胜地，有些人旅行目的就是滑雪，并列入旅

行重头戏里，那里的滑雪设备、各种出租工具都很完备。此外，还有传

统的剪羊毛表演一直都深受各国游客的欢迎。

冲浪

冲浪可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了。据说，冲浪好的人在当地都是被当做

英雄般看待的。如果你也想像冲浪好手一样劈风斩浪，不妨也在沙滩上

买块冲浪板，跟着教练学几招，最后再来一个标准的黄金海岸合影——

踩在踏板上回头朝岸上的摄影师来个自信的微笑！

下海冲浪之前，首先要做的是热身运动，因为冲浪运动幅度其实蛮大的，

松松筋骨可令身体柔软，更好的适应水上的冲击。冲浪运动通常是从人

身冲浪的训练开始的。人身冲浪，就是冲浪者先游泳离开海岸去等待大

浪，当大浪冲向海岸时，就以侧泳游向海岸。当游到浪峰上时，把脸朝下，

背部拱起来，并把手放在腿的旁边，这样海浪就会把你冲向岸边。海浪

消失，冲浪者就把两手张开以减慢速度。这种冲浪感觉训练以及平衡感

训练在冲浪板冲浪中是相当重要的 .。另外平均一米的浪高对冲浪运动来

说，就是很理想的高度了， 一米以下虽然也可以，但可能对于冲浪好手

来说就不会冲的那么尽兴了。

1冲浪运动比较危险，初学者很有可能会这里青一块，那里紫一块。

切忌不要单独逞强，跑到危险的海域。一定要在教练的指导下进

行冲浪运动。

2 冲浪大概一节课 3 小时左右，公开课的话大概是 80 澳元，私

教的话要 150 澳元。

澳洲冲浪名所

冲浪者角 (Surfers Point) 

当冲浪迷发现迷人的事情，他们就会坚持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成

群结队地返回玛格丽特河的冲浪者角。人们当初把她称为冲浪者角，并

不是随随便便的。冲浪者角看起来就像是专门为冲浪者准备的。在合适

的天气里，巨大、强有力的浪潮可达 500 米。对新手来说，在这里冲浪， 

会令他们胆怯，但一旦有了些冲浪经验，你就会发现这是你遇到的最好

的冲浪天堂。

地址：Prevelly ，West Australia，Australia

曼利海滩 (Manly Beach) （详见 15 页）

曼丽海滩位于悉尼市郊，海滩的一部分是太平洋上著名的冲浪海滩，另

一面是宁静的内湾，是最好的海滨世界， 也是最受欢迎的游泳、风帆冲浪、

滑翔、潜水、皮艇、冲浪和水肺潜水地方。

黄金海岸 (Gold Coast) （详见 33 页）

黄金海岸位于昆士兰州的东南部，是有名的度假胜地。从多姿多彩的梅

恩海滩到迷人的冲浪者天堂，一定能让你自由的驰骋在蓝色的波浪里。

科特斯鲁海滩 (Cottesloe) 

珀斯最受欢迎的海滩之一，科特斯鲁海滩是最理想的游览、游泳、冲浪、

潜水、钓鱼场所，也是在沙滩上享受阳光最理想的海滩。海滩附近的郊

区到处都是古老、保存完好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老宅。街道两旁长满

了七十多岁高龄的诺福克松树。

地址：Marine Parade, Cottesloe, West Australia

拜伦海湾（Bryon Bay)

拜伦海湾是澳洲大陆最东端的海湾，是新南威尔士州最热门的冲浪海滩

之一。在过去 40 年里，拜伦海湾已转成为一处受欢迎的海滨度假圣地和

另类的生活方式的场所。拜伦海湾因其拥有众多的冲浪海滩和美丽的热

带雨林而颇享盛名。为游客提供了极受欢迎的放松和休闲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人们喜爱。

地址：North Coast, New South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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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海滩 (Bells Beach) 

如果澳洲冲浪爱好者有自己的国家，那么贝尔斯海滩一定是这些冲浪爱

好者的首都。贝尔斯海滩天生就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从应有尽有的各

类商店、把全球业务立足于这里的主要冲浪用产品制造商到本地人来这

里来释放他们的烦恼，贝尔斯海滩着实就是一个冲浪的天堂。

地址：Torquay, Victoria, Australia 

潜水

在澳大利亚有许多由专业教练带领的潜水活动，即使没有潜水执照的游

客甚至初学者都可以参加。初次潜水建议不要单独行动， 如果是自行出

海潜水，游客需前往安全的潜水地点。在不熟悉的海域潜水时，必须要

当地的专业潜水人士陪同。在澳大利亚设有许多潜水学校，提供专业和

业余的潜水课程，完成课程后，学员还可获得国际潜水组织颁发的证书。

澳大利亚潜水名所

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你想要潜水，切勿错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堡礁。这个活生生的大

自然杰作是如此之大，从外太空都可以看见。它沿着昆士兰海岸，从约

克角（Cape York）延伸至班达伯格（Bundaberg），全长近 2000 公

里。你可以探索黑容岛（Heron Island）和蜥蜴岛（Lizard Island）的

潜水天堂；或者待在圣灵岛（Whitsundays Island）上，乘水上飞机前

往美丽的心形礁（Heart Reef）。又或以凯恩斯（Cairns）或道格拉斯

港（Port Douglas）为基地， 探访绿岛（Green Island）和费兹罗伊

岛（Fitzroy Island）的珊瑚礁群。再向外航行，还可以前往位于大陆架

边缘的阿金科特礁（Agincourt Reef），在玛斯库莱布夫人岛（Lady 

Musgrave Island）和格莱德斯通（Gladstone） 附近费兹罗伊泻湖

（Fitzroy Lagoon）充满海龟、海星和海蟹的珊瑚峡谷里游过。如果你

喜欢探险，不妨从汤斯维尔（Townsville）出发去探索“SS Yongala”

号的沉船残骸，或是从麦凯（Mackay）出发去探索“Llewellyn”号的

沉船残骸。

地址 : Queensland,Australia

宁格鲁 (Ningaloo) 

你也可以到宁格鲁海洋公园（Ningaloo Marine Park）沉醉于绚丽的热

带色彩之中。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岸礁， 拥有 200 种硬珊瑚、50 种软

珊瑚以及 500 多种鱼类。在本德吉本比斯（Bundegi Bombies）珊瑚

礁保护区潜泳或潜入浅水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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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到六月间， 您甚至还能与世界上最大的鱼类鲸鲨同游。

地址 : West Australia, Australia

莫宁顿半岛 (Mornington Peninsula) 

在菲利普港海角海洋公园（Port Phillip Heads Marine Park）潜水， 

你可以置身于黄貂鱼、海马、乌贼、鱿鱼、海胆、石斑鱼和如杂草般的

海龙之间。这个神奇的海洋世界就位于距离墨尔本仅一小时车程的莫宁

顿半岛外。

在这里，你可以在教皇之眼（Popes Eye）这个小小的保护区里惊叹于

鱼类、鸟类和海豹的数量之多；在索兰托（Sorrento）与海豚共游；在

海藻床礁（Kelp Beds Reef）潜水，从 8 米深处笔直落到 18 米处，观

察那里的水下悬崖、暗礁和洞穴；或是在菲利普港海角潜得更深，那里

可以进行墙潜、峭壁潜水，探访沉没的一战潜艇。在波特西码头（Portsea 

Pier）学习潜水， 在莱依码头（Rye Pier）周围的水路中探索极为多样

的鱼类。

地址 : Victoria, Australia

塔斯曼尼亚（Tasmania） 

从比那龙湾（Binalong Bay）到塔斯曼半岛（Tasman Peninsula），

一路尝试沿着塔斯曼尼亚东海岸的 11 个一流的潜水点潜水。清澈的

碧波中能见度为 10 -40 米。在比切诺（Bicheno） 附近的沃布斯湾

（Waubs Bay）从岸边下潜，观察大腹海马和如杂草般的海龙。在总督

岛海洋自然保护区（Governor Island Marine Nature Reserve）的水

域里从海葵和蝴蝶鲈鱼群旁边滑过。在福柯岛（Isle de Phoque）迷人

的洞穴中游过。这里也生长着一大群海豹。潜水探索玛丽亚岛（Maria 

Island）附近被放弃的“Troy D”号，或是在瀑布湾（Waterfall Bay）

从小船上跳下水，潜到大片的珊瑚礁和洞穴间。穿行于福特斯库湾海藻

林（Fortescue Bay Kelp Forest）之间或是于 1915 年沉入 40 米海

底的“SS Nord”号周围。

拜尔得湾 (Baird Bay) 

在艾尔半岛（Eyre Peninsula）上宁静的拜尔得湾，你可以在活泼的海

狮和宽吻海豚身边游泳、潜泳或潜水。这个渔村因为栖息于海岸外一个

有遮挡的泻湖里的濒危海狮群而著名。在这里，你可以观看成年海狮带

着幼兽在离岸不远的清澈海水中翻滚嬉戏，凝视它们带有灵气的棕色眼

睛，或让它们轻轻地推推您，邀请您一起嬉戏。甚至还可以和一群喜欢

嬉戏、但更油滑的海豚一起潜入更深的水中。走到附近的林肯港（Port 

Lincoln），您可以在乌贼和金枪鱼身边游泳， 甚至待在笼子里潜入水中

观看大白鲨。

地址：South Australia

达尔文港 (Darwin Harbour) 

在海水温和的达尔文港（Darwin Harbour）潜水，可以探索二战残骸和

鱼类丰富的海岸珊瑚礁。这里的潮汐大约每两周就能带您去探索这些水

底的秘密。你可以在铺满苔藓的船体间游过，这些船是在 1942 年的空

袭中被击沉的，现在里面栖息着星斑、沃比贡鲨鱼、海鲈和梭子鱼。你

还可以在港口两边的浅礁里观察柳珊瑚、软珊瑚树、竖琴珊瑚、花瓶海

绵和海鞘，欣赏达尔文著名的火红日落，然后到温暖平静的海水里夜潜。

在自然照明的水中，你能看到石笔海胆，有时还能看到章鱼，感叹海底

世界的光怪流离。

克洛威利和戈顿湾 (Clovelly&Gordons) 

在克洛威利（Clovelly）和毗邻的戈顿湾（Gordons Bay）风景如画的

岩石水道中潜水，可以观赏五彩缤纷的鱼类。这片海域距离悉尼中心商

业区仅八公里，到处都是石斑鱼、太阳鱼、红鳍笛鲷、无膘石首鱼、大

鳐鱼、巨型乌贼和鲬鱼。到有遮挡的克洛威利池（Clovelly Pool）或克

洛威利北端鲨鱼角（Sharks Point）风浪更大的水域夜潜。沿着 500 米

长的水下自然路径（Underwater Nature Trail）绕戈顿湾潜水，游过礁石、

沙坪和海藻林。在常见的海洋生物中，您会找到海草鱼、海龙、沃比贡

鲨鱼和杰克逊港鲨鱼，以及海星、海参和海胆。

地址 : Sydney, New South Wales

极限运动

黄金海岸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尝试一下黄金海岸 Sky Dive，从高空

直升机中跳出，感受一下心跳加速的冲动。如果觉得这个太刺激了，不

妨乘坐高空热气球，从高空俯瞰黄金海岸广阔的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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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鲸

每年夏秋季黄金海岸的观鲸活动，为前来的游客提供了与全世界寿命最

长的哺乳动物——鲸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每年的 5 月到 11 月，鲸鱼

都会从南极游到南回归线附近暖和的水域进行繁衍，而黄金海岸则是它

们的必经之路，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上万头鲸鱼陆续经过过这片海域，因

此这段时期就是黄金海岸最长的观鲸季节。一般观鲸活动都可以在酒店

前台或者旅游咨询中心进行报名，乘船出海，一般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早上出发，沿着鲸鱼出没的线路前进，乘风破浪与这些庞然大物来一次

海上约会。

直升机

直升机观光是澳大利亚近几年很火的旅行体验项目。澳洲地域广袤，各

种自然风光美不胜收，乘坐直升机是最好的体验方式，可于天上看到、

看全不一样的美景，感受别样的震撼。尤其是墨尔本的大洋路、黄金海

岸以及北领地一带，在天空可以俯瞰到壮美山川的全貌。

一镜收江南  直升飞机有两种，红色的为 8 人坐，黄色的为 4 人坐。摄影

爱好者还是选择小型直升飞机更合适，视角更好。四个人的位置，最好

的位置是前排左侧（右侧是飞行员），其次是后排左侧，最次是后排右侧。

在机舱内拍照最大的敌人是舱内玻璃反光，所以建议穿着深色衣裤， 尽

量减少反光。 虽然直升机价格不菲，但是真的很值得。只有从天上俯瞰

全景，才能真正感受到十二门徒岩的恢弘气势。整个飞行过程只有十分

钟多一点，但是带来的体验却非常令人难忘。

节庆及活动

传统节庆

澳大利亚全国各地，都经常举办不同形式的节日、活动和展览。澳大利

亚是全世界最多民族的国家之一，不同文化的差异为澳大利亚的节日和

活动倍添姿彩。

新年元旦：1 月 1 日

国庆：1 月 26 日，为纪念白人进入澳大利亚的建国纪念日（1788 年， 

菲力浦船长宣布澳大利亚为英国领地），但在一些州，也以接近周末的

周一、周五作为国庆节假。如果正好在周末（即周六或周日），所有州

都会把下周一作为假日（即长周末） 。

复活节：复活节时间不固定，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

澳纽兵团日：4 月 25 日，为纪念一战中被英国借派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联

合军在土耳其卡利波里半岛的决死登陆而设。

女王诞生日：6 月 13 日，伊丽莎白女王生日，假日设在 6 月的第二个

周一以便连休，只有西澳大利亚是 9 月 29 日。

圣诞节：12 月 25 日。

开盒节：12 月 26 日，打开圣诞所赠礼盒的日子，在南澳称为“宣告节”。

特色节庆活动

点缀堪培拉

每年九月中，堪培拉都会举办春季花展。湖畔的公园和花园都会种满色

彩缤纷的花卉，包括数以千计的郁金香，你又岂能错过。

海上风浪大，船行时难免会路遇颠簸，请出海时提前吃好晕船药

以及备好呕吐袋，以备不时之需。

悉尼派对

于每年一月举行，节目包括歌剧、放烟花、轮船竞赛、街头表演、艺术

表演和露天演唱会等。 这一天是周六，所以并不会另外放假。又因该节

亦是同性恋的大游行，被称之为“Mardi Gras”。

阿德莱德独立艺术节

阿德莱德独立艺术节（Fringe Festival）, 与爱丁堡艺穗节齐名 , 世界级

的艺术展示殿堂。每年二月底，阿德莱德都会举办南半球规模最大的艺

穗节。这场周日盛宴期间，户外剧场、艺术品展览、街头表演、舞蹈演出、

酒吧歌舞、电影放映和现场音乐，将这座城市奔放的本性彻底展现出来。

届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杂耍者、魔术师、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脱身术演员、

高空杂技演员和喜剧演员都将在此大显身手。充满传奇色彩的开幕晚会

上，澳大利亚最好的 DJ 将唤醒你蛰伏已久的全部热情。

昆士兰汇演

活福民族节 (Woodford Folk Festival) 于元旦期间在昆士兰的阳光海岸

举行。精彩的节目会带你进入音乐、故事、电影、戏剧和土著生活的世界。

西部怨曲

小桥镇 (Bridgetown) 是西澳大利亚最可爱的村庄，亦是 Blues 澳大利

亚怨曲节举行之地。这个为期三天的音乐节，会为你源源不绝地献上悠

扬的怨曲

线路推荐 Tours
澳大利亚全境精华游

线路特色：不走回头路，带你环线遨游澳大利亚。

D1：悉尼一日游

早上抵达悉尼开始一天的行程，首先从著名的悉尼港开始，登上悉尼海

港大桥，进入悉尼歌剧院参观。然后进入岩石区，在岩石区特色的街道

里溜达，步行至悉尼皇家植物园，可以再次饱览到悉尼港的美景。完了

下午来到邦迪海滩，体验当地的休闲午后，在傍晚日落之时登上悉尼塔，

俯瞰城市全景。

D2：首都堪培拉一日游

早上乘坐火车来到堪培拉，参观整个国家的权利中心—国会大厦。完了

参观旁边的战争博物馆，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接着可以绕着堪培拉的

格里芬湖走一圈，感受别样首都风情。

傍晚坐火车来到墨尔本。

D3：墨尔本一日游 联邦广场—涂鸦街—皇家公园——亚拉河

墨尔本的游览从联邦广场开始，看看这个城市活力的源泉，接着顺着联

邦广场来到涂鸦街，韩国版的跑男就在这里取过景。接着午后来到皇家

公园，你也可以跟着当地人一样在休闲的午后躺在草地上放松心情。傍

晚乘船夜游亚拉河。

D4：大洋路一日游

可以在当地报名参团也可以自驾大洋路，这个在无数影视作品里被拍摄

到的景观可以亲眼所见。大洋路上奇特的天然石柱更是您此次旅行不容

错过的拍照点。

D5：塔斯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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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墨尔本港口乘船来到塔斯马尼亚的德文波特。从德文波特开始你的塔

岛旅程。驱车沿东海岸线进发，先来到著名的葡萄酒之乡—塔玛谷，在

葡萄酒庄园亲自酿造葡萄酒，并与庄园主一起品尝鲜酿美酒，喜欢还可

以买几瓶回家。接着驱车来到美丽的酒杯湾，在沙滩上感受细腻的白沙。

晚上来到企鹅小镇，与小企鹅近距离接触。

D6：塔斯马尼亚

第二天开车来到亚瑟港，了解塔斯马尼亚岛曾经悲惨的历史。然后驱车

到达塔岛的首府霍巴特，在市里随便走走逛逛，感受这个首府小城的闲

适生活。

D7： 塔斯马尼亚

早上起来可以开车在霍巴特周边的小镇如里奇曼小镇、Ross 小镇上溜溜。

看看宫崎骏笔下的《魔女宅急便》的取景点，品尝下百年老店的美味西点。

傍晚回到霍巴特，乘坐飞机回到墨尔本。

D8：阿德莱德

从墨尔本搭乘飞机到南澳大利亚的首府城市，接着驱车前往附近的葡萄

酒庄—杰卡斯酒庄品尝澳洲本岛的葡萄酒，然后来到著名的薰衣草农庄—

林道薰衣草农场，感受南半球别样的薰衣草风情，如果喜欢还可以在礼

品店选购心仪的手信。

D9： 袋鼠岛

这一天来到位于南澳大利亚的袋鼠岛，跟成群的袋鼠一起嬉戏，傍晚来

到海豹湾，这可是澳洲唯一一个能在沙滩上与这么多海豹近距离接触的

好地方，运气好的话他会对着你的镜头笑呢。

D10： 珀斯

乘坐火车来到珀斯，这一天的行程基本都在路上，在路上你会经过著名

的波浪岩，徐若瑄的婚纱照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雄伟的波浪岩石让

你不禁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D11：珀斯及其周边

可以早起在国王公园迎来在西澳大利亚的第一个清晨，接着驱车来到周

边的天鹅谷，在美丽的葡萄酒庄园体验别样的葡萄酒文化。下午来到另

一个著名的景点—尖峰石阵，再次膜拜在大自然巧夺天工的神手下。

D12：北领地 达尔文 卡卡杜

早上从珀斯飞到北领地，中午到达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下午来到达

尔文旁边的卡卡杜国家公园，欣赏奇特的土著时刻，了解澳洲的土著文化。

D13： 北领地 爱丽斯泉 乌鲁鲁岩—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早上从达尔文飞到北领地南部的爱丽斯泉小镇，接着驱车前往澳洲的另

一大标志性景点—乌鲁鲁岩—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在红色圣石前与感受

光影的魔法手，傍晚参加公园里的“寂静之声”晚餐。

D14 布里斯班

从爱丽斯泉前往布里斯班，来到昆士兰州，在南岸公园感受热带风情，

接着转到袋鼠角，俯瞰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D15 黄金海岸

搭乘火车来到此行的最后一站—黄金海岸。在这个美丽的金沙沙滩上彻

底放松，加入当地人“晒黄鱼”（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行列。享受休

闲假期的最后一日。

D16 返回

从布里斯班搭乘班机回国，结束此次行程。

堪培拉  Canberra
堪培拉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一个年轻的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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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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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主要州府城市——

悉尼和墨尔本的议员为了竞争在联邦中的地位，谁也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时，建一个新首都的建议通过了。1900 年澳大利亚的宪法提出在政府

所在地成立一个联邦特区，1908 年，在考察了二十三个地区以后，议

会选择了海拔 580 米、距悉尼西南 300 公里、面积 2359 平方公里的

一片土地从新南威尔士州划出，成立了澳大利亚首都区。

和其它大的城市用许多公园点缀相反，堪培拉被描绘成一个建在花园里

的城市。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内陆城市的中央是一个11 公里长的人工湖，

它看上去好像是天然形成的一样，整座城市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绿地

占市区面积一半以上，重要公共建筑绕湖而建，这里还拥有第一流的购物、

餐饮、体育和娱乐设施。

由于堪培拉整个城市并不大，游览的景点也比较集中，所以大部分游客

在这里就只花一天的时间，住宿在别的城市。

Sights景点
格里芬湖 Lake Burley Griffin

如果不去格里芬湖，不看喷射式喷泉，就不能说到过堪培拉。格里芬湖

位于国会山和首都山之间，是一个人工湖，湖名来源于规划堪培拉的设

计师格里芬。湖岸周长 35 公里，面积 704 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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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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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在阳光的照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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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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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的南面以首都山为中心，作同心圆向四周辐射街道，是行政区。湖北

面以城市广场为核心，形成一张蜘蛛网，作为住宅区、商业区、教育区。

南北城区隔湖相望，如两盘巨大的葵花绽放，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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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大厦  Parliament House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中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以其

宏伟的建筑结构著称，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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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为停车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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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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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澳洲政坛的中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历史博物馆。

  林又又 旧国会大厦

地址 : The Parliamentary Triangle, Canberra 

费用：参观免费

开放时间 :9:00—17:00，国会召开会议时开得晚些，圣诞节休息。

堪培拉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向公众开放国会大厦的国都。国会召开

期间，各厅提问时间从下午 14：00 开始，众议院休会时间门票

免费，订票可以和警卫办公室联系。

战争纪念馆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位于格里芬湖的北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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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也是战史和军史的教育和研究中心。

纪念馆内有追思堂、展览室、放映厅等，还有二战时有关日本军队的展览，

真正意义深远。

地址：Treloar Crescent, Canberra 2601,

费用 :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 :10：00-17：00 

餐饮Eat

以人口计算，堪培拉的餐馆数目比澳洲任何一个城市都多。在堪培拉下

馆子，就是一次美食旅程。每天都可以尝到不同的欧洲菜式，但也可以

随时找到精美的家乡风味亚洲菜式。一流的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中

国、韩国餐馆遍布城内各处，游客可体会令人兴奋的多元文化饮食精华。

在堪培拉的餐厅，千万别错过品尝当地名产的机会，纯牛奶喂饲的小羊、

纯谷物喂养的牛和彩虹鳟鱼，都是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

市内还有热闹随意的咖啡座，也有创新融汇东西方烹饪风格的菜肴，当

然也少不了需要衣冠楚楚才可进去的高档食府，伦敦环道周围的餐馆较

多，格里芬湖上的晚餐游，也是游客的热门选择。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堪培拉没有国际机场，仅往来澳洲各大城市，如果到国外可以从墨尔本、

悉尼、布里斯班转机。从堪培拉到墨尔本需要 50 分钟，到悉尼需要 30 

分钟。堪培拉机场在城市以东 10 公里，到市区只要 10 分钟左右，从机

场到市区的大部分主要酒店的出租车费用在 10-15 澳元左右，另外除了

出租车费以外还要付 2 澳元的机场附加费，不需要付小费。

火车

悉尼－堪培拉的火车每天有三班。堪培拉和墨尔本之间有堪培拉连接线

和日常的铁路连接线，途中经过 Wodonga。首都连接线一周有三班火车。

汽车

每天都有快速旅游巴士往来于堪培拉和悉尼、墨尔本之间。堪培拉－悉

尼大约需要 4 小时，堪培拉－墨尔本大约需要 9.5 小时。

出租车

堪培拉的出租车一般不在街头随意搭乘，要在出租车等候点乘坐，还可以

电话预约，预约费 65 澳分。出租车的起步价 3.2 澳元，6：00 － 21：

001.193 澳元 / 公里，21：00 －次日 6：00 和周末 1.372 澳元 / 公里。

公交车

ACTION 公共汽车网络在堪培拉有四个中转站，分别是：Belconnon、 

Woden、Tuggeranong 以及中心车站，公共汽车日票可以在车上购买， 

也可以在报刊亭预订。

有长途巴士往来堪培拉各大小镇，搭乘巴士或计程车约需 15 至 20 分钟。

逢星期一至五有电车免费往返市中心商业区。观光巴士来往城中主要观

光区，收费：成人 18 澳元，13 岁以下小孩 8 澳元。

悉尼  Sydney
悉尼位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的发源地，也是这个国

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及大洋洲最大的城市。空间、阳光、自由是悉尼给

人最深刻的印象，这里有绝佳的海景可供欣赏，周边也有美丽的海滩和

茂密的森林可以驱车前往，让你远离城市的喧嚣。看到今日的悉尼，你

或许很难想象，这里 200 多年前还只是一片荒原，经过两个世纪的艰辛

可以在 Acton 渡轮码头附近的 Dobel 游艇出租公司（电话：

2496861 ）租用划桨船、水上单车、滑浪板、独木舟或双体船。

此外，还有湖上游艇巡游。长达九十分钟和有导游介绍的湖上巡

游是每天于上午十时半和下午十二时半从Acton 渡轮码头出发。

星期三至日下午六时及晚上八时更有晚上游艇巡游。

http://www.mafengwo.cn/i/693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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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和经营，它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繁华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有“南

半球纽约”之称。

Sights景点
悉尼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

悉尼歌剧院是由丹麦建筑师 Joern Utzon 设计建造，但令人可惜的是在

歌剧院建成前设计师因为恶意中伤的政治事件就引咎辞职了。这座举世

闻名的贝壳型建筑于 1973 年正式投入使用，虽然叫做悉尼歌剧院，实

际上是包含了音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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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世界顶级演出在这里上演。

地址：Sydney Opera House，Sydney NSW 1225

网址：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homepage.aspx（网站

还有演出票务信息）

开放时间：9：00-17：00( 圣诞节除外 ) 

联系方式：(61-02)92507250

到达交通：乘坐城铁或者市内观光巴士到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站下，

步行 5-7 即可到达

悉尼海港大桥 Sydney Harbor Bridge

悉尼海港大桥是悉尼的标志性桥梁，它和悉尼歌剧院占据了悉尼明信片

的绝大数版面。大桥推出了攀爬活动 (Bridge Climb)，建议在天气晴朗

风速小的日子进行。如果不喜欢攀爬，可以选择参观桥塔瞭望台 (Pylon 

Lookout) 和悉尼海港大桥游客中心 (Sydney Harbour Bridge Visitor 

Centre)，这里有专门的展览和高清电影，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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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城市 日落时分，悉尼大桥和歌剧院

悉尼歌剧院提供官方中文普通话游览项目，每场三十分钟，可以

帮助你更深入了解这个著名建筑。不过需要到楼上导游游览处

（Guided Tour Desk）处预定。

普通话导游服务时间： 9:30、10:15、11:00、11:45、

14:00、14:45、15:30、16:15。

网址：http://www.thesydneyharborbridge.com/

开放时间：10:00-17:00

到达交通：乘坐城铁或者免费巴士到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下车，

步行即可到达

悉尼塔 Sydney Tower

悉尼塔高 305 米，建于 1970 年，是悉尼最高的建筑，修建于西田购物

中心（WestField) 上面。塔的顶部由三个部分组成，250 米处是一个玻

璃外墙 360 度观景台，在观景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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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米高处是一个悉尼塔空中走

廊（sky walk)，但是仅供有预约的游客进行空中漫步 sky walk，另外还

有一个空中旋转自助餐厅，这里你就可以边欣赏悉尼城市美景，边享用

美食。

地址：100 Market St

费用：观景台门票 16 岁以上成人 26 澳元，4-15 岁儿童 15 澳元（更

多门票套餐可以在官网进行查询，另外官网订票还能节省 30% 左右）

网址：http://www.sydneytower.com.au/（网上可以预约空中漫步活动）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 周日 9:00-21:30，周六 9:00-23:00。

联系方式：(61-02)93339222

到达交通：乘坐单轨电车到 City Centre station 站下车

悉尼水族馆 Sydney Aquarium 

悉尼水族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馆之一， 与 1988 年正式对外开放。不

像其他水族馆可以欣赏到海豹、海豚表演，悉尼水族馆并不提供此类观

赏节目。澳洲的海洋生态资源相当丰富，悉尼水族馆中就有 600 多种澳

洲生物，来自包括大堡礁、深海区、塔斯马尼亚海域、岩岸区、红树林、

悉尼港区在内的来自澳大利亚不同地方的海底生物在这里都能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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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步行是体验海港大桥的最佳方式，大桥两端都有通往大桥的

楼梯，人行道在大桥东边。

天狼 悉尼市的水族馆

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homepage.aspx
http://www.mafengwo.cn/i/777383.html
http://www.thesydneyharborbridge.com/
http://www.sydneytower.com.au/
http://www.mafengwo.cn/i/3005578.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05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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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看点：

1、模拟自然居住环境下的鸭嘴兽 (Platypus)。

2、大陆上最大的陆地捕食者——咸水鳄 (Saltwater Crocodile) 及澳洲

龙鱼 (Barramundi)。

3、最小的神仙企鹅 (Fairy or Little Penguin) 和海豹馆 (Seal)。

4、鲨鱼 (Shark) 和鳐鱼 (Ray) 水族馆。

5、礁石触摸池 (Reef Touchpool)

6、礁石剧院，展现了大堡礁色彩缤纷的各种鱼类游弋的迷人景象。

地址：悉尼野生动物园对面

开放时间：9:30-19:00（18:00 后停止入场）

门票：大人40澳元，小孩28澳元（在网上预订门票也有30%左右的优惠）

网址：http://www.sydneyaquarium.com.au/

悉尼野生动物园 Sydney Wildlife World

向澳大利亚本土动物说声“G’day”（澳大利亚打招呼的方式）的最好

方式就是拜访悉尼野生动物园了，这里有着超过 1 公里的玻璃封闭步道，

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野生动物园。这里有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澳大利亚明

星动物，全天都有动物喂养和表演活动，可以和胖乎乎的考拉和傻萌傻

萌的袋鼠来一次亲密接触呢。

地址：Aquarium Pier Darling Harbour, Sydney, New South Wales 

2000, Australia(City Centre)

费用：成人 40 澳元，儿童 28 澳元（在网上订票可以节省 30% 左右）

网址：http://www.wildlifesydney.com.au

开放时间：9:00—17:00

到达交通：乘地铁至 Darling Park station 站下车

澳洲博物馆 Australian Museum

这是世界公认的十佳最顶级展馆之一，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自然历史博

物馆，一共有三层，一层是以介绍澳大利亚土著人历史文明，以及澳大

利亚历史为主，二层是以包括猫眼石在内的矿物标本为主，三层则是以

大型古生物以及哺乳类动物标本为主。最有趣的是一个骨架室，那儿有

不同生物的内部结构展示，此外，千万不要错过观赏“艾瑞克”的机会，

那是一只来自 1 亿 1 千万年前的蛇颈龙，这只蛋白石似的海洋爬行类生

物是从南澳洲尘土飞扬的库伯皮地挖掘出来的。另外博物馆定期更换的

展览都非常杰出，主题通常是有关于环境与文化的传承， 在博物馆周围

的商店内有出售关于澳洲相关书籍、以及特殊的卡片、礼物与纪念品。

地址：6 College Street Sydney NSW 2010 Australia

网址：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开放时间： 9:30-17:00 （除圣诞节） 

费用：成人 15 澳元，儿童 6 澳元

到达交通：从市中心步行或乘坐悉尼观光线路在第 15 站下车，或者搭乘

地铁到博物馆（museum) 站下车。

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悉尼皇家植物园于 1816 年在当时总督 Macquarie 主持下建立，占地

24 公顷，原来是澳洲的第一个农场，紧邻悉尼歌剧院和中心商务区。悉

尼皇家植物园同悉尼歌剧院只隔一道狭窄的海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是澳大利亚游客必去到之地。其中位于植物园北端的麦考利夫人石凳是

眺望悉尼歌剧院与海港大桥的最佳观景点，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明信片就

是在那取景的。

 

地址：Mrs Macquaries Rd, Sydney, New South Wales 2000

开放时间：7:00 至日落；热带中心 10:00-16:00

网址：http://www.rbgsyd.nsw.gov.au/

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 Art Gal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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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列着澳洲境内最优秀的艺术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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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艺术馆有三层展室处于地下，从外观看整体建筑不很高大，但雕刻

精美的外部结构以及围绕整个建筑物的华丽石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艺

术馆的大门在四楼，进入明亮的大厅两侧分别为 19 世纪欧洲和澳大利亚

美术展和 20 世纪澳大利亚美术展。19 世纪欧洲美术展馆里珍藏着许多

优秀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惠斯特勒的《银灰的夜景》和印象派大

师毕加索、莫奈以及劳特雷克的作品。19 世纪澳大利亚美术展室内陈列

着代表澳大利亚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其中 E. 格朗勒的《春天的霜冻》

曾获 1919 年度怀恩杯大奖。

三楼是亚洲和大洋洲美术品展示。其中来自中国、印度、日本的雕塑、

陶瓷、绘画作品占有较大的比例。其中中国唐代的的兵马俑、汉代的瓷

塔、佛像等珍贵文物表现出中国的灿烂文化渊源。二层是现代艺术展馆，

展出了很多现代艺术大师的大作。

胡小云 

天狼 从悉尼皇家植物园看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

http://www.sydneyaquarium.com.au/
http://www.wildlifesydney.com.au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http://www.rbgsyd.nsw.gov.au/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05578.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05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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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馆的第一层展示着原始土著居民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这里收藏

着澳大利亚最丰富的土著和特里海峡岛民的艺术作品。这些收藏于 20 世

纪 30 至 40 年代的作品充分反映出古老的土著民与这片土地的联系。一

些著名的当代土著民艺术家的作品反映了现代土著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

状态。

地址：Art Gallery Rd | The Domain, Sydney, New South Wales 

2000, Australia (City Centre)

费用：参观不用门票，但是如果要参加某个特定的展览就需要购买门票

入场了。

网址：http://www.artgallery.nsw.gov.au/

开放时间：每周四至下周二：10:00-17:00；周三： 10:00-21:00

到达交通：乘坐悉尼探险者红色大巴（Sydney Explorer）可直达

海德公园 Hyde Park

位于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初建于 1810 年，已经近 200 年的历史，

那里有大片洁净的草坪，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是悉尼当地人休闲的一

个好去处。公园的中心是一个设计独特的喷水池，即阿奇博尔德喷泉

（Archibald Fountain）。该喷泉是 1932 年为纪念澳大利亚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所做贡献。

悉尼海德公园是以伦敦海德公园命名的，在 1810 年时，悉尼海德公园

便已经成为伦敦样式公园的典范。不过，那时的海德公园要比现在大好

几倍。因为这片绿地当时还被用作军队的操练场，后来还作过赛马场、

板球场等其他体育场地。　

海德公园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整个公园内拥有近 580 棵树，海德公

园的林荫道也因此而出名。不少悉尼人都喜欢来这个公园散步健走。

地址：Macquarie St | Darling Harbour Visitors Centre, Sydney, 

New South Wales2000, Australia

开放时间：10：00-17:00

到达交通：地铁坐到博物馆（Museum) 站

胡小云 海德公园的喷泉

圣玛丽大教堂  St Mary's Cathedral

悉尼海德公园附近的圣玛丽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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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始建于 1821 年，而天主教神父正式来到澳大利亚是在 1820 年，

因此圣玛丽大教堂又被称为澳大利亚天主教堂之母 (Mother Church 

of Australian Catholicism)。1865 年修建中的大教堂毁于大火。重

建工程于 1865 年开始，耗时 60 多年，于 1928 年完成。1998 年至

2000 年，加修教堂的尖塔。大教堂长 107 米，前塔和尖塔的高度为

74.6 米。圣玛丽教堂气势雄伟恢宏，内部庄严肃穆。

教堂地下墓穴的马洛哥神父地板图案，是以创世纪为主题的，由彩色的

碎石镶嵌而成，因手工十分精巧而闻名世界。它不仅是过去的宝贵遗产， 

也是今天整个城市和国家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址：cnr College St & St Marys Rd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10:00-16:00

网址：http://www.sydney.catholic.org.au

达令港（情人港） Darling Harbour

达令港又叫做情人港。位于悉尼市中心的西北部，距中央火车站 2 公里

并和唐人街相连。达令港内由港口码头、绿地流水和各种建筑群组成。

其中有各种娱乐、展览中心，酒吧、餐厅以及购物中心。尤其是到了晚上，

码头灯光亮起，两岸火树银花，特别好看。

达令港每周六晚上 8 点半会有音乐焰火表演，可以前去观赏。

到达交通：乘地铁至 Darling Park station 站下车

达令港 IMAX

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一块 IMAX 屏幕，即使坐在最后一排用相机拍也不

能完全将屏幕拍下来。

地址：31 Wheat Road ,Darling Harbour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imax.com.au/（网站有每天电影放映时间及订票信息）

胡小云 圣玛丽大教堂

http://www.artgallery.nsw.gov.au/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http://www.sydney.catholic.org.au
http://www.imax.com.au/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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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海滩 Bondi Beach

胡小云  邦迪海滩

如果想了解当地人是如何享受生活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邦迪海滩， 邦

迪海滩原名意为“翻动潮水的噪音”，非常恰当地描述了这个海滩。 每

逢阳光明媚的日子，许多悉尼人就会聚集在邦迪海滩上享受阳光的沐浴。

邦迪海滩与悉尼的其他海滩一样，海浪很大，不太适合游泳。多数的游

人或趴在海滩上晒太阳或冲浪。

怎么玩：沿着邦迪到库吉的悬崖观景路而行，一路上可以慢慢闲逛、游

游泳， 还可以到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咖啡。在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精

致优雅的邦迪凉亭（Bondi Pavilion）里品尝一客鲜奶冰淇淋。 观看邦

迪海滩救生员开展救生演示活动，甚至还可以亲身参与。 在悉尼的标志

性场所之一邦迪冰山（Bondi Icebergs）游泳池戏水。 日落时一面领略

壮观的大海美景，一面享受邦迪海滩上众多餐馆的诱人美食。

到达交通：可从市区搭乘 Bondi 线城铁到终点站 Bondi Junction，下

车后就是公车转乘中心，在 A 站牌转乘 380 路公车，大约 15 分钟就可

以到邦迪海滩。

周边

曼利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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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悉尼人

最钟爱的海滩，也是著名的富人区。这里是悉尼人最钟爱的海滩，它绝

对不只是有阳光、大海和沙滩而已。 除了五星级的自然风光，这里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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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巧而完美的谢利海滩 (Shelley Beach)：就在曼利海滩的南边。 从曼

利镇漫步到斯比特桥 (Spit Bridge)，花上半天时间，沿着海滩悠然而行， 

一路穿过公园和丛林，越过悬崖峭壁和海边荒地，这可是一段经典的旅

程。 曼利工艺品市场是一个热闹的周末集市，您可以去那里淘一些蜡烛、

木制品、皮件、珠宝、陶器、画作和玻璃制品等。 到曼利潜水中心（Dive 

Centre Manly）学习潜水，课程丰富多样，各种水平的人都能找到合适

的课程，此外还提供配有教练的船潜和岸潜项目。 当地富有传奇色彩的 

Shakespeare‘s Pies 店，是悉尼 2000 年奥运会官方指定的派供应商。

交通：从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的 2，3 号码头搭乘豪华气派的曼

利（Manly）渡轮，一个半小时即可抵达曼利码头（Manly Wharf）。

曼利海洋世界 Oceanworld Manly

饱览整个海底世界， 如果胆气过人，不妨试试 Shark Dive Xtreme（终

极鲨鱼潜水）– 与鲨鱼来一次亲密接触。

地址：The Esplanade Manly Cove, Manly, NSW 2095

开放时间：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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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郎加动物园 Taronga Zoo

泰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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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种类跟市内的差不多，澳大利亚国宝这里也都有，每天还会有不同的

动物表演。这个动物园之所以比较出名是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动

物园里可以俯瞰整个悉尼港，悉尼歌剧院就在它的斜对面。

地址：5 月至八月：9:30-16:30；9 月至 4 月：9:30-17:00

费用：16 岁以上成人 46 澳元，4—15 岁儿童 23 澳元，4 岁以下儿童

免费（可以在网上提前购票）

网址：www.taronga.org.au

开放时间 :5 月至八月：9:30-16:30；9 月至 4 月：9:30-17:00

到达交通：在环形码头 2 号码头乘船前往，大约 12 分钟到达。

蓝山 Blue Mountains

蓝山 (Blue Mountains) 位于悉尼以西 104 公里处。顾名思义，这里整

个景区的空气中弥漫着由桉树树脂挥发出的蓝光，蔚为奇观，每年吸引

着大量游客来访蓝山。国家公园环绕蓝山山脉内多处度假中心和村落，

风景秀丽。蓝山的中心点是卡顿巴 (Katoomba)，著名的观光点有辽阔

的丛林景观、峡谷、瀑布，壮观的石柱群，以及位于回声谷 (Echo 

Point) 的三姐妹峰 (three Sisters) 等。在观光铁路建筑物内，还有边缘

超阔银幕电影院 (The Edge Maxvision Cinema) 播映特大银幕 IMAX 

电影， 介绍蓝山的荒漠经验。区内除自然景色外也有体现怀旧情感的一面，

景区内的建筑物多半都是建于 19 世纪，所以传统的英式茶室和古董店比

比皆是。

三姐妹峰是十分稀有的地理奇景，是蓝山的标志。这三块巨石，是源自

当地土著一个有关三姐妹的传说。传说三个姑娘都长得非常漂亮，山中

rebecca1 哈，终于看到了我大爱的长颈鹿

http://www.manlysealifesanctuary.com.au/
www.taronga.org.au
http://www.mafengwo.cn/i/2893217.html
http://www.mafengwo.cn/i/2893217.html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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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魔王听说了就想得到她们。为躲过魔王的劫难，姑娘们找到魔法婆婆

把她们变成石头。魔王知道后，杀死了魔法婆婆，于是三个姑娘再也变

不成人，永远成了岩石。

在蓝山除了可以乘坐空中缆车或观光火车游览峡谷的奇丽景色，还可以

参观位于卡顿巴西南 80 公里的珍罗兰山洞 (Jenolan Caves)。

看点：到蓝山国家公园观看壮丽的蓝山景色和优美的瀑布，或者去回声

谷的三姐妹峰欣赏大自然景色。 可以乘坐全球坡度最大的观光火车到谷

底参观。乘坐登山缆车横越Jamison Valley 并俯瞰整个蓝山的秀丽风光。 

策马奔驰于河岸旁或穿越森林。

冬天山里景致会稍微差些，温度也比市区要冷。去的时候请做好

防寒措施。

到达交通：

1 从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乘坐 intercity 的 blue mountain line

线，在 12 和 13 号月台上站 ( 具体发车时间表大家请在 http://www.

sydneytrains.info 官网上查询，两个小时到 Katoomba，出站后走 50

米转乘叫 Blue Mountain Trolley Tours 的周游蓝山的观光车即可到达。

2. 自行驾车，只需沿着 Parramatta Road 及 M4 公路前往。　　

3. 乘坐每日有定期班次来往悉尼及蓝山之间的城市连接(Citylink) 巴士。

4. 参加悉尼市内旅游巴士公司主办的 1 天或 2 天的旅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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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2 小时左右车

程），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一个河谷，澳大利亚最出名的酿酒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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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产自

这里。超过 120 个酒庄使得这里成为了当地人除了海滩最喜爱的休闲胜

地。从 1 月底开始的夏季是猎人谷葡萄酒收获的季节，那个时候去你会

发现整个河谷都沉醉在葡萄酒的香气里。不少酒庄还会给游客免费品尝，

喜欢的还可以买几瓶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到达交通：自驾前往：越过海港大桥遵循交通标志朝北开往太平洋高速公

路（Pacific Highway）。抵达太平洋高速公路后，继续向前行驶至 F3

入口—1号国家高速公路（National Highway 1），在切斯诺（Cessnock）

出口下交流道。看着路标开往猎人谷葡萄酒区 / 葡萄园（Hunter Valley 

Wine Country / Vineyards）

胡小云 蓝山

住宿Sleep
悉尼的住宿十分完善，从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到经济型的旅馆设施都很齐

备；无论是市中心还是海滩上都可以找到让你满意的酒店或旅馆。每年

的 11 月到次年的 2 月为澳大利亚旅游旺季，所以旅馆的价格（特别是

海边的住宿）会上涨 40% 左右，相反在冬季的时候价格则比较便宜。出

游的时候不妨错峰而行。

Quay Grand Suites Sydney 

位于环形码头，拥有带私人阳台的时尚公寓。酒店设有一座室内游泳池、

配备齐全的健身房和桑拿浴室。酒店地理位置优越，距离悉尼歌剧院仅

300 米，距离海港大桥（harbor bridge）有 5 分钟步行路程。

地址：61 Macquari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2)92564000 

参考价格：1 卧室公寓 459 澳元 / 晚

罗素酒店 Russell Hotel 

位于悉尼历史悠久的岩石区的中心地带，步行 2 分钟即可到达悉尼海港。

Russell Hotel Sydney 建于 1887 年，酒店保留了原来典雅古典的装修

风格，采用传统风格的家具来装饰，房间内还配有了开放式的壁炉或半

圆型窗户。酒店周围聚集着悉尼最古老的酒吧，充满了浓郁的旧时代气

息和迷人魅力。

地址：143a George Street, The Rocks Sydney NSW 2000

联系方式：(61-02)92413543 

参考价格：标准双人间 169 澳元 / 晚

悉尼别墅酒店 Pensione Hotel 

坐落在悉尼充满活力的娱乐和剧院区中。酒店大楼有着受保护的美丽文

化遗产外观，提供精品室内设计、迷人的热情服务和无可比拟的超值价格。

Pensione Sydney 酒店参照原有的欧洲酒店修建，结合了 20 世纪初的

原有建筑特色和现代化的设计及柔和的色调，营造了一种温暖、别具吸

引力的氛围。房间有点小，但是前台服务很热情，会给出很多很实用的

旅游建议。

地址：631-635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2)92658888 

参考价格：双人间 174 澳元 / 晚

悉尼中央青年旅舍 Sydney Central YHA 

这个获得过“5 星级背包客酒店”的旅舍位于一栋受保护建筑内，在悉尼

中央车站的对面。客人可以从屋顶户外区欣赏这个城市的迷人全景。旅

舍设有共用宿舍以及私人房间，还设有温水游泳池、桑拿浴室，此外还

有自己的旅行社、咖啡厅、餐厅和烧烤设施，经常会组织“电影之夜”、

“市场之旅”一系列丰富的活动。

地址：11 Rawson Place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2)92189000 

参考价格：双人间 136 澳元 / 晚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http://www.mafengwo.cn/i/860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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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Eat
悉尼是海港城市，品尝海鲜自然是很好的选择。除此之外，在悉尼不论

你是哪国人，几乎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口味，从希腊、意大利、法国

等欧洲国家的风味，泰国、中国、日本、越南、韩国、印尼等亚洲国家

的料理，比比皆是。这里的蔬菜水果品种繁多，而且新鲜价廉，牛羊肉、

海鲜也是新鲜美味，到悉尼大可以一饱口福。

码头餐厅 Quay Restaurant

码头餐厅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餐厅。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从

这家餐厅欣赏悉尼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的壮观风景。这里菜肴为法式

西餐风格，味道以回归自然的质朴为基础，用料和口感都堪称完美。

推荐：雪蛋 (Snow Egg)、海洋珍珠 (Sea Pearls)、蟹粥 (Mud Crab 

Congee)。

餐厅非常受欢迎，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

地址：Upper Level, Overseas Passenger Terminal, The Rocks

联系方式：(61-2)92515600

鱼市 Fish Market

鱼市场分两个部分，一个海鲜售卖区，一个食品加工区。一般大家都会

去食品加工区，直接在那点餐就可以吃。那里所有的海鲜都是当日捕捞的，

特别新鲜。你也可以点了餐拿到外面坐在海滩边上吃。

地址：Bank St | Pyrmont, Sydney, New South Wales 2009, 

Australia (City West)

营业时间：7:00-17：00

到达交通：搭乘轻轨到 Fish Market 站下车

Tetsuya's 

从 2002 年起， 来自澳大利亚的 Tetsuya's 每年都被 Restaurant 

Magazine（餐厅杂志）评选为“ 世界五十最佳餐厅” 之一， 亦屡获

Sydney Morning Herald 颁予的“三顶厨师帽”的最高荣誉，更多次

被选为澳大利亚全年最佳餐厅。优雅的日本庭院式环境自不必言，食物

也是日式菜色所必要的新鲜为上佳。Tetsuya’s 菜色以日本料理为基础，

创意法式料理为延伸，两者巧妙融合，成为独具一格的法式日本料理。

地址：529 Ken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rebecca1 冷拼盘最为畅销

联系方式：(61-02)92672900 

The Sardine Room 

一家现代的海鲜小餐馆，2007 年一月开业以来大受欢迎，食客不断，

这家餐厅的特点是非常地道的海鲜品质加上同样地道的价格。餐厅对于

举办小型派对也十分拿手，可以说是一家拥有专业团队水平的海鲜餐厅。

地址：2/31-35 Challis Avenue Potts Point NSW 2011,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2)93577444 

Icebergs

Icebergs 坐落在悉尼最著名的悬崖游泳池上方，这可是邦迪海边数一数

二的酒吧餐厅，在这里你可以伴着海浪声慢慢享用一杯香槟，可以细细

品尝顶级的澳洲和牛肉，相信清新别致的风格以及精致的地中海菜一定

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用餐体验。

地址：1 Notts Ave, Bondi Beach

联系方式：(61-02)93659000

悉尼塔自助餐 Sydney Tower Buffet

这是一家现代化的自助餐厅，环境时尚典雅、舒适，有 40 余种新鲜烹制

的菜肴可供选择，如鲜嫩多汁的海鲜料理、现代澳式料理、意式日式以

及泰式料理等。你可以一边品味佳肴，一边以360度视角欣赏悉尼的夜景，

美到眩晕。

地址：Westfield Sydney Pitt Street, Sydney NSW

Pancake on the rocks

网上人气颇高的餐厅，在悉尼有两家分店。餐厅以 pancakes 甜品出名，

各种肋排也让人赞不绝口，尤为推荐烤牛肋骨(beef ribs)和猪肋骨(pork 

ribs)。而且这里是 24 小时营业的，夜里要是饿了可以来这哦。

网址：www.pancakesontherocks.com.au

岩石区店

地址：4 Hickson Rd，The Rocks

联系方式：(61-02)92476371

营业时间：24 小时

Rmina 巧克力 pancake

http://www.mafengwo.cn/i/2893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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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令港店

地址：shop 230 Harbourside shopping center,Darling Harbour

联系方式：(61-02)92803791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 7:00-23:00，周五、周六 7:00 至午夜

购物Shopping
说起时尚与购物，你会马上想到巴黎、纽约、东京、香港……至于悉尼， 

恐怕很难进入你的视界。其实，悉尼也是购物的天堂。悉尼除了阳光， 

海滩和歌剧院，还有各色各样的购物场所。悉尼市内几乎每幢大楼都有

地下走廊购物市场，主要购物地集中在市中心岩石区、达令港、乔治区、

伊丽莎白街一带。一般营业时间通常是周一至周五 9：00 ～ 17：30， 

但是在市区的很多商店，特别是在主要观光点的商店都是每日营业。每

年的 7 月和 8 月，以及圣诞节都是商场的折扣期，购物狂可以在这段时

间大淘特淘。

购物地推荐

维多利亚女王大楼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QVB） 

维多利亚女王大楼是悉尼的标志。这座独具匠心的建筑杰作是市内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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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顾客在这座富

有浓浓古典风格大楼中购物成为一种特别的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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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455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2)9264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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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集中了

最多的澳洲一线名牌及 130 多家精品专卖店 , 为你提供全世界最高级的

商品及最优质的服务。

地址：Pitt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2)92860111 

黑釉勺子 不仅是购物天堂，还充满艺术气息，透着优雅与华丽

西田购物中心 Westfield

位于悉尼塔底部，定位是中高端，里面奢侈大牌云集，还有不少潮流好货，

全方位满足了爱逛街女性的所有需要。

地址：Westfield Sydney Pitt Street, Sydney NSW

特色市集

岩石区假日市集

对于购物狂来说，身在悉尼而不到岩石区市集一趟，就等于空手走出宝山。

该市集座落于充满 19 世纪古典建筑群中的岩石区，逢周末及周日，小街

道都会架上帐篷，变身成为一个集合 140 个摊位的市集。出售的产品非

常讲求品质，并不是一般随街有售的大路行货可比，原石雕出来的艺术品、

原木雕成的器皿、手制的染色玻璃用品、手绘的布袋和台布等。市集营

业期间，岩石区大小街巷皆有音乐与歌唱表演，令四处洋溢着节日的气

氛！ 

地址：55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开放时间：每周末 10：00-17:00

联系方式：(61-02)924087174 

帕丁顿集市 Paddington Market 

想在悉尼买一些独特的礼物，绝对应该去帕丁顿集市。帕丁顿市集位于

被誉为悉尼最“别具风格”的街道牛津街上，整个广场附近有 250 多各

摊位， 出售手工艺品、皮制品、饰品、珠宝设计、各种杂货等等，有时

候还有些街头艺人当街表演，当地居民比较喜欢光顾这里。

帕丁顿市集上的商品有全新也有二手货，购买前可以向卖主询问

清楚。澳洲店内商品一般不能还价 , 但市集商品可以和卖主商讨

价格 , 一般来说 , 在市集即将结束交易前卖主会全面降低价格 , 但

一些独一无二的商品还是需要买家先下手为强。

挑选商品的时候最好选择有本地特色的东西 , 一般市集上都会有

不少华人或亚洲人出售小商品 , 他们的进货渠道大都是中国大陆

地区 , 因此如果你想买点东西留作纪念或赠送他人 , 千万小心不

要用几倍的价格买了在中国小商品批发市场随处可见的便宜货。

地址：395 Oxford Street Paddington NSW 2021, Australia 

开放时间：每周六 9:00-16:00

胡小云 

http://www.mafengwo.cn/i/2840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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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61-02)93312923 

邦迪海滩市集 Bondi Beach Markets

每到周日，邦迪当地都会举办海滩跳蚤市场，你可以买到精致的珠宝首饰，

手工艺品以及复古服装，这些商品都是仅此一家，很多还都是孤品。当然，

这也是融入当地人生活的好途径。

地址：在邦迪海滩边 GOULD ST 上

娱乐Entertainment

攀爬海港大桥

这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澳大利亚人爱玩，所以才会想

出了要攀爬这个绰号为“大衣架”的世界上最大的拱桥，这也是世界上

唯一允许游客爬到拱桥顶端的大桥。最难忘的是在距离水面 147 米的高

处遥望悉尼歌剧院，这个角度绝对独一无二。悉尼大桥还有许多重要的

意义，她是连接港口南北两岸的重要桥梁、是悉尼歌剧院明信片的完美

背景、也是摄取港口全景的绝佳地点。

费用：攀爬大桥的价格根据每天不同的时间以及攀爬过程体验内容的不

同划分为很多种，总体价格在 198-298 澳元

网址：http://www.bridgeclimb.com/

开放时间：9:00-19:00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悉尼包裹着一个港口，内部延伸到广袤的大陆，这就决定了悉尼交通的

多样性。海陆空通道畅行无阻。其中悉尼空港更是连接澳大利亚国内外

的重要交通枢纽，不少游客都会选择悉尼作为他们澳大利亚之行的第一

站。从悉尼到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方便。悉尼的交通规划十分完善，基

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游观光巴士或者观光渡轮就能去到想去的景点，

如果不想受固定发车时间限制，自驾车也是不错的选择。

飞机

悉尼国际机场是澳大利亚，也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大航空港，有世界各大

洲直飞悉尼国际航班和以及密集飞往达尔文、佩思、墨尔本、凯恩斯、

黄金海岸、阿德莱德及塔斯马尼亚岛等地的国内航线。飞往悉尼的本

土航空公司主要有： Qantas、Jetstar、Virgin Blue。比较推荐乘坐

Qantas，座位比较宽敞，服务也比较好。

悉尼国际机场

悉尼国际机场是一个世界水准的国际机场，拥有规模不小的商业区，一

些小礼物的价格（如绵羊油）和市区相差不太大。与此同时，悉尼机场

国际候机楼还设有一系列可以供儿童游乐的设施，包括儿童电影院等，

让您可以放心地享受购物的乐趣。

作为澳洲最大的机场，悉尼机场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服务：金色大使。旅

客可以在候机楼内随处找到他们。金色大使的主要职责包括：为旅客和

访问悉尼机场的所有客人提供服务；为顾客提供准确无误的路径方向等

等。担任悉尼机场金色大使的人员来自悉尼的各行各业，他们当中的许

多人都曾经在海外居住，不同成员所能说的语言加起来至少有15 种之多。

地址：mascot,Sydney,NSW

网址：www.sydneyairport.com.au

联系方式：(61-02)96679111 

到达交通：

1 AirportLink( 机场火车服务 ) 

乘坐机场火车是前往悉尼市中心最便捷的，每十分钟就有一班火车，而

只需要 13 分钟就可以到达市区。国内机场出发的火车直接进入 City 

Circle( 市区内环线 ) ，包括 Central 站 , Museum 站 , St James 站 , 

Circular Quay 站 , Wynyard 站以及 Town Hall 站。

2 Airport Express( 机场特快班车 ) 

绿色和金色的 AIRPORT EXPRESS( 机场特快班车 ) 在国内、国际机场， 

以及市区和 Kings Cross 之间有多条运行路线，票价：单程为 7 澳元， 

往返 12 澳元 ( 含 GST 商品及服务消费税 )，运行时间 5:00-23:00。

3 此外，还有酒店巴士及直达车服务，都可以将你从机场带往悉尼市区。

火车

在澳大利亚乘火车出行不是很普及，因为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乘坐火车

一般都需要花费 1 天以上的时间。但是对于旅行时间充分，想要欣赏沿

途风光的游客来说，乘坐火车还是非常适合的，它能让你更好的了解澳

大利亚自然风光。

澳大利亚的铁路由 5 大公司运营。首先是基本上运营州内火车的公司，

它们分别是新南威尔士州的 CountryLink、维多利亚州的 V/Line、昆士

南州的 Queensland Rail、西澳的 Trans WA。此外还有州与州之间运

营的洲际火车大南铁路。这 5 家铁路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几乎所有火

车预约在全国各地的车站都可以进行。CountryLink 的洲际和地区服务

在悉尼的主要终点站是中央火车站，可以通过电话询问信息、预订和到

达 / 出发时间。

中央车站

中央车站是悉尼的交通枢纽，也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车站。它拥有几

乎全部城市铁路的服务，和一些前往新南威尔士各城镇的铁路服务。车

站已有 100 多年历史，曾经历过无数重要的历史时刻，如在第一次参加

世界大战的澳大利亚军队就在这里发生暴动，现时你在车站的 1 号月台

的大理石柱上，仍然可以清晰见到一个子弹痕迹。

地址：City Circle,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Inner 

West)

联系方式：(61-02)93791777

  天狼 中央火车站

http://www.bridgeclimb.com/
www.sydneyairport.com.au
http://www.mafengwo.cn/i/3005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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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轮

乘坐渡轮是游览悉尼港湾的最好形式，其航线覆盖整个悉尼内港，从中

央环形码头出发，有去往曼丽、北悉尼、莫斯曼，直至帕拉玛塔河上游

深处各地航班，途中尽可观赏悉尼港美丽的风光。具体渡船信息请查阅

网站：www.sydneyferries.info

环形码头

环型码头为悉尼最主要的客运码头，2 号码头有快速汽船前往曼利海

滩；3 号码头则为普通渡轮前往曼利；4 号码头出发前往北悉尼为主；

5 号码头有渡轮前往泰郎加动物园 (Taronga Zoo) 和达令港 (Darling 

Harbour)；6 号码头则有库克船长观光船定期出航游悉尼湾。

地址：Sydney Cove,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City 

Centre)

出租车

悉尼出租车很多，除繁华街道和热门的旅游景点，在街上流动的出租车

很少，不容易叫到，要到市内标示有 TAXI STAND 的乘车处搭乘。出租

车也是打表的，不同运营公司起步价也会略有不同。参考价位：市区周

边区域起步价为 3.5 澳元，每公里加收 2.14 澳元；预约车费为 2.4 澳元，

高峰时段起步价会提高；夜间搭乘（22:00-06:00) 按夜间票价计算，需

增收 20% 车费。如果路过海港大桥和隧道还得支付过路费。

出租车公司查询网站：http://www.nswtaxi.org.au/book-a-taxi.php

观光巴士

悉尼观光巴士（Sydney Explorer）

红色敞篷的悉尼观光巴士可以带你轻松游览 26 个悉尼最出名景点，包括

歌剧院、皇家植物园、麦考利夫人之椅、英皇十字区、岩石区、达令海

港等等。你可以随时上下车，然后乘坐下一班车。每一辆悉尼观光巴士

都有空调及车上解说，让你更深入的了解悉尼迷人的历史及文化。第一

班车在 8:30 从环形码头出发，每间隔 15-20 分钟左右有一班车。 

邦迪及海岸观光巴士（Bondi and bay Explorer）

乘坐蓝色的邦迪观光巴士你可以参观到 19 个悉尼最美丽的海港及冲浪海

滩，从海港的海岸线一直游览到悉尼富裕的东部市郊，及著名的邦迪海

滩。第一班车在 9:30 从 Eddy Avenue 出发，最后一班“环程旅游”是

在 16:15 从环形码头出发，最后一班会在 18:15 回到环形码头，期间每

30 分钟有一班车。

网址：http://eng.bigbustours.com/sydney/home.html

费用：1 日票：成人 36.78 澳元；儿童 22.99 澳元

      2 日票：成人 55.16 澳元；儿童 36.78 澳元

观光巴士途经站点：

Circular Quay

Woolloomooloo Bay

Kings Cross

Top of Kings Cross

Rushcutters Bay

Double Bay

Rose Wharf Bay

Rose Bay Convent

Vaucluse Bay

Watsons Bay

The Gap Park

Bondi Beach

Bronte Beach

Coogee Beach

Royal Randwick Racecourse

Fox Studios

Oxford Street

Hyde Park

Martin Place

公交车

悉尼公交车线路发达，与国内不同的是，每条线路都有各自的时刻表，一

般隔 15 分钟会有一辆车。公共汽车的主要站点是环形码头，Wynyard 

Park 公园和铁路广场。邦迪、库吉和北部一些地区只有公共汽车能到。

可以从报摊、汽车换乘站的商店买票，或上车的时候向司机购票。若已

经买票的在门口的验票机上验票。票价 2-4.3 澳元，分区买票。

线路查询网址：http://www.sydneybuses.info/routes

城市铁路

城市铁路地上和地下部分都有。车子是双层列车，干净舒适 , 是悉尼当地

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城市铁路来往各大小镇，乘火车所需时间与巴士

差不多，路线也相同，悉尼市内的中央火车站、市会堂火车站等列车车

次齐全，候车方便。

票价：市区坐车，包括去邦迪海滩，单程票价都是3.6 澳元。购买城铁车票，

按 5 个里程段进行计算，最高不超过 8.4 澳元。

网址：http://www.sydneytrains.info/timetables/#landingPoint ( 这

个网站包括了详细的列车班次以及费用信息。还能直接输入起点和目的

地为你做路线规划。）

交通劵

如果出行的时候以公共交通为主，悉尼有包含多种交通方式的 MyMulti

交通劵，可在整个大悉尼区内的所有悉尼巴士和私营巴士、轮渡上无限

次使用（包括转车），外加在城铁三个行驶区的一个区内无限次使用。

根据不同区域分为 MyMulti1、MyMulti2、MyMulti3，有周票、月票、

季度票和年票 4 种。根据所搭区域和期效不同，价格也从 23 澳元到

2444 澳元不等。 MyMulti Weekly（周票）可在车票代售处、中央商

务区的 TransitShop 商店、悉尼火车和悉尼轮渡售票窗口购买。月票、

季度票和年票仅在悉尼各火车站出售，也可以在网上购买。

所有巴士、城铁、轮渡等交通信息都可在交通信息网查询。

网址：http://www.131500.com.au/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www.sydneyferries.info
http://www.nswtaxi.org.au/book-a-taxi.php
http://eng.bigbustours.com/sydney/home.html
http://www.sydneybuses.info/routes
http://www.sydneytrains.info/timetables/%23landingPoint
http://www.131500.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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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Tours

悉尼四日游

线路特色 : 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情之旅。

D1：岩石区→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与领地区

上午参加攀爬海港大桥游览， 在悉尼海港大桥 (Sydney Harbour 

Bridge) 最高处观看日出。然后在岩石区和附近的环形码头逛逛，在标

志性建筑——悉尼歌剧院拍照留念。 下午徒步走过郁郁葱葱的植物园

(Botanic Garden)，在 被绿色植物覆盖的公园里走走逛逛，最后到麦考

利夫人石凳上，远眺歌剧院与海港大桥，摄影留恋。

D2：蓝山→达令港

今天游览有澳洲大峡谷之称的蓝山国家公园。蓝山位于悉尼以西约 110 

公里处，可在市区中央车站搭乘火车，到达公园后，建议搭乘观光缆车

深入 300 米、斜 52 度的谷底探奇，此缆车为最早开采煤矿所制成的特

殊交通工具，山势壮丽、美不胜收，最后再乘坐登山缆车俯览整个蓝山

的秀丽风光。 晚上可以乘坐游船游览悉尼海湾，一边在船上享用丰盛的

西式晚餐，一边欣赏如诗如画的两岸风光，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物：

悉尼歌剧院、悉尼大桥、悉尼塔一一尽收眼底…… 游船完毕可漫步于美

丽的达令港，这里令人目不暇接的美食、购物、娱乐场所应有尽有。

D3：悉尼野生动物世界→悉尼水族馆

若想要得到在澳大利亚探险的真实体验，其实不必走遍整个澳洲。悉尼

野生动物世界让您有机会在达令港中心地带就能看到各种各样奇异的澳

大利亚动物。然后到悉尼水族馆参观。悉尼水族馆个主体建筑在达令港

水面下。这里汇集了澳洲 5000 多种水底生物，其中鲨鱼种类之多，世

界排名第一、第二，此外，还有世界最大的鸭嘴兽。还可以搭乘单轨列

车环游悉尼市中心，尽情欣赏都市美景。

D4：邦迪海滩

上午乘巴士前往著名的邦迪海滩 (Bondi)，在那里游泳、逛商店或者在海

滩进行日光浴，俯瞰冰山 (Icebergs) 游泳池品尝早午餐，并尝尝那里的

炸鱼薯条。如果赶上夏季的周末，这里有各类冲浪活动，运动员们轮番

上阵表演； 有非正式的乐队在岸上声嘶力竭地演唱；有民俗活动、艺术

展览活动等。如果有时间可以从邦迪步行 2 小时到库吉，沿途风光优美。 

下午：沿蜿蜒的悬崖徒步来到布朗特 (Bronte)，在繁忙的海滨咖啡馆中

喝杯咖啡。 晚上返回城里到唐人街 (Chinatown) 享用一顿盛宴，回房间

整理行李。

墨尔本
如果说悉尼是南太平洋的纽约，那墨尔本则可说是伦敦，古典和现代一

样不缺。这是一座微笑的城市，随处可见和善的笑容，及浓浓的人情味。

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除了以墨尔本杯赛马，澳网公开赛闻名于

世外，她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电车以及时装、美食、戏剧、画廊、枝稠

叶茂的花园等也让大家流连忘返。

墨尔本城市节奏缓慢而悠闲，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三大城市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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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s景点
墨尔本景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墨尔本市内以及周边地区，包括大洋

路在内的自然景观。市内景观多以文化历史体验为主，而周边的更多是

以亲近大自然为主题了，而且大多比较适合自驾游。不妨以联邦广场为

起点，开始你的墨尔本之旅吧。

联邦广场 Federation Square

联邦广场是维多利亚州最精密、最庞大的建设项目之一，结合了先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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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艺术、活动、消闲、观光和露天场地各种功能，

是一个独特的市民聚集地和文化活动中心，被国际公认为全世界的大型

公共广场之一。

地址：Corner Swanston and Flinders Streets,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federationsquare.com.au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有轨电车弗林德斯街站

弗林德斯街车站 Flinders Street

弗林德斯街车站建于维多利亚时代，是墨尔本的第一个火车站。站在标

志性的墨尔本火车站大钟下，感受游客和墨尔本当地人历经数代在这里

的来来往往。从这里乘坐火车，离开墨尔本市区去旅游探索；或加入旅

游团，深入了解福林德街火车站这座宏伟建筑的悠久历史；亦或去车站

下面逛逛，看看陈列在坎贝尔拱廊中包罗万象的展览。 

地址：Flinders Street

到达交通：有轨电车福利德斯街站

用时参考：30 分钟

1 每个星期六的 11:00-17:00，在联邦广场的 Atrium 中都会举

办图书集市 (The Book Market)。这个每周一次的图书集市延

续了墨尔本优良的文学传统，云集在此的新书和二手书的书商，

其所售书籍也几乎涵盖了各种文学体裁和风格。 捧一杯咖啡，吃

点简单的小食，打开新买的书，享受一下午悠闲的阅读时光。

2 每个星期二早上去联邦广场上一堂免费的太极课，也是开启崭

新一天的不错方式。

1、由于悉尼市一些主要景点从海德公园出发，沿着圣玛丽大教堂、

皇家植物园、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以及石头区，一天可以徒步

完成，如果去这些地方，可以不用买通票，到处找汽车站上下车

反而浪费时间。

2、在悉尼准备自由行，去的地方相隔远，需要公共交通比较多，

可以购买。特别坐车去蓝山、猎人谷等地的，且想体验澳洲的铁

路巴士及渡船服务，可以购买 MyMulti。

3、My Multi 在 City Rail 的车站、渡船售票处、书报亭、7-11

便利店、 Newsagencies 书报店以及 convenience stores 便

利店购买。

http://www.federationsquar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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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十字星 墨尔本 Flinders 火车站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Melbourne

建于 1845 年，是当今世界上设计最好的植物园之一。园内有许多珍稀

的植物，汇聚了上万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更值得一提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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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Birdwood Ave, South Yarra, Melbourne, Victoria, 3141, 

Australia

网址：www.rbg.vic.gov.au

联系方式：(61-03)92522300

开放时间：游客中心 9:00-17:00；花园 7:30 至日落，圣诞假期及新年

关闭

到达交通：乘坐 3 路有轨电车在 20 号站 Domain Road Interchange

下车

用时参考：半天

维多利亚州艺术中心 Victoria Arts Center

艺术中心是由 Hamer Hall 和剧院大厦两部分建筑组成。剧院大厦则是

那个 162 米高的塔形建筑，里面有一些小剧场、艺术工作室和画廊；

Hammel Hall 是墨尔本主要的演出场地，也是墨尔本交响乐团的大本营。

地址：100 St Kilda Rd

网址：www.theartscenter.net.au

联系方式：(61-03)928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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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堪称澳大利亚最大的美术馆，这一蓝色的城楼倒映

在水中，成为一种别致的景色。最具有匠心的是大门，大门是用玻璃镜

制成的屏墙，清水不断沿玻璃镜倾泻而下，好像形成一挂迷迷蒙蒙的瀑布。

馆中收藏着来自澳大利亚、土著、亚洲、欧洲及前哥伦比亚时代的世界

级的艺术珍品，其中不乏伦勃朗，莫奈等大师的作品。

地址：180 St Kilda Rd 

网址：www.ngv.vic.gov.au

联系方式：(61-03)86202222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一 10:00-17:00

每周日的 10:00-17:00，艺术中心的地下室还有一个手工艺品市

场，出售一些比较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商品，感兴趣的可以去逛逛。

圣帕特里克教堂 St Patrick’s Cathedral

圣帕特里克教堂是墨尔本甚至是南半球最高最大的教堂，由英国建筑师

威廉巴特菲设计，建于 1849 年，它是墨尔本最早的英国式教堂。它之

所以闻名还因为它是以蓝石砌成的，墙壁上精细的纹路以及 3 个尖尖的

塔顶，教堂可以容纳将近 2000 人，现在已经开放给公众，可以在这里

举行婚礼。教堂外面的草坪上有一尊马修 • 福林德的塑像，以此纪念这

个澳洲最早的拓荒者以及探险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地址：1 Cathedral Place, Melbourne, Victoria 3002, Australia

网址：http://www.cam.org.au/cathedral

联系方式：(61-03)96622233

  天狼 教堂内部

尤里卡 88 层观景台 Eureka Skydeck 88

墨尔本尤利卡大厦拥有南半球最高的观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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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只有在 88 层观景台

上你才能体验到什么是“边缘地带”——那是一个被缓缓推出大厦主体

的移动式玻璃立方体，也许你在那里看到的令人身心震撼景观是以往的

任何经历都难以比拟的。

地址：7 Riverside Quay, Southbank, Melbourne, Victoria, 3006, 

Australia

网址：http://www.eurekaskydeck.com.au

费用：观景台成人 18.5 澳元，4-16 岁 10 澳元；悬崖箱成人 12 澳元，

4-15 岁 8 澳元

开放时间：10:00-22:00（21:30 停止上行）

联系方式：(61-03)96938888

到达交通：乘坐有轨电车到 Flinders St Station 站下车

用时参考：1 小时

菲茨罗伊花园 Fitzroy Garden

草木葱翠的菲茨罗伊花园是市中心与东墨尔本区的分解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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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少人都将它作为婚礼举办地，而摄影师们也

会用镜头将新郎新娘的大喜之日变得永恒。

地址：East Melbourne VIC 3002 澳大利亚

联系方式：(61-3)94194118

www.rbg.vic.gov.au
www.theartscenter.net.au
www.ngv.vic.gov.au
http://www.cam.org.au/cathedral
http://www.eurekaskydeck.com.au
http://www.mafengwo.cn/i/1371200.html
http://www.mafengwo.cn/i/1371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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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公园 Melbourne Park

墨尔本公园位于本市的运动和娱乐区。从 1988 年开始，墨尔本公园成

为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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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场地也是墨尔本老虎棒球队的主场，同时也用来主办滑冰、

音乐会、自行车运动、游泳和赛车项目。

地址：Melbourne VIC 3000 澳大利亚

联系方式：(61-03)92861600

网址：http://www.mopt.com.au/

墨尔本旗杆公园 Flagstaff Garden

已经超过了百年的历史，是墨尔本最古老的公园，建在一片高地上，原

来可以俯瞰港湾，现在高楼林立已经不太明显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这

里闲适的氛围，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地址：West Melbourne VIC 3003 澳大利亚

联系方式：(61-03)96589658

到达交通：55 路有轨电车到 Franklin St 站下即可到达

阿尔伯特公园 Albert Park

墨尔本是个花园城市，阿尔伯特公园更是风景如画的一个景点。但是阿

尔伯特公园被人所了解不单单是因为他优美的景色，更因为他是 F1 最美

的赛车道，挨着赛道边，绝对是看赛车的最佳体验。 

地址：Albert Park Grand Prix Circuit，Albert Rd，South 

Melbourne，Victoria 3205，Australia

网址：http://parkweb.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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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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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史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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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唐人街融合了众多的嬉皮

酒吧和精品时尚店，散发出了崭新的风情。

地址：Little Bourke St, btwn Spring & Swanston Sts City Centre

到达交通：搭乘免费环城电车在国会大厦下车，步行至小柏克街

用时参考：1 小时

涂鸦街 Hosier Lane

这可能是墨尔本最富有活力的地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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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还别

具一格的呈 3D 画作展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涂鸦作品可能是墨尔本

更换最快的地方，有些墙面仅过了一天又焕然一新了。运气好的时候还

能看到不少街头艺术大师和他的团队现场作画，是体验墨尔本本地文化

的好地方。

地址：Hosier Ln,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Melbourne CBD)

网址：http://www.hosierlane.com/

到达交通：乘坐有轨电车到弗林德斯街站下

  天狼 涂鸦街

周边

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的海岸风光是全球最佳的地点之一。这里有宁静的海湾、冲浪海滩、

热带雨林、山洞和风口，也有举世知名的景点——奇特的天然石柱“十二

使徒岩”（已有一根倒塌）屹立于海洋里。总长 250 公里。这路线上还

可以观看到历史性的海底沉没船只和多种野生动物。

地址：Torquay VIC 3228 费用：门票免费；当地小型巴士旅行团 Best 

Tour 的大洋路一日游，费用 108 澳元（包括午餐和所有景点的门票）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大洋路始于滨海城市吉隆，距墨尔本 75 公里，止于波特兰。

自己租车前往，车程 4 小时

         

菲利普岛   Phillip Island  

在墨尔本南方约130公里，菲力普港湾东侧，其入口有一小岛即菲力普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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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力普岛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岛西南端诺毕斯岬附近的夏陆滩是小精灵企

鹅的保护区，这种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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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在海岸观察相当寒冷，因此最好

在南半球的夏天 (11 月 - 次年 3 月 ) 来比较好。如果带着望远镜，从诺

毕斯岬可以看见洋面海豹和岩上栖息的海豹。

地址：墨尔本东南部

网址：http://www.visitphillipisland.com/

开放时间：10:00 至日落

到达交通：墨尔本市内的南十字星火车站坐 V Line 长途大巴可以到达岛

上的小镇考斯 (Cowes)

用时参考：1 小时

疏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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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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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opt.com.au/
http://parkweb.vic.gov.au/
http://www.hosierlane.com/
http://www.visitphillipisland.com/
http://www.mafengwo.cn/i/3038258.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25大洋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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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十字星 淘金镇

地址：7 Riverside Quay, Southbank, Melbourne, Victoria, 3006, 

Australia

费用：门票成人 45 澳元；5 至 15 岁儿童 20.5 澳元；4 岁或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sovereignhill.com.au

开放时间：10:00-17:00

联系方式：(61-3)53371100 

到达交通：在南十字星火车站乘 V Line 到达 Ballarat Station，出站后

根据标识搭乘摆渡大巴即可到达

用时参考：半天

     

亚拉河    Yarra River

维多利亚的居民没有不为亚拉河自豪的，这条伟大的河流蜿蜒流经沃伯

顿 (Warburton) 以东的亚拉山谷，直到菲利普港海湾入海。这条河将墨

尔本一分为二，不仅仅在地理上是这样，在社会生活上它也起到了分界

线的作用，因为墨尔本的北部及西部城区从历史上就一直是工薪阶层的

聚居区，而南部及东部地区则是高收入者聚集区。而河谷地带则是有名

的葡萄酒产区。　

坐在游船上紫色丝绒的椅子上，沿着延绵不绝的亚拉河畔，静静感受墨

尔本的现代与古典。

地址：Southbank Promenade, Melbourne, Victoria, 2004, 

Australia

网址：parkweb.vic.gov.au/explore/bays-rivers-and-ports/yarra

用时参考：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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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值得游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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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各种浆果或者爬到山顶看日落；秋天叶子黄了可以来山里看枫叶，

满山遍野的枫叶特别适合拍照；冬天的话稍微差了点精致，但是选个天

晴的日子来山里露天的咖啡馆点杯暖暖的咖啡，晒晒太阳也是不错的消

遣方式。

地址：26 Observatory Road，Mount Dandenong，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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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03)97587522

到达交通：从墨尔本市中心乘坐贝尔格雷夫线 (Belgrave Line) 火车到 

Belgrave Station 下车换乘 694 路公交，便可抵达山顶。强烈建议自驾

前往

  南十字星 海鲜组合，看看都流口水

住宿Sleep

在墨尔本住宿方式多种多样，而且普遍价位都不低。在一些重要节日和

假期到来的时候，客房会比较紧张，所以如果是赶到旅游高峰的时候，

请一定要提前预定房间，不然很有可能没有满意的住宿休息。

温莎酒店 The Hotel Windsor

墨尔本最宏伟的酒店，历史悠久，建于 1883 年，与旧的国会大厦仅有

一街之隔。得名于历史上那位有名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温莎公爵，

传说就是在这里他放弃了皇位。酒店是浓浓的英式装潢，显得很有历史感，

这里的下午茶在墨尔本也十分出名。英国皇室成员来墨尔本也还会选择

下榻这个酒店，酒店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遗迹了。

地址：111 Spring Street, Melbourne, Australi

网址：http://www.thehotelwindsor.com.au/

参考价格：传统双人间 209 澳元 / 晚

弗雷泽广场墨尔本酒店 Fraser Place Melbourne

一家四星级标准的酒店公寓，房间干净整洁，设备齐全。从洗碗机厨具

到百洁灵抹布红酒杯，家里该有的设施这里应有尽有。酒店还配有苹果

电脑工作站和健身中心，紧挨着中央火车站，非常方便旅游出行。

地址：19 Exploration Lane, Melbourne, Australia

除了可以自驾进山以外，丹顿农山还有复古蒸汽小火车 (Puffing 

Billy)。每天第一班车是 10：30 在丹顿农国家公园的 Belgrave

起点站发出，每天最后一班是 14:30 发出。感兴趣的不妨前去体

验一番。

http://
parkweb.vic.gov.au/explore/bays-rivers-and-ports/yarra
http://www.mafengwo.cn/i/1373585.html
http://www.dandenongrangespoint.com.au/
http://
http://www.mafengwo.cn/i/1373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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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melbourne.frasershospitality.com/

参考价格：豪华一室公寓 110 澳元 / 晚

墨 尔 本 格 里 豪 斯 背 包 客 酒 店 Greenhouse Backpackers 

Melbourne

一家相对来说性价比较高的背包客酒店，有公共厨房有洗衣间，早餐提

供免费煎饼，周一至周四会组织免费的步行团带你逛墨尔本。不少外国

背包客都会选择下榻在这里。

地址：228 Flinders Lane,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Australia

参考价格：双人间带公用浴室 90 澳元 / 晚；混合宿舍的一间床位 34 澳

元 / 晚

餐饮Eat
墨尔本在澳大利亚也有美食之都之称，不仅是因为这里品种繁多的饭店、

酒馆和咖啡馆。还因为这里用便宜又划算的价格就能吃到来自地球每个

角落的美味佳肴。有些饭菜走的是原汁原味故土乡音风格，有些菜式则

经过融合改造，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现代澳大利亚口味。

Prix Fixe

出品水准相当高的一家餐厅，菜式以创新西餐为主，每个月都会换菜单。

这个餐馆是统一网上订餐并预交账单，不提前定位都没法进去吃。午餐

是两道菜配红酒，晚餐是四道菜配一杯酒，价格有点小贵，但所有吃过

的人都表示绝对物有所值！

地址：Alfred Place,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prixfixe.com.au/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晚餐时间开放，另外周五周六会开放午餐会

Yering Station

这个酒庄曾经屡获大奖，不管是酒庄的建筑还是餐饮都值得可圈可点。

虽然入门处比较简陋，可是穿过大堂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餐厅有一

面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庄园的全貌。庄园餐厅更有每桌一瓶葡

萄酒做标配，配上精心烤制的牛排，绝对是一次完美的用餐体验。

地址：38 Melba Highway | Yering, Yarra Glen, Victoria 3775,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3) 9730 0100

  不逗 美丽的环境，亮堂的大门，Yering Station 在众多酒庄中脱
颖而出

Il Dolce Freddo

号称墨尔本最好吃的雪糕店，从巧克力到各种水果味一字排开，任你挑选，

而且一个蛋卷可以配好多口味随意叠加。不少来这消费的顾客都是追随

这个店多年的老主顾，可见 Freddo 是多么受欢迎。

地址：116 Lygon Street, Carlton,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Carlton)

联系方式：(61-03)96393344

电车餐厅 The Colonial Tramcar Restaurant

这将会是一场独特的用餐体验，餐馆是在一辆复古的小火车里，用餐的

时候，小火车将会带你游览墨尔本周边，你将边享用到可口的美食和美酒，

边欣赏窗外的美景。去过的人都表示这将是一场难忘的夜晚。

地址：Corner Clarendon and Whiteman Streets | South 

Melbourne, Melbourne,Victoria 3205, Australia (Southbank)

网址：http://www.tramrestaurant.com.au/

联系方式：(61-03)96964000

Esca Grill

这家餐馆绝对是肉食爱好者的最爱，主要菜式有牛排、大虾和生蚝，而

且每道菜分量十足，除了正餐，餐后甜品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也是一家人气火爆的餐厅，所以也需要事先在网上

或者电话订位。

地址：650 Mt Alexander Road | Moonee Ponds, Melbourne, 

Victoria 3039, Australia

网址：http://www.escagrill.com.au/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12:00-15:00,18:00-22:30；周六周日：

18:00-22:30

由于小火车美食之旅座位有限又十分火爆，经常需要提前几个月

网上订位（见网址处）。

购物Shopping

皇家拱廊 Royal Arcade

皇家拱廊建于 1869 年，是墨尔本最漂亮的购物中心了。拱廊的布置十分

华丽，浓浓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两边还摆有很多前卫艺术作品，不知道

的还以为是逛美术馆呢。这里有很多很有墨尔本当地特色的商店以及非常

有情调的西餐馆和咖啡厅，非常适合午后来这休闲散步、逛逛吃吃。

地址：335 Bourke Street Mall,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Australia (Melbourne CBD)

联系方式：(61-03)96707777

http://melbourne.frasershospitality.com/
http://www.prixfixe.com.au/
http://www.mafengwo.cn/i/3073181.html
http://www.tramrestaurant.com.au/
http://www.escagril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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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皇家拱廊

维多利亚女皇广场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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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也是极富历史意义的地标建筑、著名的旅游景点以及所有墨尔本人经常光

顾的场所。这里有新鲜的海产品和蔬果，更能找到超低价的衣服、箱包、

玩具、首饰、前卫商品以及各种纪念品。 

地址：Cnr Victoria & Elizabeth Streets, Melbourne, 维多利亚 

3000

电话：(61-03)93205822 

开放时间：周二、四、五、六 10:00-12:00

玫瑰街艺术家市集 Rose Street Artisits Market

号称墨尔本最好、最受欢迎的艺术和手工艺品市集之一。一共有 70 多个

摊位，出售各种各样的珠宝、家具、绘画、印花等手工艺品。说不定躲在

小摊背后的那个人未来就会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地址：60 Rose St,Fitzroy

墨尔本休闲三日游

线路特色：在墨尔本放松身心，放空心情，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受

异国文化。

D1：早餐后，首先来到著名的联邦广场，这里是墨尔本的中心，各种

文化活动在这里上演。然后，去维多利亚美术馆欣赏欧洲名家的作品。

中午在皇家植物园里享受绿色的午餐，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下午，到

繁忙热闹的维多利亚女王市场逛逛，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环境中，挑选各

种商品。

D2：大洋路

到了墨尔本万万不能错过大名鼎鼎的大洋路。被誉为维多利亚州镇州之

宝的大洋路，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道路，在这里能欣赏到全球最佳的海

岸风光。另外，大洋路上还有那举世知名的景点——屹立于海洋中的奇

特的天然石柱“12 使徒岩”。

D3：墨尔本水族馆—皇冠逍遥之都—科学展览中心—丽爱图塔观景台—

墨尔本板球场

线路推荐Tours

上午在水族馆观看各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下午可以乘游轮对墨尔本进

行一个整体的游览。从联邦广场启程，途经墨尔本水族馆、皇冠逍遥之

都、科学展览中心、亚拉河、维多利亚港。然后，前往丽爱图塔观景台，

登上塔顶将整个城市的面貌一览无余。

墨尔本市内二日游

线路特色：既可以欣赏到市内的古建筑，又能欣赏皇家植物园这样的绿

意空间。

D1：初到墨尔本，可以先到皇家公园游览。园中种植了 4000 多种植物，

绿草如茵、鸟语花香、棕榈树林、鱼鸭池塘、雕像仙掌，赏心悦目。满

眼的绿色既能消除旅途疲劳，院内的各色与历史有关的树木也能让你在

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澳洲历史。如果对艺术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维多利亚

艺术中心参观。艺术中心是墨尔本市社交与文化活动的焦点，是墨尔本

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被誉为 " 芭蕾舞女的裙子 "。

D2：菲兹罗伊公园—圣保罗教堂—亚拉河

第二天上午先到菲兹罗伊花园参观。它是墨尔本市区 5 大花园之一，

位于东墨尔本的惠灵顿大道，绿树葱葱，带着浓厚的英国乡村浪漫色彩。

花园附近就是高耸入云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吃过

午饭休息好之后，差不多黄昏时分就可以去亚拉河边走走。

墨尔本近郊一日游

线路特色：花一天时间到墨尔本近郊看看，欣赏近郊的田园风光。

线路设计：丹顿农山庄——亚拉河谷

线路详情：公园、花园、野生蕨树森林和自然栈道构成了丹顿农山区。

在丹顿农山区有形形色色的农场和果园。另外，一定不要忘了乘坐澳洲

最古老的最古老的蒸气火车——普芬蒸汽小火车，至今已有 100 多年

的历史。Miss Marple's Tea Room，店名来源于推理作家阿加莎笔

下的一名女侦探玛普尔小姐，这家餐厅最为出名的是 scones。亚拉河

谷以葡萄酒而闻名于世，维多利亚州最早的葡萄酒园就建在亚拉河谷。

亚拉河谷的葡萄酒被认为是属于法国口味，并且等级相当高，目前是澳

洲三大酒区之一。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是从国外进出墨尔本的主要交通方式。中国主要一线城市都开通了

直飞墨尔本的航班，从北京飞到墨尔本大约需要 15 小时，但大部分从国

内出发的旅客都会选择在香港直飞，或者到新加坡转机，从香港直飞大

约需要 9 小时。另外墨尔本机场也有不少航班飞往澳洲其他城市，飞到

悉尼大约需要 1.5 个小时。

墨 尔 本 图 拉 买 莱 恩 国 际 机 场 Tullamarine  Melbourne 

Airport

墨尔本最大也是最主要的机场，有 27 家国际航空公司在此提供服务。该

机场距离市区约 22 公里，从市区开车前往最多 25 分钟。旅行的高峰时

间是在夏季（11 月和 1 月之间 ），特别是在圣诞节前后。如果你正在

规划一个夏天之旅，提前预订好机票。

地址： Departure Dr, Melbourne Airport

网址：www.melbourneairport.com.au

联系方式：(61-03)92971600

免费环城电车为双向对开车，每隔 12 分钟发车一辆，运营时间

为周日到周三 10:00-18:00，周四到周六则是 10:00-21:00（耶

稣受难日及圣诞节期间暂停服务）。请注意，免费环城电车没有

无障碍轮椅通道。

www.melbourneairport.com.au
http://www.mafengwo.cn/i/3038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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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交通：搭乘机场巴士 skybus 可以往返市内以及市内酒店，成人车

票 18 澳元一人，小孩 7 澳元一人。机场巴士全年 24 小时运行

长途汽车

从墨尔本有高速公路通往各州的首府，所以不少游客都会选择长途汽车

前往澳洲其他城市。如果不想自驾的可以选择搭乘长途汽车，在位于斯

宾塞街的南十字星车站搭乘汽车。澳洲境内的长途汽车大多便利又舒适，

巴士内部还有空调，位置宽敞，还有洗手间。适合时间充裕的旅行者。

南十字星车站 Southern Cross Station

地址：Spencer St, Melbourne

联系方式：(61-03)96192587

灰狗汽车公司 Greyhound

网址：www.greyhound.com

联系方式：(61-03)1300473946

免费环城电车

免费环城电车 (City Circle trams) 的车身被漆成了独特的酒红色和金

色，途经墨尔本各大美景及热门景点，车上还有自动播放的导游词，将

一路所经的动人之处娓娓道来。免费环城电车会经过福林德街 (Flinders 

Street)、滨海港湾 (Harbour Esplanade)、达克兰道 (Docklands 

Drive)、拉贝托街 (La Trobe Street) 以及春天街 (Spring Street)，全

程需要大约一个小时，可以随时上下车。

  南十字星 这就是当当车了，所有人都免费哦！墨市市中心的重要站
点几乎都到

有轨电车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唯一保留着有轨电车的城市。它是这座城市的特征，

同时提供了一条欣赏美景的（特别）路线，游客可乘坐有轨电车，穿梭

于墨尔本各大主干道的中心，并探索墨尔本及其周边区域，如瑞其门

(Richmond)、圣科达 (St Kilda)、南亚拉区 (South Yarra ) 等地。有

轨电车的运营时间通常为周一到周四的 5:00-24:00，周五和周六会延长

至次日凌晨 1:30 左右，周日则为 7:00-23:00。

很多有轨电车站都与巴士站和火车站相接，方便乘客换乘。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更多乘车信息请访问：www.metlinkmelbourne.com.au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在澳洲的东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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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约有 215 万。当

地常年阳光普照，因此也有“阳光之城”之称。

在这个秩序井然的国际化大都市里，世界级的艺术画廊、高水准的现场

音乐演出、常年开放的露天餐馆、刺激的户外活动争相辉映，为这个城

市带来无限活力。当地居民热情好客，在路上看到你拿着地图，都会主

动上前询问需不需要帮助。在所谓寒冷的冬季，布里斯班人却能坐在自

家院子的花园里悠闲的晒太阳，而其他地方则需要受着严寒的煎熬，此

刻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布里斯班的生活方式令人向往了。

Sights景点
市政厅 City Hall

建于 1930 年，通体使用昆士兰州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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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Ann & Adelaide Sts | King George Square,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Australia

费用：门票免费

联系方式：(61-07) 34038888

到达交通：公交车到 city hall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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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Top of the Queen Street Mall, Brisbane QLD 4161

联系方式：(61-07)33068888

1 墨尔本的电车、火车、巴士共用一种车票——Metcard。车费

依距离而定，车票很有意思，分两个小时的票（在这两个小时内

去哪儿都可以）、一天的票、一周的票和通票。整座城市被分为

3 个区，车票也分为 1 区、2 区和 3 区。每一区的价钱不一样。

1 区包括市中心及近郊 ( 包括了圣基尔达区 )，一般游客都不会走

出这个范围，除非他们想要离开市中心。1 区成人 2 小时有效车

票为 3.1 澳元，全日有效票为 5.9 澳元，周票为 25.9 澳元。

2 自行车和冲浪板可免费携带上车，但最好避开拥挤的车厢或是

乘车高峰期。携带自行车和冲浪板的游客不能从第一节车厢的第

一个车门上车，那里是专为使用轮椅的乘客准备的特别区域。

3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Metlink 官方网站 (www.

metlinkmelbourne.com.au)，另外，你也可以去位于墨尔本市

政厅的 MetShop 以及位于联邦广场的墨尔本游客中心 ( 见 XX

页） 向工作人员咨询。

www.greyhound.com
www.metlinkmelbourne.com.au
www.metlinkmelbourne.com.au
www.metlinkmelbour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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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至 Elizabeth Street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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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可以报名参加导游讲解，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 9:00-16:15，周末

10:00-14:00。议会期间（每年 11 月 20 日召开，会期为 40 天）不对

外开放。

地址：George St, Brisbane QLD 4000

网址：http://www.parliament.qld.gov.au/

联系方式：(61-07)34067111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至 Alice St near George 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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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Alice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 3403 2533

开放时间：6:00-18:00

到达交通：公交车 Queen St 站下车

袋鼠角 Kangaroo Point

这不是一个看袋鼠的地方，实际上，这里一个袋鼠也没有，所以这里有

个说法就是“袋鼠角里无袋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袋鼠角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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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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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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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Kangaroo Point QLD

到达交通：搭乘公交车到 Woolloongabba 站 2 号站台出

罗马街公园 Roma Street Parkland

非常适合带小孩来玩的亲子游公园，这个公园也是紧挨着市中心，但是

一进公园里就仿佛隔绝了市中心的喧闹，公园里面特别的幽静。公园的

设计也非常精巧，有各种主题的花园、园艺，十分值得观赏。公园里还

有一个儿童乐园，和一辆穿梭其中的小火车（免费乘坐），小朋友在里

面会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地址：1 Parkland Blvd,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0064545

到达交通：搭乘公交车到 Normanby 站下车 2 号站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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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色是那根来自英国有 3.5 亿年历史的含有珊瑚虫骨骼和双扇贝化石

的石灰石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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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373 Ann St, Brisbane QLD 4000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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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07)38352231

开放时间：9:30-16:30

到达交通：搭乘公交车到 Adelaide Street 站下车

唐人街 Chinatown Brisbane

唐人街就是布里斯班华人聚集的地方，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这里可

以找到不少中国特色餐厅和超市，要想买老干妈这里就有。每逢农历新

年春节，布里斯班市长都会来这里剪彩庆贺，唐人街也会布置得特别有

节日气息，如果想念故土的感觉，来这里就没错。

地址：33 Duncan St, Fortitude Valley

联系方式：(61-07)32525999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到 Wickham Street 站下车

南岸公园 South Bank Parklands

  蚊子霏霏 公园里有游泳池还有小湖，人们都慵懒的晒着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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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South Bank, Brisbane, Queensland 4101, Australia

费用：门票免费

联系方式：(61-07) 38672051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在 South Brisbane 站下

http://www.parliament.qld.gov.au/
http://www.stjohnscathedral.com.au/
http://www.mafengwo.cn/i/1376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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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文化中心 Queensland Cultural Centre

  南十字星丫丫 当代艺术中心里，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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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文化相关的展览，

是了解澳洲本土文化的好地方。

地址：Grey St, South Brisbane QLD 4101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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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07)38407100

开放时间：9:30—17:00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到 Cultural Centre 站下车

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澳洲八大名校之一，有超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很多人心目中澳洲最美

的大学。校园里面遍地都是绿植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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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花将会全部绽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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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St Lucia Queensland 4072 Australia

网址：http://www.uq.edu.au/

联系方式：(61-07)33651111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到 Sir Fred Schonell Dr at St Lucia Ferry 站

下车

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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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澳元/人）以及喂食考拉的项目（2

澳元 / 份）。除了憨态可掬的考拉，这里还有袋鼠、澳洲野犬、猫头鹰

等各种澳洲特有的动物可供观赏。每天下午还有澳洲特色的剪羊毛表演，

非常值得观看。

  宇瀞 

地址：708 Jesmond Rd Fig Tree Pocket QLD 4069 Australia

网址：http://www.koala.net/

费用：门票成人 33 澳元，儿童 (3-13 岁 )22 澳元，家庭套票 80 澳元

联系方式：(61-07)33781366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 430、445 路到龙柏考拉动物园站下

海豚岛（莫顿岛） Moreton Island

  南十字星丫丫 海豚岛的日出

离布里斯班不远的海豚岛是全世界第三大沙岛，南北贯穿 125 公里。清

澈的海水，细致的沙滩，完善的住宿吸引了全球的旅行者前往。在这里

你可以亲手喂食野生瓶鼻海豚（在天阁露玛度假村里，见 XX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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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是这个岛的最佳旅游时间。

地址：Moreton Island, Brisbane,Australia

网址：http://www.moretonislandtours.com/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乘船 30 多分钟就可抵达

阳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与大名鼎鼎的黄金海岸相比，这里游客明显要少很多。这里有一眼望不

到边的海岸线，阳光猛烈，海水清澈，是著名的冲浪天堂。要注意的是

有些海水区域会插上小红旗，这些都是危险区域，不能进入。

http://www.arts.qld.gov.au/arts/culturalcentre.html
http://www.uq.edu.au/
http://www.koala.net/
http://www.moretonislandtours.com/
http://www.mafengwo.cn/i/1149786.htm
http://www.mafengwo.cn/i/3083963.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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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unshine Coast, Brisbane,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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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交通：在中央车站乘坐灰狗汽车（Greyhound, www.greyhound.

com.au) 可到，车程大概 1 个半小时

餐饮Eat

Bella Tiarnie Italian Restaurant & Gourmet Pizzas

常年占据布里斯班美食排行榜榜首的意大利餐馆，意大利薄饼披萨、意

大利面是他们家的招牌。友善的服务员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用餐体验。

地址：2/620 Brunswick Street, New Farm, Brisbane, Queensland 

4005, Australia

网址：http://www.wavewing.com.au/index.html

联系方式：(61-07)33583003

参考消费：一份大披萨 20 澳元左右

Sono Japanese Restaurant（Hamilton 分店）

非常火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从服务员到桌面摆设都能看出这是一家很讲

究细节的餐厅。海鲜料理和鸡肉料理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虽不是在日

本本土，但地道的口味让日本本地人吃了也觉得很正宗。这家店消费较高，

上菜速度也比较慢，适合不太赶时间的游客。

地址：Level 1, 39 Hercules St，Hamilton, Brisbane, Queensland 

4007, Australia

网址：http://www.sonorestaurant.com.au/#/sono-portside

联系方式：(61-07)32686655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 18:00-21:30；周三至周日 12:00-14：30；周

五至周六 18:00-22:00

参考价格：一道主菜（鸡肉烧）29 澳元左右

Morrison Hotel

可以说是布里斯班人气最高的一家牛排店了。这里的牛排肉质鲜嫩，汁

水四溢，还可以根据客人的喜好做成不同的生熟程度，不愧为肉食者的

天堂。除了牛排，这里生蚝也颇受欢迎。特别适合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

欢聚一堂。

  南十字星丫丫 

地址：640 Stanley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网址：http://www.morrisonhotel.com.au/dining

联系方式：(61-07)33911413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 10:00-23:00；周四至周六 10:00-12:00

参考价格：20 澳元一份牛排

Malt

这是一个吃正宗澳大利亚菜的地方，菜式分量十足，摆盘精致，室内装

修典雅，用餐环境十分宜人，只是价格有点不太可爱。

地址：28 Market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网址：http://maltdining.com.au/

联系方式：(61-07)32364855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 10:30-23:00；周四至周五 10:30-12:00；周六 

17:30- 凌晨 12:00

参考价格：人均 85 澳元

购物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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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本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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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Queen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0066290

购物Shopping

http://www.visitsunshinecoast.com.au/
http://www.wavewing.com.au/index.html
http://www.sonorestaurant.com.au/%23/sono-portside
http://www.morrisonhotel.com.au/dining
http://maltdining.com.au/
http://www.mafengwo.cn/i/3083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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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之枫叶 皇后街购物中心一角

特色市集

南岸市集 South Bank Lifestyles Market

这是一个位于布里斯班河南岸的旅游市集，市集里有很多手工艺人的作

品以及澳洲特色礼物如回力镖、填充袋鼠玩具、澳宝工艺品等等，游客

一定能从中挑出不少自己钟意的礼物。

地址：South Bank Parklands,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开放时间：周五 17:00-22:00；周六 11:00-17:00；周日 9:00-17:00

尤姆迪市集 Eumundi Market

这个市集位于布里斯班北部，规模比南岸市集要大，光停车场的面积就

比一个足球场的要大。不像别的市集一个食品摊旁挨着一个服装摊，尤

姆迪市集规划得相当合理，分熟食区、礼品区、服装区、蔬果区、健康

区等几大区域。健康区在别的市集上比较少见，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移

动诊所的小摊位，帘子拉上后就是可以进行物理治疗、芳香治疗、经络

按摩的小诊所。

地址：80 Memorial Drive，Eumundi，Queensland，Australia

网址：http://www.eumundimarkets.com.au/

开放时间：周三 8:00-13:30，周六 7:00-14:00

到达交通：先在布里斯班中央车站乘坐火车到 Nambour，再从

Nambour 乘坐专线巴士到 Eumundi；更多交通资讯请访问 http://

www.eumundimarkets.com.au/About/locate_us

特色娱乐

看鲸鱼和喂海豚

澳洲最棒的看鲸鱼和喂海豚的地方，在离布里斯班仅 75 分钟船程的莫顿

岛天阁露玛小镇上。原来小镇上还有专门的捕鲸点，现在捕鲸产业被取

消了，整个小镇被开发成度假村，即天阁露玛度假村。度假村里有一个

野生海豚园，每到傍晚都有十余只海豚游到沙滩边上，此时游客可以在

娱乐Entertainment

专人的指导下喂食海豚。根据套餐不同费用平均是 60 澳元，如果住在度

假村里则这项费用包含在房费中。

每年 5-11 月是澳洲观鲸最好的时候，此时在度假村里也有专门的观鲸出

海巡航游，可以来到度假村报名参加，费用大概是 58 澳元 / 人。

  南十字星丫丫 这里最吸引人的项当然是喂海豚了。但因为是野生的，
并未驯化，所以游客是不允许去触摸海豚的

天阁露玛度假村

地址：Tangalooma，Moreton Island, Brisbane,Australia

网址：http://www.tangalooma.com/cn/home/

联系方式：(61-07)36372000

到达交通：可以在布里斯班的霍特街码头（见 XX 页内部交通渡轮处）

乘坐，每天有 3 趟，旅游旺季会不定期增加班次，详情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tangalooma.com/cn/general_information/launch_

timetables/

线路推荐Tours

休闲市内 2 日游

D1：市政厅—议会大厦—城市植物园—袋鼠角—故事桥

早上到达布里斯班，从机场做快轨直接抵达市中心，游览市政厅、议会

大厦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建筑，感受昆士兰州权利中枢的威严，接

着一路往南，到达布里斯班河沿岸的城市植物园，一窥整个城市的绿植

规划，接着搭船过河来到袋鼠角，隔岸观望整个市中心的建筑群。傍晚

之前赶到故事桥，如果觉得自己有能力攀爬故事桥，不妨尝试一下，那

里可以纵览到布里斯班河和市中心的全貌，在夕阳的余晖下，整个布里

斯班城显得分外迷人。

D2：南岸公园—昆士兰文化中心—昆士兰大学

第二天的行程主要集中在南岸，早上起来在酒店用完早餐，乘船来到南

岸公园，这个是布里斯班当地人最喜欢的公园，占地面积也很大，有摩

天轮、人造沙滩和泳池等一系列娱乐设施，足够在这里消磨一天的时光。

从南岸公园出来，可以来到临近的昆士兰文化中心，这里集美术馆、博

物馆、图书馆为一体，光建筑本身就非常有特色，美术馆不定期会举办

名家名画展，博物馆里介绍了土著人以及整个城市的历史，是深度了解

布里斯班的一个窗口。傍晚来到百年名校——昆士兰大学，静谧的校园

环境和活泼的大学生们，一定能让你有重返 18 岁的时空错乱感。

http://www.eumundimarkets.com.au/
http://www.eumundimarkets.com.au/About/locate_us%0D
http://www.eumundimarkets.com.au/About/locate_us%0D
http://www.tangalooma.com/cn/home/
http://www.tangalooma.com/cn/general_information/launch_timetables/
http://www.tangalooma.com/cn/general_information/launch_tim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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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国母游布村

布里斯班又被当地人称作布村。

在 2014 年举办的 G20 峰会上，布里斯班作为主会场，迎接了包括习大

大在内的 20 国首脑的到来。我们的国家主席习大大携国母一起参加了此

次峰会。虽然安排在布里斯班的日程只有短短的一天，但主办方也着实

通过这些浓缩的精华景点，让全世界体会到了布村的魅力。

早上来到位于布里斯班市郊的龙柏考拉动物园，与考拉来一个亲密的拥

抱。澳洲虽然可以看到很多考拉，但并不是每一个动物园都能和考拉抱抱，

只有昆士兰州的动物园允许大家抱着考拉照相。所以来到龙柏动物园一

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国母也抱着可爱的小考拉照了张照

片。

下午则回到市内的南岸，参观了昆士兰州博物馆（在昆士兰文化中心里

面），这里馆藏丰富，从远古时期的恐龙骨架、珍稀化石到昆士兰州近

现代比较重要的文化一应俱全。

休闲周边 2 日游

  宇瀞 俯瞰黄金海岸

D1：黄金海岸

早上从布里斯班搭火车前往黄金海岸，在延绵无绝的海岸线上散步，如

果会游泳，不妨换上泳衣，直接跳入海里，与当地人一起享受海浪和阳光。

晚上登上 Q1 大楼，一边享用自助餐，一边俯瞰黄金海岸全景。夜宿黄

金海岸（景点信息详见黄金海岸攻略）。

D2：海豚岛

早上从黄金海岸坐船前往海豚岛。白天可以在岛上参与滑沙和各种水上

运动。到了傍晚来到天阁露玛度假村里喂食海豚，与海豚握握手。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目前国内只有广州、香港这两个城市有直飞布里斯班的航班，全程大约

是 9 小时。其他比较多的都是从新加坡或澳洲本土转机前往。从悉尼到

布里斯班需 1.5 小时，从墨尔本到布里斯班需要 2 小时。航空公司方面

选择比较多，国内有南航（广州起飞）、境外有澳航（广州、墨尔本、

悉尼转机）、新航（新加坡转机）、韩亚和大韩航空（首尔转机）、日

本航空（香港转机）等。

布里斯班机场 Brisbane Airport

是昆士兰州最主要的国际机场，分澳洲本国航班航站楼和国际航站楼，

两个楼之间有 10 分钟车程，但要注意的是有些国际航班也会在国内航站

楼起飞，所以一定要向机场地勤人员确认好候机楼。

地址：11 The Circuit, Brisbane Airport

网址：http://www.bne.com.au/

联系方式 :（61-07)34063000

到达交通：

1 国际航站楼与国内航站楼之间可以乘坐 TBus，车费 5 澳元；

2 市内到机场可以乘坐 Airtrain，具体发车班次可以登录以下网站查看：

http://www.airtrain.com.au/

火车

布里斯班主要的长途火车站是在罗马街客运中心（Brisbane Transit 

Centre），澳大利亚各地来往布里斯班的火车绝大部分都会停在这里。

从布里斯班每天固定有来往悉尼的直达列车 CountryLink，全程 14 小

时。此外还有 Spirit of the Outback（至 Longreach，全程 24 小时）、

Sunlander（至凯恩斯，全程 30 小时）、Tilt Train（至凯恩斯 24 小

时）等其他列车服务。具体发车班次和车票价格可登陆 http://www.

queenslandrail.com.au 网站进行查询。

罗马街客运中心（Brisbane Transit Centre）

地址：151 Roma Street, Brisb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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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07) 3238 4500

长途汽车

布里斯班主要的汽车客运站还是在罗马街客运中心处，这里是所有途经布

里斯班的长途客运汽车的上车点和售票中心（在客运中心 4 楼）。主要

的汽车客运公司有灰狗汽车公司（Greyhound Australia）和 Premier 

Motor Service（这家经常会有特价车票）这两家。游客可以乘坐长途

汽车从布里斯班到悉尼（17 小时，车票大约是 140 澳元），布里斯班

到墨尔本（28-33 小时，车票大约是 220 澳元），或者从布里斯班到阿

德莱德（39-43 小时，车票大约是 290 澳元）。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玩转布里斯班交通必备之 Gocard

Gocard 是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地区（包括黄金海岸）的交通卡，

需要提前购买充值。渡轮、公车和铁路都支持交通卡刷卡。购买交通卡

需要支付 5 澳元的押金。交通卡在火车站、自动售票机、便利店及城市

中的许多地方都有售。使用布里斯班交通卡有 30% 的折扣，平均每趟旅

程可以节省 0.5 澳元到 1 澳元。

充值

卖卡的地方都可以充值，比如报刊亭、火车站、7-11 便利店 ，很多车站

还有自动的充值机器。很方便。

使用方法

使用 Gocard 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需要上下车都刷一次，如果没有刷

上需要交罚款。用这个卡的特点是每次行程只和本次行程的起止地点属

于哪个区有关，和你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无关，只要你从起点到终点，用

http://www.mafengwo.cn/i/1148894.html%20
http://www.bne.com.au/
http://www.airtrain.com.au/
http://www.queenslandrail.com.au
http://www.queenslandrail.com.au
http://www.brisbanetransitcentr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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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终点所在的区进行减法来核算票价即可，无论你是乘坐的火车、汽车

还是轮渡。这样你在出行的时候，就不用考虑单种交通工具的收费，想

做什么做什么，可以做汽车去坐船回来。   

非高峰时间

非高峰时间（工作日的 9:00-15:30 以及 19:00- 次日 2:00，以及周末

和节日假日的全天）

票价低。如果上下车时间跨越了高峰和非高峰，是以上车的首次触及时

间来判断的，即上车的时候是高峰，那么这一趟行程就是高峰；上车的

时间是非高峰，那么这一趟行程就是非高峰。

在非高峰时间出行票价比较划算。

行程

布里斯班用 "journey" 代表从首站行驶到末站的完整行程，用 "trip" 代表

一站。购买一个 "journey" 可以任意乘坐一个或多个 "trip"。

省钱方法

1. 在一个自然周之内尽早刷够 9 次，如果到的时候距离周日还有几天，

可以在 city 多坐短途公交，然后超过 1 小时之后接着坐，这样就能在 1-2

天之内迅速刷到 9 次，之后在本周内再坐车就免费了。所以可以在旅途

行程上先安排市内景点，然后再安排去黄金海岸等较远的地方。

2. 充分利用 "journey"，因为 "journey" 可以断开不超过 1 个小时，所

以安排好的话，在卡还没有免费的时候，可以到某地方不到一个小时赶

紧回来，譬如到超市迅速买了东西就走，这样的话，还在这个 "journey"

之内。

3. 在一些大型活动举行的时候，如果用 Gocard 乘坐公共交通是免费的。

4. 下车一定要刷卡，忘记的话会被罚款 10 澳元。

1. Gocard 卡在每个自然周，即周一到周日，之内如果刷卡达到

9 次，从第十次开始，刷卡就免费了。

2. 这个卡只能一个人使用，不可以代同伴刷卡付费。

公交车

布里斯班有一条免费的环绕市区的公共汽车服务线路叫 Loop，每周一到

周五 7:00-18:00 每 10 分钟运行一趟，途经植物园、中央车站、女王商

业街等著名景点。

除了这条免费线路的公交，还有很多收费公交。起步价是 1.1 澳元。

公交上的电子牌显示的是路线名和起始点。下车的时候需要按铃下车，

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可以上车前跟司机确认一下，到站司机会提醒

你下车的。市内公交车主要的站点是在皇后街商业中心，乔治广场和

Fortitude Valley 这几处。公交网络遍布全市，不用担心找不到公交车站。

布里斯班公交非常守时，严格按照时间表来，但是发车间隔大都

在半小时到 1 小时，所以乘坐公交一定要先看好时间表。可以登

陆 http://translink.com.au/ 查询具体班次。上面这个网站还可

以输入你想去的起点和终点，它能帮你计算所需要的时间和换成

的车辆。

轨道电车

布里斯班城内也有轨道电车行驶，在中央车站（Ann St, Brisbane）和

罗马街车站都能上车，在入闸处刷 Go Card 就能进站。其延伸线可到机

场（市区往机场的那段叫 Airtrain，就是通常理解的“机场快轨”）、黄

金海岸和布里斯班的周边地区。

自驾

布里斯班主要的租车公司有 Hertz（https://www.hertz.cn）、Avis

（http://www.avis.cn/），现在这两个租车公司都开通了中文网站，可

以直接在网上预订。租车一天加油费大概是 70 澳元，只用带上你的中国

驾照和驾照翻译件原件以及有效地信用卡就能办理。

出租车

白天在布里斯班市区比较好叫到出租车，但是在布里斯班出租车收费比

较高，从机场打车到布里斯班市区大概要 45 澳元。

内城轮渡

内城渡轮有 Citycat 和 Cityhopper 两种。其中 Cityhopper 是免费的但

路程比较短，但也覆盖了市区的主要路段。Citycat 是布里斯班当地人最

喜欢交通工具，区域比较广，一端的起点是在昆士兰大学。Citycat 的运

营时间是 5:45-23:30，每 15 分钟到 30 分钟一班，可以刷 Gocard。

Cityhopper 的运营时间是 6:15-23:30，每 30 分钟一趟。这两个船在

布里斯班河沿岸都能上船。

黄金海岸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位于澳大利亚的东部沿海，布里斯班以南 78 公里处，

由一处绵延 42 公里、数十个美丽沙滩组成的度假胜地。黄金海岸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终年阳光普照，空气湿润，一年四季都适宜旅游，但最好

的时间就在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二月，那时正是澳洲的夏季，非常适合

冲浪，这里最著名的海滩有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和梅音海滩。让黄

金海岸成为了澳洲不少本地人首选的度假城市。

黄金海岸的景点大致由海滩、游乐园、国家公园和离岛构成。这里除了

游乐园，大部分景点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好多人都会将大把大把的

时间消磨在海滩上，或躺着，或冲浪。到了游乐园就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了，

众多惊险刺激的机动项目一定能让你大呼过瘾。喜欢丛林大冒险的你还

可以到内陆的国家公园走走转转，与考拉、袋鼠，甚至是蜥蜴、萤火虫

来一次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冲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冲浪者天堂是黄金海岸的市中心，几乎所有高层建筑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在黄金海岸绵延 75 公里的超长海滩中，最热闹的地带就是传说中的冲浪

者天堂。这里是冲浪者最理想的运动场和竞技场，每年都有各种世界顶

级的冲浪赛事在这里举行，吸引全球冲浪爱好者前来朝圣。

Sights景点

http://translink.com.au/
https://www.hertz.cn
http://www.avi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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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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交通：从机场可以直接乘坐 761 或者 777 路巴士到达，从其他地

方出发的不妨点击一下网站进行查询。http://www.surfersparadise.

com/getting-here-_and_-parking/getting-here

  &Ziege 冲浪者天堂

梅恩海滩和布罗德海滩 Main Beach and Broad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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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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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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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交通：从机场可以直接乘坐接驳巴士到达伯利岬。详细班次查询请

访问：http://gcshuttle.com.au/

  Elevenxxxd 与之前见到的大海都不一样，Burleigh Heads 也是
适合冲浪的好地方，一人多高的浪一个接一个打来。

库尔加塔 Coolangatta

位于昆士兰州的最南端，与新南威尔士接壤。在库尔加塔有一条街特别

出名，街的左边是昆士兰州，右边则是西南威尔士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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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ldonkey 对面就是冲浪者海滩、Q1

Q1 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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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最高的纯住宅楼之一是从高空 360°

俯瞰整个黄金海岸的绝佳地点。Q1 的高空观景台是澳大利亚唯一的设在

海岸边的观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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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 Hamilton Aven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费用：单次票成人 22 澳元，5-14 岁儿童 13 澳元。另外还有一种早晚票，

可以白天9:00-18:00和18:00后各登上观景台一次，成人29澳元，5-14

小孩 16.5 澳元。更多票价套餐请访问下面网址

网址：www.skypoint.com.au

开放时间：周日 - 周四 7:00-21:00；周五、周六 7:00-00:00；周五、

周六晚间超过 20:00 只允许 18 岁以上人士进入

联系方式：(61-07)55822700

到达交通：从冲浪者天堂可以步行前

  蚊子霏霏 玻璃是青色的，颜色有点失真

http://www.surfersparadise.com/
http://www.surfersparadise.com/getting-here-_and_-parking/getting-here
http://www.surfersparadise.com/getting-here-_and_-parking/getting-here
http://gcshuttle.com.au/
http://www.mafengwo.cn/i/2945724.html%20
www.skypoint.com.au
http://www.mafengwo.cn/i/1111688.html
http://www.mafengwo.cn/i/1376118.html%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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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世界 Sea World

海洋公园是黄金海岸三大主题乐园之一，有很多游乐设施，还能看见好

多的海洋生物，待一整天都不会腻，非常适合带小孩去。

公园非常大，就建在海边，里面的水都是引进来的海水。企鹅、鲨鱼、

北极熊、魟、海豚、海星、海参……还可以在金海豹冒险剧场里观赏令

人捧腹的海狮、海狗表演，在鲨鱼湾中进行潜水练习并与各种美妙的珊瑚、

鱼类亲密接触。园内还有各种老少皆宜的娱乐设施，可乘坐空中缆车前

往各分区。

除了表演秀，公园里也安排了不少亲子互动项目，比如可以喂海豚或与

他们一起游泳，乘坐直升飞机空中环游黄金海岸（要注意的是这些项目

都是另外收费的）。海洋世界的最里面还有嬉水乐园（最好带上泳衣），

有点类似国内的水上世界，乐园里有很多水上娱乐设施供大家玩耍。

地址：Sea World Drive, The Spit, Main Beach

费用：成人 89.99 澳元，3-13 岁儿童 69.99 澳元。更多门票套餐价格

请戳以下网址

网址：http://seaworld.com.au/

开放时间：9:30-17:30

联系方式：(61-07)55882222

到达交通：

1 乘坐黄金海岸旅游巴士往返海洋世界的票价是成人 15 澳元，4-13 岁

儿童 8 澳元。

2 乘坐 750 路公车（在冲浪者天堂和布罗德海滩的巴士站都可以搭乘，

而且站台很多），大概 15 分钟车程可以到达。单程 5.2 澳元。

3 乘坐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出发大概 5 分钟车程价格 17 澳元左右（4 人

以上需要加 50% 费用）。如果人多的话，建议搭乘出租车，快而且不贵。

  fancy 看，海豚就乖乖的给他们摸，很和谐，，要是带小朋友来的
话别错过哦

进门的时候有一个机器会帮一起游览的人照合影，供游客参观完

毕购买。但是速度太快，我们拍的那张不太好，所以我没买，价

格没注意应该不便宜。（Fooldonkey） 

海洋世界是黄金海岸的热门景点，如果不想到处排队的话，建议

提前买好门票，一大早就去。另外海洋世界面积非常大，建议入

园后拿上地图，熟悉地形。想观看表演的游客也要记得留意表演

时间，预留好欣赏时间。

华纳影城 Warner Bros Movie World

华纳电影世界占地 415 英亩，是黄金海岸上一处极有特色的主题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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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内有史瑞克 4D 电影、倒吊式云霄飞车、跳楼机、激流勇进、鬼屋等，

摄影棚内每天两场真人飞车特技表演，充满了好莱坞式的惊险刺激。园

内还有卡通世界、彩车游行、明星大游行等适合儿童的活动项目。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电影中的画面，还可以参观录音间（每日一到两次，

其中有导游，所以入场时可先确认一下时间）。此外，游客来到这里可

以过一把在著名电影中当主角的瘾，蝙蝠侠、超人等世人熟知的银幕形

象会随时出现在你的面前。

街上有各种电影和卡通角色可以一起合照，旁边一般还有专业摄影师，

游客可以排队和他们合照（照片可在 16:00 以后到园内的照相馆购买），

当然也可以自己拍啦。

园内还有很多吃饭的地方，而且相当有特色，比如蝙蝠侠汉堡。当然，

排队的人也很多。汉堡薯条可乐一份餐约 12-13 澳元。

推荐娱乐项目：致命武器、史瑞克 4D 电影院、花车游行（在主干道上，

一定要提前占好位子）、飞车特技表演（可以看到熟悉的电影场景在眼

前呈现）、儿童天地（里面的坐船旅程类似 Disney 的小熊维尼旅程）

地址：Pacific Motorway, Oxenford, Gold Coast, QLD 4210

费用：门票成人 89.99 澳元，3-13 岁儿童 69.99 澳元

网址：http://movieworld.com.au/

开放时间：9:30-17:00

到达交通：

1 黄金海岸游客巴士（Gold Coast Tourist Shuttle）为一些旅店提供

上门接送服务，往返华纳电影世界票价成人 21 澳元，4-13 岁 11 澳元。

2 乘坐 TX2 巴士 ( 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都有巴士站点 ) 大约 35 分

钟车程也可以直接到达。票价单程是 7 澳币，如果使用“Go Card”乘

坐 TX2 路公车的话单程票价高峰时段只需要 4.77 澳元，非高峰时段只

需要 3.82 澳元。

3 搭乘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出发大概需要 47 澳元 (4 人以上需要加 50%

的费用 )

4 更多线路查询请访问：http://movieworld.com.au/plan-your-day/

getting-here.aspx

  QIQI 华纳电影世界

http://seaworld.com.au/
http://movieworld.com.au/
http://movieworld.com.au/plan-your-day/getting-here.aspx
http://movieworld.com.au/plan-your-day/getting-here.aspx
%20http://www.mafengwo.cn/i/1124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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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世界 Wet n Wild

水上世界也叫水上乐园，位于华纳电影世界旁，拥有 H2O 终极地带、高

速水上滑梯、漩涡游乐等水上游乐设施，新建的四人滑管突破极限刺激，

非常受青年人的欢迎。园内还可以进行烧烤、打高尔夫球、观看夜间水

上电影等活动。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1 月，人造浪池上还会播放大屏幕

电影。

比较刺激的是 H2O 区，龙卷风 Tornado、黑洞 Black Hole、超音速

Mach 5 都很不错。但是如果时间有限，建议选择海洋世界和华纳电影

世界，特别是有小朋友的话还是前两个好玩。

地址：Pacific Motorway, Oxenford QLD 4210

费用：门票成人 59.99 澳元；3-13 岁儿童 34.99 澳元。另外去同属华

纳的海洋世界、华纳电影世界、水上乐园可以购买游览通票 VIPPASS。

只需要 99.99 澳元，就可以在截止日期内无限制玩转三个主题公园。冲

浪者天堂的街上有很多旅游者售票点可以买票。

网址 : www.wetnwild.com.au

开放时间：10:00-17:00

联系方式：(61-07)55732255

到达交通：同华纳电影世界

梦幻乐园 DreamWorld 

距冲浪者天堂约半小时车程，是澳大利亚数一数二的游乐园。整个乐园

分为探险区、冒险区、可爱动物区、老虎岛和热带雨林区。在这里可以

与可爱的考拉、袋鼠亲密接触，欣赏濒临绝种的孟加拉虎的精彩表演，

观看澳洲特色剪羊毛、土著人表演，享受海盗船、自由落体、黑暗矿坑

隧道等惊险刺激的娱乐项目。

门口记得拿地图，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此外，可以租用一个 Q4U（即

排队机），一台 30 多澳元。可以计算出各个项目的排队时间还可以代替

人排队（相当于预约），虽然贵但是可以玩到更多的东西算是物有所值。

公园的布置超可爱，门口还有卡通人物可以合影。都是可以进去买东西

的店和游乐设施。

动物区考拉是明星，还可以摸摸考拉（只能摸背不能摸头哦）。动物区

的考拉照相馆，可以抱着考拉照相，不过价格不菲，30 多澳元。另外，

考拉照相馆外面有散养的袋鼠可以近距离接触。在旁边袋鼠中心，可以

买袋鼠饲料，亲手喂袋鼠，摸袋鼠。

地址：Dreamworld Pkwy Coomera QLD 4209

费用：门票成人 89.99 澳元，3-13 岁儿童 69.99 澳元

网址：http://www.dreamworld.com.au/

开放时间：10:00-17:00

联系方式：(61-07)55881111

到达交通：

1 乘坐黄金海岸旅游巴士往返票价成人 21 澳元，4-13 岁儿童 11 澳元。

2 TX1 路公交车 ( 从美人鱼海滩出发 )、TX2 路公交车 ( 从冲浪者天

堂、布罗德海滩、梅茵海滩出发 )、TX5 路公交车 ( 从 Coomera、

Helensvale、和中央火车站出发 )、725 路公交车 ( 从 Helensvale 火车

站出发 ) 在梦幻世界站下车。

坦柏林山 Tamborine Mountain

坦柏林山距冲浪者天堂 45 公里，是黄沙碧海背后的一片绿洲，山脚下分

布着 13 个独立的自然保护区，组成了坦柏林国家公园。坦柏林山一点都

不高，一路的旅游观光处都可以开车到达。除了美丽的景色、瀑布和空

中漫步（skywalk）之外，更是因为那坐落在山中的童话般小镇，使这座

山扬名四周。

当地人自豪地称这块宝地为“The Green Behind The Gold”！而坦柏

林山就属于 Hinterland 的一部分，以 Gallery Walk 而出名，在这条街

上有很多风格各异的小店铺，出售各种古玩艺术品，有些像微缩的“北

京潘家园古玩一条街”。小镇上有长达 500 米的艺术画廊，还有众多出

售自制陶器、艺术品的商店和格调优雅的咖啡馆、酒庄。亮丽的色彩和

浓郁的欧式风味让这山中的小镇更耐人寻味。

坦柏林山共有 12 条步行道，大部分在 3 公里左右，简单轻松，适合家

庭出游者。顺着步行道到达山顶，能够一览黄金海岸的全景。山中还有

长达 300 米的空中漫步道，可以尽览热带雨林风光。

地址：Tamborine Mountain Rd, Mt Tamborine

网址：www.tamborinemtncc.org.au

开放时间：10:00-16:00

联系方式：(61-07)5545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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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澳洲的世界遗产“东

海岸雨林保护区”的一部分。每年 5 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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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公园分为春溪高原、库构山和自

然桥三个区域，最有名的是有“蓝光虫”的自然桥区，如果时间有限的

话建议晚间去自然桥区看蓝光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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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87 Carricks Rd，Springbrook，QLD

费用：入景区是不需要门票的，如果要参加穿越夜晚热带雨林和萤火虫

夜游的旅行团活动，根据不同的公司价格不同。在信息中心和居住地方

的前台都可以找到旅行社的信息，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很多旅行团提供

上门接送服务。价格大概在 80 澳元 / 人 ( 有的要 100 澳元，看具体的

活动包括范围 )

网址：www.springbrooktourism.com.au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从冲浪者天堂开车大约 45 分钟能够到达

  宇瀞 起伏叠嶂的山丘，满布茂密的热带植物。此时，已经置身于澳
洲的世界遗产“东海岸雨林保护区”之中。

www.wetnwild.com.au
http://www.dreamworld.com.au/
www.tamborinemtncc.org.au
www.springbrooktourism.com.au
http://www.mafengwo.cn/i/1148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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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桥和蓝光萤火虫 Natural Bridge and Glow Worms

春溪国家公园最有名的是其中的自然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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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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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交通：前往自然桥没有公共交通，可自行开车前往或跟旅游团。在

机场、酒店、各大旅行社均可以报团参加。价格大约在 75 澳币 / 人 ( 送

雨衣 / 提供手电筒 )，黄金海岸的旅行社有前往自然桥的旅游团，推荐该

项目的原因除了神奇的“蓝光萤火虫”之外，更因为这种旅游团一般还

包含另外两项活动，其一是穿越夜间的热带雨林，观察澳洲的夜间活动

的动物；其二是能够体验到在高原上仰望南半球的星空，身在这个被南

十字星照耀下的国家，找找看南十字星在哪里吧。

天堂农场 Paradise Country

  QIQI 牛奶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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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飞镖表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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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村的表演时间是 9:30、11:45、13:45，入园后可以索取到游客指南。

推荐项目：

骑马、牧羊犬表演：在这里你所体验的是真实的澳大利亚农场生活，尤

其是可以看到农夫和牧羊犬是如驾驭和控制羊群的。同时，还可以观赏

到农夫表演投掷回力标和甩马鞭等。

挤牛奶：给母牛挤最新鲜的牛奶，在澳洲农庄是每天固定工作，这里让

游客自己动手挤，也有些意思。不过这些都是一般的项目。

剪羊毛：观赏最具经验的牧场工人表演减羊毛和绵羊大展，这是天堂农

庄的招牌表演之一。在剪羊毛的过程中，剪羊毛的人还会请游客现场体

会剪羊毛的乐趣。

袋鼠和考拉：在这里还能看到澳大利亚的“国宝”袋鼠和考拉。游客可

以在袋鼠生活的灌木丛附近亲手喂食袋鼠，并且在考拉村，还可以怀抱

考拉拍照（需另付费）。

参观澳式住宅：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澳洲传统住宅，并有纪念品商店供选

购物美价廉的特色商品当伴手礼。

地址：Pacific Motorway，Oxenford，QLD4210

费用：门票成人 19.99 澳元；3-13 岁儿童 9.99 澳元。含午餐票价：成

人 32.99 澳元；3-13 岁儿童 19.99 澳元

网址：paradisecountry.myfun.com.au

联系方式：133 386（国际：+61 7 5573 8270）

开放时间：9:30-16:30(15:00 后停止出售门票 )；澳纽军团日 (4 月 25

日 )13:30-16:30；圣诞节休息

到达交通：

1 黄金海岸游客巴士往返天堂农庄票价成人 21 澳元，4-13 岁 11 澳元。

2 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大约 20 分钟车程。

3 搭乘公交车比较繁琐，在太平洋购物中心 ( 布罗德海滩所在区域 ) 车站

搭乘 709 路公交车到达格瑞芬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换乘 3 路公

交车到达 California Drive，下车后步行 20 分钟左右到达。 

如果人少不妨搭乘黄金海岸旅游巴士，人多就搭乘出租车比较划算 ( 价格

在 40 澳元左右，4 人以上加收 50% 费用 )。不推荐搭乘公交车，浪费

时间 ( 大概花费一个半小时在路上 ) 又需要换乘车，十分麻烦。 

柯兰宾保护区 Currumbin sanctuary

柯兰宾保护区内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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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28 Tomewin Street 

Currumbin ,Queensland 4223,

AUSTRALIA

费用：门票成人 49 澳元，4-14 岁儿童 35 澳元，4 岁以下儿童免费。 

网址：http://www.currumbin-sanctuary.org.au/

开放时间：10:00-15:00

联系方式 : (61-07)55347427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机场，冲浪者天堂和库尔加塔机场都有接驳巴士

到达

拜伦角和灯塔 Cape Byron and the lighthouse

拜伦角是澳大利亚最东边的小镇，著名的库克船长为了纪念伟大的航海

家约翰拜伦（没错，就是那个大诗人乔治拜伦的祖父）而将这个小镇命

名为拜伦湾。拜伦湾有着澳大利亚最具波西米亚气息的海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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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卖着由土著艺人手工制作的工艺品，也有本地各类工作室直接拿到店

里兜售的创意饰件。这里生活的人热爱自然，喜欢自由慵懒的生活，所

以在拜伦角你根本找不到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

拜伦角还有全澳大利亚最高的灯塔，这里也是在澳大利亚第一个迎来太

阳的地方。此外，在鲸鱼迁徙的季节（5-11 月），大批的鲸鱼从这里北上，

这里也成为赏鲸的最佳地点。

http://www.mafengwo.cn/i/1124551.html%20
paradisecountry.myfun.com.au
http://www.currumbin-sanctuary.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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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故事的人 再近一点看。都起了这么多白色的浪花，绝对是大浪。

网址：www.byron-bay.com

到达交通：

1 从黄金海岸前往拜伦湾可以在乘坐 Greyhound BUS，详细班次查询

请访问：http://www.byron-bay.com/byronbay/gettingthere.html

2 从黄金海岸自驾 75 公里左右到达

伊丽特女士岛 Lady Elliot Island

位于大堡礁群最南端的珊瑚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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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世界最重要的海

龟栖息地之一。该岛由于拥有最大面积的珊瑚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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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丰富的自然生态，

珊瑚岛严格限制上岛人数 ( 每天限 300 人以内）。

地址：大堡礁群岛中最南边的一个岛屿

网址：http://www.ladyelliot.com.au/

到达交通：只能坐飞机登岛，从黄金海岸机场飞行 100 分钟到达；布里

斯班飞行 80 分钟到达，但多数人选择从另一个城市班达伯格出发，只需

30 分钟飞行就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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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成为世界遗产，岛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100 多

个淡水湖，也有世界唯一一个生长在沙地上的热带雨林。岛上还栖息着

纯种的澳洲野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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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上澳洲野狗（Dingo，外形有点酷似秋田犬和野狼的综合体，

耳朵是竖起来的。）有一定的攻击性，带小孩的游客要注意不要

让小孩靠近它，也不要主动给它喂食。

地址：昆士兰州府城布里斯班北面 250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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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开车 3 小时可以到达，但是岛上只能通行

四驱车。另外岛上还有班车接送，详细班次请访问：http://www.

fraserexplorertours.com.au/fraser-tours-info.html

  圈圈 沙子。白色和橙色的，橙色的因为沙子上包含一层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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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住宿吸引了全球的旅行者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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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Moreton Island, Brisbane,Australia

网址：http://www.moretonislandtours.com/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乘船 30 多分钟就可抵达

住宿Sleep

黄金海岸是有名的度假胜地，每逢假期全澳洲的人基本都会涌向这里。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住宿，有高大上的五星酒店，有适合

亲子乐的度假村，也有经济实惠的露宿营地。大部分住宿都离海滩很近，

步行距离就可以到达。12 月份是黄金海岸的旅游高峰，此时出行请提前

预定好酒店。

http://www.byron-bay.com/byronbay/gettingthere.html
http://www.ladyelliot.com.au/
http://www.mafengwo.cn/i/1146689.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1337777.html
http://www.fraserexplorertours.com.au/
http://www.fraserexplorertours.com.au/fraser-tours-info.html
http://www.fraserexplorertours.com.au/fraser-tours-info.html
http://www.moretonislandto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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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思哲酒店 Palazzo Versace Hotel（五星）

Palazzo Versace 范思哲豪华酒店全球只有两家，一个在迪拜，一个就

在黄金海岸。作为一家六星级酒店，范思哲环境极尽奢华，内部所有设

施均出自范思哲品牌。酒店服务也一流，优惠活动时甚至有赠送客人价

值 100 澳元的范思哲香水，推荐给预算充裕喜欢浪漫的情侣与夫妻。酒

店靠近主海滩，距离冲浪者天堂不远。

酒店有自带的购物中心，还有 VERSACE 的品牌店，简直就是为顾客量

身定做。

地址：94 Seaworld DriveMain Beach QLD 4217

网址：http://www.palazzoversace.com/

联系方式：(61-07)55098000

参考价格：标准房 396 澳元起每晚（含早餐）

木星赌场酒店 Jupiters Hotel & Casino（五星）

地理位置优越，步行 8 分钟可以到达海滩。除了五星酒店的基本配备，

这里还有着澳大利亚第一个合法赌场，超豪华的赌场 24 小时全天无休，

一定可以让你乐翻天。

地址：Broadbeach Island，Gold Coast，Australia 4218

网址：http://www.jupitersgoldcoast.com.au/Pages/default.aspx

参考价格：标准房每晚 205 澳元起

Q1 豪华度假公寓 Q1 Apartment&Spa（五星）

南半球最高的公寓大厦，独特的玻璃体设计可以让你俯瞰整个黄金海岸

超长的海岸线。大楼内还有便捷通畅的网络，以及口味丰富的餐厅。地

理位置的便利更是让你有度假休闲的惬意感受。

地址：9 Hamilton Aven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网址：http://www.q1-luxuryapartments.com/location.html

参考价格：一室一厅每晚 236 澳元起

冲浪者休闲公寓 BreaKfree Imperial Surf

公寓 120 平米，海景房。不配给洗漱用品。开放厨房，物品一应俱全。

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游客。

地址：80 The Esplanade, Surfers Paradise, Queensland 4217, 

Australia

网址：http://www.breakfree.com.au/imperial-surf/

参考价格：一室一厅每晚 145 澳元起

FrancesQ 如有住公寓的小伙伴应注意了，公寓在周末、法定节假日基

本没有服务人员哦。如你退房时没有服务员，就把房间钥匙放到前台固

定放钥匙的箱子里即可。澳洲插座均是小插头，我们带去的插座无法使用。

就在前台借了一个使用，走时归还就行了。

想在住宿上省点钱？不妨订在工作日，工作日的住房价格比周末

的房价有可能会便宜 30% 左右。这样算下来，还真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呢！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么黄金海岸就属于典型靠海吃海的。

新鲜生猛的大虾、螃蟹、生蚝那都是必不可少的。佐以摆盘精致的沙拉，

让人胃口大开。黄金海岸属于生活节奏特别慢的城市，在这里你很少能

看到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洋快餐。大家更喜欢挑选几家精致的餐馆，

坐在海边长廊，慢慢享受美食给味蕾带来的愉悦享受。

德国猪手 Bavarian Havs

  李皜鹏 LGP 主菜德国咸猪手上场啦！

这家德国猪手店在黄金海岸可是非常有名，不少游客来这里旅游都指名

要来猪手店品尝品尝。猪手店的位置就在冲浪者天堂的主路上，非常好

找。店内装修也比较独特，两边挂满了复古小相框。而说到招牌的咸猪手，

那可真的是外酥里嫩，脆脆的猪手皮得到了食客的一致好评。除了猪手，

这里的牛排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总体来说是一家非常值得去品尝的一家

店。

地址：Cavill Ave 41 号

联系方式：(61-07)55317150

范思哲酒店自助餐厅

  圈圈 晚餐在范思哲酒店 Barocco 餐厅用餐，海鲜自助。

餐饮Eat

http://www.palazzoversace.com/
http://www.jupitersgoldcoast.com.a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q1-luxuryapartments.com/location.html
http://www.breakfree.com.au/imperial-surf/
http://www.mafengwo.cn/i/1031571.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1337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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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唯一一座巴洛克式风格的餐厅，高贵大气的装潢给人以贵族般

的享受，每晚的海鲜盛宴选用的都是当季上上品，太平洋生蚝、特级国

王虾、帝王蟹、澳洲青口、烟熏三文鱼以及其他海鲜，数十种冷菜热菜

和精致甜点，一定能让你吃到扶墙走。

地址：94 Seaworld Dr,Main Beach, QLD4217

联系方式：(61-07)55923383

The Groove Train 创意特色餐厅

餐厅提供 80 多道别具风味的菜肴，原味炭烤牛排和各类海鲜是主打。秘

制炸茄条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有中文菜单。这家餐厅还可以提前预定和

外卖，大大方便了游客的需要。

地址：Level 1 3113 Surfers Paradise Boulevard, Surfers 

Paradise, Queensland, Australia

网址：http://www.groovetrain.com.au/

营业时间：11:00- 夜晚

Dracula’s Cabaret Restaurant

这家店从里到外都是吸血鬼风格，气氛诡异，宛如真的进入了吸血鬼德

古拉的城堡。用餐时有乐队驻唱，也有舞台剧。菜品选择很多，棺材巧

克力甜点是一大特色，用巧克力做成棺材形状，里面充满奶油，外面浇

上小红莓汁。这家店必须提前预订，入场人士需满 16 岁。

地址：太平洋购物中心对面

网址：www.draculas.com.au

联系方式：(1800)37224218

高空跳伞与热气球

黄金海岸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尝试一下黄金海岸 Sky Dive，从高空

直升机中跳出，感受一下心跳加速的冲动。如果觉得这个太刺激了，不

妨乘坐高空热气球，从高空俯瞰黄金海岸广阔的海岸线。

Gold Coast Skydive

地址：1/78 Musgrave Street Kirra Qld 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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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07)55991920

娱乐Entertainment

  嗡嗡 在黄金海岸可以预定到乘坐热气球，早上 5 点会有车到所住的
酒店接你，一组人大概有 8 人左右，大家一起做准备工作。

  蚊子霏霏 黄金海岸

黄金海滩作为澳洲一个极有代表性的地方很适合预留 3 天以上的游览时

间，特别是爱好海滩运动或是带着孩子的朋友一定会舍不得走的。

浓缩的就是精华——黄金海岸一日游

如果只有一天那么就在冲浪者天堂充分享受太平洋的气息和澳洲的海滩

文化吧。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一个 2-3 小时的冲浪课程，学习冲

浪的基本知识。顺便在冲浪者天堂购物街上逛逛，参观一下 Q1 大楼。

晚上可以去木星赌场小试下手气，品尝美食，观看歌舞表演，再去热门

酒吧参加一场充满激情的 party。

常规线路三日游

D1：享受海滩，进行日光浴、逐浪、玩沙、散步、发呆或者学习冲浪。

顺便在冲浪者天堂购物街上逛逛，参观一下 Q1 大楼。夜晚的时间你可

以将酒吧之旅、赌场之旅搭配着进行。

D2：选出两个你喜欢的主题乐园吧，推荐电影世界、海洋公园和水上世界，

三个公园各有特色，内容不重复，更合适的是他们有合算的套票优惠。

线路推荐Tours

http://www.groovetrain.com.au/
www.draculas.com.au
http://www.goldcoastskydive.com.au/
http://www.mafengwo.cn/i/606417.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1376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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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除了冲浪、滑水这些近海活动，还可以尝试下观鲸巡游、热气球、

跳伞等活动。当然如果想换下心情，可以前往黄金海岸周边的动物保护

区和国家公园来一次徒步，在春溪国家公园的自然桥上看蓝光虫，享受

古木、瀑布、浅溪和传统的澳洲生活。

Getting there外部交通

黄金海岸交通便利，陆路、空中都有通道进入。大部分澳洲本地人更愿

意直接飞到黄金海岸去度假。

飞机

从航空通行有两个落脚点，一个是直接抵达黄金海岸机场，一个是降落

在临近黄金海岸的布里斯班机场。如果从悉尼、墨尔本等其他较远城市

出发，就建议直接飞往黄金海岸机场。如果是从中国国内出发的，就建

议先飞布里斯班机场。

黄金海岸机场

位于库尔加塔，离冲浪者天堂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只有一个很

小的候机楼，有从悉尼、墨尔本、奥克兰、惠灵顿飞过来的航班。目前

还没有开通国内直飞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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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接驳巴士相关信息）

火车

由于大部分国内游客的行程都是先抵达布里斯班，再从布里斯班坐城市

铁路去黄金海岸。火车就成了主要的交通方式。具体班次信息请查阅以

下网址：http://translink.com.au/

可以在火车站购买一张 go card（详见 XX 页），坐火车和公交

能便宜不少。

详情：https://gocard.translink.com.au/webtix/

Getting  around内部交通

到了黄金海岸市内，也有多种交通选择，公交、出租、轮渡和自驾，确

保你在黄金海岸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公共汽车

黄金海岸的公交路线相对于其他澳洲大城市如墨尔本、悉尼并不算多。

上车的时候建议使用 go card，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公交路线也根

据所在的区域不同车票也不一样。最便宜的车票是 5.2 澳元，用了 go 

card 是 3.53 澳元，非高峰时期乘坐用 go card 是 2.83 澳元。公交线

路查询也可访问：http://translink.com.au/

北领地
北领地是澳洲北方的自治领地，首府是达尔文市。北领地是以自然景观

和文化特色著称的主要旅游胜地之一，主要的景点有卡卡杜国家公园、

爱丽丝泉、帝王谷、艾尔斯岩石、卡塔丘塔、艾尔斯岩度假村，北领地

是古代土著文化的发源地，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保存有 2 万年前的山

崖洞穴的原始壁画，在艾尔斯岩还可享受到澳大利亚地道的独特美食，

包括澳大利亚肺鱼、袋鼠肉、鸸鹋肉和鳄鱼等。

Sights景点

卡卡杜国家公园 Kakadu National Park

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大利亚面积最大国家公园，占地 131.6 万公顷，

以在这里居住了上万年的土著卡卡杜族来命名。公园有丰富的文化与自

然资源，于 1981 年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由于卡卡杜国家公园面积

太大，一般被划分成鳄鱼区（Alligator Region)、贾比卢区（Jabiru 

Region)、诺尔郎吉区域（Nourlangie region）、黄水河区域（Yellow 

Water region）以及乌比尔区域（Ubirr Region)。如果想看土著人的

壁画长廊则推荐到乌比尔和诺尔朗吉区域，如果想体验更多的湿地地貌，

黄水河区域则不容错过。

另外公园里面也有提供住宿的营地，可以在里面住宿花个 2-3 天的时间

徒步游览完公园的特色景点，感受土著民的原始文化。

地址：Kakadu Highway，Jabiru（公园游客中心）

网址：http://www.kakadu.com.au/

费用：25 澳元通票（可以在 14 天内无限畅游国家公园）

 duoduod  

利奇菲尔德国家公园 Litchfield National Park

这是离达尔文最近的一个国家公园（开车约两小时左右），深受当地人

喜欢，有些当地人甚至认为利奇菲尔德比卡卡杜还要好玩。飞流直下的

瀑布和遍地可见的白蚁堆是这个公园的最大特色。

进公园十几公里后就能看见一个一个巨型的白蚁堆，这些白蚁堆平均高

达 2 米，最高的能高达 6 米，每个白蚁堆的形状和排列方式都能最大程

http://www.goldcoastairport.com/sites/default.asp
http://translink.com.au/
http://translink.com.au/
http://www.kakadu.com.au/
http://www.mafengwo.cn/i/3198067.html%20duoduod%2010226725%0D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43大洋洲系列

度地避免阳光，保证蚁堆内部足够凉爽。这些可都是只有在北澳才能看

到的神奇自然景观。

从白蚁堆前行一会就能看到布里岩石水潭（Buley Rockhole），瀑布般

的水流流过一系列的岩石水洞，整个水潭化身成一个天然的水疗 SPA，

在炎热的夏天还可以在水池里消消暑。

穿过茂密的树林，就能看到利奇菲尔德比较有名的佛罗伦萨瀑布

（Florence Falls），两条如玉带般的飞流从山顶直泻而下，在沙漠地带

可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

沿着佛罗伦萨瀑布向前走，还能看到托尔默瀑布（Tolmer Falls）和旺

吉瀑布（Wangi Falls）。其中旺吉瀑布注入的水潭也是一个巨大游泳池，

可以带上游泳眼镜到水下与鱼儿一起嬉戏。

地址：Litchfield Park Road, Litchfield Park

鳄鱼湾乐园 Crocosaurus Cove

这个鳄鱼湾公园里可以看到北领地的象征，也是这个世界上现存最大的

爬行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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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湿地食物链中是最高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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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演过。如果还嫌不够刺激，你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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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隔着玻璃看着咸水鳄对着你张

开大嘴猛烈的扑抓撕咬，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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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生死

经历。

地址：Corner of Mitchell & Peel Streets,Darwin,Northern 

Territory,Australia 

网址：www.crocosauruscove.com

费用：大人门票 32 澳元，小孩门票 20 澳元；死亡之笼 160 澳元 / 人

联系方式：（61-08）89817522

开放时间： 9:00-18:00

尼 特 米 卢 克（ 凯 瑟 琳 峡 谷） 国 家 公 园 Nitmiluk(Katherine 

Gorge) National Park

这个国家公园位于达尔文市去往爱丽斯泉的途中，占地 29200 公顷，以

开凿了 13 座深邃的砂岩峡谷而闻名。凯瑟琳河则是唯一贯穿这个公园的

内陆河，1861 年英国探险家约翰 • 麦克道尔首先横跨澳洲大陆发现了

这条河，于是以自己女儿的名字“凯瑟琳”命名。经过上万年的时间冲

刷，变成了现在的峡谷地貌。其中凯瑟琳峡谷是整个公园最出名的一支。

建议乘坐游轮游览，如果体力好还可以在河上泛舟游览（雨季河水湍急

不建议进行此项活动），欣赏峡谷两边奇特的岩石以及土著岩画。

地址：Katherine,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网址：www.nitmiluktours.com.au

爱丽丝泉小镇  Alice Springs 

爱丽丝泉（有名爱丽斯泉）小镇是北领地的重镇，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小镇。

一百多年前，由于阿德莱德与达尔文相距 3000 公里之遥，当时的统治

者为了修建一条公路以贯穿南北的交通，恰巧在爱丽斯泉附近发现泉水，

因此选此地为电报中转站，并逐渐开发了这个沙漠重镇。

位于小镇上的爱丽斯泉沙漠公园（Alice Springs Desert Park )，现

在由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负责管理。展现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地区独有的动

植物，整个公园分为沙漠地带、沙地和林地这三个部分。与北领地其他

沙漠公园不同的是这里还展示了独特的土著民文化，在这里可以看到澳

洲全境的土著民部落分布以及沙漠地带的各种植物和果实的介绍。

除了沙漠公园，参观皇家飞行医疗服务团（The Royal Flying Doctor 

Service）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飞行医疗服务团的服务范围以爱丽斯

泉为中心，服务半径为方圆600公里。目前电话是咨询和诊断的主要途径，

飞机是提供紧急救助的主要工具。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有模拟医生进行

急救，一边有讲解员滔滔不绝。这里的景点门票收入有一部分都会募捐

给这个飞行医疗队。

 

 悦微小鱼  皇家飞行医疗队的救生舱

如果想了解爱丽斯泉小镇的开拓史，可以去爱丽斯泉电报站（Alice 

Springs Telegraph Station）看看，这座古老的电报站建于 1872 年，

里面展示了许多古老的电报机和珍贵的老相机，以及爱丽斯泉小镇的由

来。

乌 鲁 鲁 — 卡 塔 丘 塔 国 家 公 园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没错，这就是澳洲最出名的红色大石头（艾尔斯岩）的所在地。乌鲁鲁—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被称作是“人生一定要去的五十个地方”之一，也是

电影《在世界中心呼唤爱》里女主角心心念念想去朝拜的地方。著名的

艾尔斯岩是当地土著心目中的圣石，已经存在了上亿年。这块著名的红

色石头长 3.6 公里，高出地面 348 米，而且据研究这块岩石的三分之二

都是被埋在沙地下面。神奇的还在于这块石头由于每天受阳光照射的角

度不同，本身还会散发出不一样的光彩，早上、傍晚、下午三个时间段去，

石头的颜色都不一样。另外石头上虽然有攀登的道路，但是现在当地的

土著人也推荐游客攀爬他们心目中的圣石。

在离艾尔斯岩西边 35 公里处还有一群“石头阵”，那就是另 36 个形状

独特的红色风化砂岩圆顶。当地土著人叫它“卡塔丘塔”，也叫做奥尔

加斯石阵（The Olgas），是“多头之地”的意思。只有坐上直升飞机

才能看到他的全貌。

在去卡塔丘塔的路上还会经过一个叫瓦尔帕（Walpa）峡谷的地方，这

一个 v 型的峡谷，也是宫崎骏的漫画《风之谷》取景的地方。环绕这一

带的徒步路线也叫“风之谷”（Valley of the Winds)，共长 7.5 公里，

完成徒步大概需要 2-4 小时。途中横跨不同的沙漠地带，沿途可欣赏各

种奇形怪状的大石头，遍览不一样的沙漠风光。

www.crocosauruscove.com
www.nitmiluktours.com.au
http://www.mafengwo.cn/i/975418.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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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宁 CC  

地址：Yulara ,North territory,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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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Park

帝王谷又叫国王峡谷，属于瓦塔卡国家公园里面的一处景点，但因为名

声太大了，因此很多人都听说过北领地有个国王峡谷而不知道瓦塔卡国

家公园。

瓦塔卡这个词来源于土著语，意指生长繁茂的伞状灌木丛。这个用来形

容国家公园的特色也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国家公园的伊甸园花园（Garden 

of Eden）里，你能看到沙漠绿洲和池塘这一奇特的景观。

大名鼎鼎的帝王谷则是地表裂开深入地下 270 米深的巨大峡谷，整个峡

谷遍布绯红高耸的断层和悬崖，有些断面竟然平整得仿佛是被巨斧一字

劈开，与地面呈近 90 度。真的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围绕着帝王谷的有 2 条著名的徒步路线，最近的是峡谷内部的观光，路

面比较平整，全程仅需一个小时。还有一个绕峡谷边缘的，全程 3 个小

时左右而且路边也比较崎岖，但是看到的景观就更全面。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实际情况考虑路线。

地址：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1 沙漠地区十分的干燥且日照十分猛烈，一定要记得随时补水，

带上墨镜做好防晒措施。

2 入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拿地图，地图上有标记最佳观赏日出日

落的地方，以及各种徒步路线，可以参考。

3 为了尊重土著人的文化，这里的石头是一律不能带走的。

帝王谷里有些悬崖可能会有落石掉下，大家要注意路牌，不要走

危险路段。

北领地的住宿基本分布在达尔文、爱丽丝泉两个地方。达尔文是州首府，

市区以及靠近机场的地方有很多品牌连锁酒店。其余在国家公园一般都

设有露营地、帐篷小屋或者房车营地，满足不同背包客的要求。另外，

旅游旺季（4-8 月）的北领地住宿有可能一床难求，所以这个时候出行的

游客一定要提前预定。

达尔文 YHA 酒店 Darwin YHA

地理位置优越，就在达尔文市中心，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餐馆、旅行社

一应俱全。酒店前台也能负责预定周边国家公园的游览，房间干净整洁，

还有一个室外游泳池。如果你想找一个便宜舒适的落脚点又想结识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YHA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地址：97 Mitchell Street, 0800 达尔文

网址：http://www.yha.com.au/hostels/nt/darwin-surrounds/

darwin-YHA-backpackers-hostel/

参考价格：32 澳元 / 六人间床位

达尔文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Darwin

地理位置优越，距离达尔文机场仅 15 分钟车程，在房间阳台能俯瞰到达

尔文港和滨海艺术中心。客房比较宽敞，设施也比较新，每天早上酒店

还会提供丰富的自助早餐。

地址：122 The Esplanade Darwin

网址：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northern-

territory/doubletree-by-hilton-hotel-esplanade-darwin-

DRWEDDI/index.html

参考价格：139 澳元 / 双人间

乌鲁鲁艾尔斯岩度假酒店

 就爱游  

乌鲁鲁艾尔斯岩度假村是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里唯一的酒店（群）。

不同的酒店针对不同的人群定位，有土豪喜欢隐私性极强的东经 131°

沙漠帐篷酒店，每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帐篷院落；沙漠风帆酒店和花园酒

店则适合预算比较宽裕的旅行者；与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可以选择鸸鹋

高级公寓；经济型背包客也不用担心，内陆先驱者青年旅社里的“大通

铺”让你交遍世界各地好友。度假村里设施齐全，有连接各个区域和往

返机场的接驳巴士，还有邮局、超市、医院、游客中心、水疗馆以及餐厅。

住宿Sleep

http://www.mafengwo.cn/i/987690.html%20%0D
http://www.yha.com.au/hostels/nt/darwin-surrounds/darwin-YHA-backpackers-hostel/
http://www.yha.com.au/hostels/nt/darwin-surrounds/darwin-YHA-backpackers-hostel/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northern-territory/doubletree-by-hilton-hotel-esplanade-darwin-DRWEDDI/index.html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northern-territory/doubletree-by-hilton-hotel-esplanade-darwin-DRWEDDI/index.html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northern-territory/doubletree-by-hilton-hotel-esplanade-darwin-DRWEDDI/index.html
http://www.mafengwo.cn/i/980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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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享用大名鼎鼎的“寂静之声”，可以直接在酒店前台报名。

地址：Via Yulara Drive Ayers Rock Northern Territory

网址：http://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

参考价格：沙漠风帆酒店 350 澳元 / 晚；沙漠花园酒店 305 澳元 / 晚；

鸸鹋高级公寓双卧室房 405 澳元 / 晚；内陆先驱者酒店 270 澳元 / 晚；

内陆先驱者青年旅社 20 澳元 / 床位 / 晚；东经 131°沙漠帐篷酒店

1100 澳元 / 晚

寂静之声 Sound of Silence

来到神秘的北领地大陆怎么能不尝试一下“寂静之声”大餐呢？长达 4

个小时的晚餐包含了北领地最正宗最丰富的美食，有袋鼠肉和鸸鹋肉等

独特沙漠烧烤佐以美味的新世界葡萄酒。在用甜品前，会有天文学家为

你讲述天空中的各类星座，你还能在他们的指引下看到只有南半球才能

见到的南十字星。此时空旷无边的沙漠只听得见你与自己灵魂交谈的声

音。

地址：乌鲁鲁度假村内

网址：http://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restaurant/

sound.html（可预订）

参考价格：169 澳元 /1 人（10 岁小孩不能参加）

爱丽丝泉红赭石烧烤餐厅 Red Ochre Grill Restaurant

想要又便宜又全面地品尝到北领地的特色美食，那么红赭石烧烤餐厅则

是你不容错过的一家。北领地独有的肺鱼烧烤、袋鼠肉三明治、鳄鱼肉

蔬菜沙拉这里都能吃到，还有澳洲牛排更多特色澳洲美食带着你来品尝。

地址：57 Todd Mall, Alice Springs, Northern Territory 0870, 

Australia 

网址：www.redochrealice.com.au/default.php

联系方式：(61-08)89529614

参考价格：人均 35 澳元

欧沃兰德牛排餐馆 The Overlanders Steakhouse

这家餐馆建于 1971 年，是为了纪念当年来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开拓

者而建，可以说是北领地最具代表性的餐馆。“放牧人爆发”（The 

Drovers Blowout）更是每桌必点的招牌套餐，涵盖了包括鸸鹋、鳄鱼、

尖吻鲈、骆驼和袋鼠在内的北领地所有特色野味，当然了，餐厅招牌的

牛排也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72 Hartley Street , Alice Springs , Northern Territory , 

0870

网址：www.overlanders.com.au

联系方式：(61-08)89522159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18:00-21:00

参考价格：人均 30-50 澳元左右

建议穿着比较舒适的衣服和平底鞋。5 月至 9 月的夜晚较凉，请

随身携带一件外套。

餐饮 Eat

北领地也属于地广人稀的地方，从澳洲其他地方来这游玩，最快捷的方

式是搭乘飞机，不太建议乘坐火车，因为火车票会比飞机还要贵，而且

还没有飞机快。另外一种比较省钱的方式就是乘坐跨州大巴，像灰狗汽

车公司都有在澳洲本岛其他地方到北领地的线路。

到了北领地比较建议租车进行游览，因为景点与景点间分散的比较开，

中间连接的公共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飞机

北领地有达尔文、爱丽丝泉小镇、乌鲁鲁这三个地方设有机场。其中达

尔文的机场接受国际航班，其余两个则基本是澳洲境内的航班。中国没

有直飞到达尔文的飞机，只能先飞到新加坡再转机到达尔文。从悉尼飞

到达尔文需要 4.5 小时，飞到爱丽丝泉小镇大约需要 3 小时。Qantas、

捷星和维珍航空的航线都比较齐全。

阿德莱德 Adelaide
阿德莱德不仅是南澳大利亚的首府，更是通往澳洲内陆的必经之地，开

启了南澳大利亚各式多彩活动的大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的

旅行选择地。在《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出的 2014 世界十

佳旅游城市榜单上，阿德莱德更以它迷人的风采而榜上有名。阿德莱德

还是一个“20 分钟的城市”，因为它不拥挤的道路，你可以在 20 分钟

之内驾车到达你想去参观的海滩或山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步行，体验

这座城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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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

令人回味无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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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无数的美食家和百万市民。

地址：Gouger & Grote Sts,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8)82037203

北大街（North Terrace） 

北大街承载着南澳大利亚的历史，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条街上聚集

着州立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和州总督府等文化历史建筑，更是因为

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条青翠葱茏的林荫大道从市中心延伸而出，

Getting there外部交通

景点 Sights

http://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
http://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restaurant/sound.html
http://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restaurant/sound.html
www.redochrealice.com.au/default.php
www.overlander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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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两侧分布着为数众多的战争纪念馆、教堂和雕像。这些雕塑都是历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着在澳洲历史上作过重要贡献的人们。在街道

角落的移民博物馆记载着数以千计的澳洲移民、难民的曲折经历和情感，

述说了这座城市的起源。

地址：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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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yu_long  南澳艺术馆正门

这间一流的艺术馆囊括了澳洲艺术界的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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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雕塑作品必将给您留

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艺术馆还不定期地举行一些临时性展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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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收藏和澳洲

联邦（Australia Federation）时代的景观。

地址：North Terrace,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5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8)820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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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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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齐全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品种，也可以在品酒会上随意品尝心仪的美酒，

或者展开对葡萄酒酿造过程的探索之旅——包括参观澳大利亚最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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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尔海滩（Glenelg Beach） 

海滨小城格雷尔距离市区仅 10 公里，这里是南澳大陆的首批英国移民定

居之地。如今，搭乘充满复古情趣的古董电车从维多利亚广场出发，横

穿茉菲特赛马场，不出半小时就可光临这座海滨之城了。城中随处可见

的古老的教堂和豪华的度假别墅，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侧。夕阳西下，

逗留在水清沙白的海滨浴场做一次温泉 SPA，或者乘坐双体船出海，与

水下的鱼群并肩前进。靠在甲板上，望着落日，想象自己与海豚一道畅

游起来。

奔富玛吉尔庄园（Pen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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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fold Magill Est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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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酒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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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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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离阿德莱

德市中心， 只有 5 分钟车程的距离。它提供了完美的旅行设施，以及悠

久的文化遗产和宽敞的零售区域。游客可以参加厂内的 20 分钟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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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卡斯访客中心（Jacob’s Creek Visitor Centre） 

杰卡斯是芭萝莎规模最大的葡萄园，也是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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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去到

葡萄园酒窖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其中葡萄园就有 14 个不同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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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Barossa Valley Way, Rowland Flat, South Australia 

网址：www. jacobscreek.com

林道薰衣草农场 (Lyndoch Lavender Farm) 

林道薰衣草农场有 2.4 公顷的香气袭人的花圃，种植着不同品种的薰衣

草“展示花园”，沿着花田步道，游客可以欣赏多达 90 余个品种的薰衣

草。欣赏薰衣草之余，还能品尝到薰衣草做的各种美食如：薰衣草味的

饼干、茶或是冰淇淋。在纪念品店内，您也可以自由选购由薰衣草精油

精心制成的个人保养品和其它相关产品。薰衣草有宁神静气助眠等功效，

买回去自己用和送小伙伴都很不错。

地址：Cornr Hoffnungsthal and Tweedies Gully Roads, Lyndoch, 

South Australia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维他命 F  

袋鼠岛离南澳大利亚本土仅 16 公里，它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岛。岛上有各

种野生动物与植物，是游客接触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不仅以

http://www.artgallery.sa.gov.au/agsa/home
www.%20jacobscr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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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鼹、考拉、袋鼠、沙袋鼠、海狮与企鹅数量之多吸引人，且这些野生

动物易于接近，前所未有的近距离的接触经验更令人兴奋。

海豹湾 Seal Bay

海豹湾以其庞大的稀有动物群——澳洲海狮群而著称，这是澳大利亚唯

一一处游客可与海豹在沙滩上近距离接触的地方。自 1803 年开始，这

里便有了生态记录，在 20 世纪前半叶，捕捞鲨鱼船曾任意捕杀海狮和海

豹用作捕杀鲨鱼的诱饵，而因为海豹湾附近的海域水下有暗礁，海船无

法靠近，这里的澳洲海狮才幸免于难。1954 年，随着海豹湾水域保护

区的成立， 岛上的海狮群从此可以平安定居，繁衍后代。目前，这里共

有海狮约 600 头，它们极通人性，对于游客们漫步在它们其中，表现得

相当大度，当面对游客的镜头时，会摆好姿势，非常合作地为游客呈现

一幅生动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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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崎岖的海岸线，刺槐、山龙眼和茶树密布，并且一直延伸至隐蔽的

海滩。海岸是海豹、海狮、海鹰、鹭鸶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的天堂。原

始森林和草原则是袋鼠、小袋鼠、刷尾负鼠、针鼹鼠、巨蜥和不易见到

的鸭嘴兽的乐园。岛上还有很多野生考拉，是澳大利亚少有的几个可以

看到野生考拉的地方之一。

阿德莱德提供从青年旅社到豪华酒店等多种住宿选择，还有用以前的救

火中心改建的特色家庭旅馆。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广场以及周边，北大街

和南大街等主要干道都有酒店分布，极其方便。酒店的价位从 120 澳元

左右起，青年旅社会相对更经济实惠一些。主要的酒店选择有 Majestic 

Roof Garden, Inter-Continental, Crown Plaza, Hilton, Standford， 

Grand Chiefly 和 Oaks 公寓。

特色餐饮店推荐

Good Life Modern Organic Pizza 

在阿德莱德的 Hutt Street 有这样一家披萨店名叫“Good Life 

Modern Organic Pizza”，去过的人都会啧啧称赞。这里的披萨完全是

由有机食材制成的，健康环保，美味可口，配料充足，烘烤入味，还有

多种口味可供挑选，倍受当地人的青睐。

地址：170 Hutt Street,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5000, Australia

Shiki 

位于阿德莱德洲际饭店里的 Shiki 餐厅是一家正宗日本料理，在阿德莱德

获得不少荣耀，开业至今广受好评，厨师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艺使得

Shiki 获得当地人、游客和美食评论家的纷纷赞扬。

地址：InterContinental Hotel | North Terrace, Adelaide

住宿Sleep

餐饮 Eat

Veggie Velo 

Veggie Velo 在阿德莱德的好评如潮，不仅仅在于它好吃的素食汉堡， 

还因为它总是能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出现在阿德莱德的各个角落。不管你

是不是素食主义者，都会被它的素食味道所吸引。

地址：Cbd,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CBD 店）

网址：http://www.veggievelo.blogspot.com/ 

Sammys on the Marina 

Sammys on the Marina 是在阿德莱德品尝海鲜的首选餐厅，就在格雷

尔海滩的 Holdfast 码头。这里不仅提供新鲜的海鲜美味，大厨还会每日

推出不同的优质料理，精湛的厨艺保留了食物最完整的口感，能让每一

个食客完全沉浸在海鲜的美味中。再加上开阔的海景，迷人的落日让视

觉也有了一种绝佳的享受。

地址：12 Holdfast Promenade, Adelaide,

Penfolds Magill Estate Restaurant 

餐厅位于拥有60 年历史的西拉葡萄藤（Shiraz vines）旁，氛围优雅高贵， 

在餐厅内不仅可以观赏到美丽的葡萄园，还可以享受美味的食物，并配

上完美的葡萄酒一起饮用。您可以在参观完奔富马吉尔庄园（Penfolds 

Magill Estate，见 XX 页）后，再享用晚餐。

地址：Penfold Road, Adelaide

购物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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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内部则是有名的表演场所，进行着各类促销、

时装游行活动和街头艺人表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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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皮的孩子们总喜欢爬上这些雕塑，大声招呼着自己的伙伴前来游戏。 

地址：Rundle St btw King William St and Pulteney St, Adelaide

蓝道大街 Rundle Street 

蓝道大街（Rundle Street）凭借一流的美食和娱乐区而声名远扬：在

其精致的家庭用品店、优雅的书店和露营用品店旁，散布着一些新奇古

怪的时装店，颇有特色。广场西边则是辛德利街（Hindley Street），

有大量书店和新潮服饰店夹杂在咖啡馆和酒吧之间。蓝道大街东端市场

（East End Rundle Street Markets）：每周日，蓝道大街上就变成了

集市，设有超过 100 个集市摊位， 出售着南澳的各种工艺品、时尚珠宝、

当地葡萄酒和特色美食等。

购物 Shopping

http://www.veggievelo.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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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澳大利亚的各地，或是从其他国家的著名城市，乘坐飞机到达

阿德莱德都很方便。由于其中心位置，所以是澳大利亚各个地区（尤其

是内陆）理想的门户城市。大型长途汽车公司将阿德莱德与其他各州首

府连接，阿德莱德同时也是澳大利亚铁路的中枢。根据进入澳大利亚的

地点的不同，您有多种方式前往南澳大利亚和阿德莱德旅游。

阿德莱德机场离市中心 8 公里（5 英里），拥有澳大利亚最现代化、最

具效率的航站楼之一，为地区、国内以及国际旅客服务。从市中心乘出

租车到机场，车程 15 分钟，平均车费为 17 澳元。

多家航空公司都有航班飞往阿德莱德，包括国泰航空、马来西亚航空和

新加坡航空等。其中，新加坡航空及其子公司胜安航空提供完善的航空

网络连接国内 10 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成都、重庆、

武汉、长沙、昆明）及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新航宽敞的座椅、舒

适的机舱环境及体贴周到的服务，都能让您将家的自在感觉融入旅途。

更多航班信息，请查询相关航空公司网址： 

国泰航空：www.cathaypacific.com.au 

马来西亚航空：www.malaysiaairlines.com.au

新加坡航空：www.singaporeair.com

澳大利亚航空：www.qantas.com.au

阿德莱德及周边经典三日游

第一天：阿德莱德市区

随后前往中央市场，每周二、三、四、五、六开放，中央市场不仅是食

材的市场，它还是南澳大利亚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缩影。然后前往蓝道购

物城并在黑氏巧克力旗舰店， 品赏美味巧克力，游览多伦斯河、国家葡

萄酒酒中心、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的北大街，最后停留在风光明媚的格雷

尔海滩，观赏日落美景。可选择在阿德莱德山，或市区住宿。

第二天：阿德莱德山—杰卡斯酒庄

在酒店享用早餐后，前往阿德莱德山的洛夫蒂山顶的瞭望台眺望阿德莱

德的市区全景。午餐则是享用德国特色的猪手餐或前往澳大利亚最著名

的葡萄酒产区芭萝莎的杰卡斯酒庄，一边享受午餐，一边欣赏葡萄园景

色。芭萝莎是世界著名葡萄酒品牌奔富和杰卡斯的总部所在地。在此你

可以了解到有关葡萄酒的酿造、醇化的过程和品酒礼仪，甚至还有存酒

木桶制作的方式等等。最精彩的是您有机会亲手酿造一瓶标有您的大名，

只属于您自己的奔富酒。

第三天：袋鼠岛

早餐后，可以前往袋鼠岛，首先来到岛上著名的海豹湾 Seal Bay，漫步

在海狮栖息地，您将看到澳大利亚海狮在沙滩上玩耍，懒洋洋地晒太阳

的情景，体会人与动物如此和谐相处。随后穿越野生动物的天堂弗林德

斯 • 蔡斯国家公园，和袋鼠、小袋鼠和考拉擦身而过。之后游览经数千

年的海水侵蚀和风化而成的神奇岩石，当然，拥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旗

舰拱门 (Admirals Arch) 也不容错过。

线路推荐Tours

Getting there外部交通 珀斯
珀斯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因为其远离澳洲其他主要城市，有“世界

上最与世隔绝首府”之称，同时也是澳洲第 4 大城市。整座城市位于河

畔，头顶永远是蓝天白云，人口 186 万，仅是北京人口的十五分之一。

虽然处在地广人稀的西澳，却有别于这里其他荒漠风貌。这里有白沙碧

海，绚烂缤纷的公园。珀斯拥有广阔的居住空间及高水平的生活质素，

是世界最佳居住城市之一。这里的市民也非常热情友好，曾经赢得了“世

界最友善城市”的称号。原来曾是一个荒凉的孤独城市，现在经过一代

又一代的土著人和移民者的建设，这里逐渐成为了一个发展成熟的世界

性大都市。

国王公园 Kings Park

 李森宁  真的在树顶哦 ~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珀斯城和天鹅河的最佳景色在国王公园一览无遗。

这个占地 4 平方公里、灌木丛生的偌大公园遍布步道和跑道，到处都有

野炊地点、观景台、野花和游乐场，是珀斯城的骄傲和欢乐。

公园内的亮点之一是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洛特里韦斯特联邦步道

（Lotterywest Federation Walkway）。这是一条长 222 米的钢筋玻

璃结构步道，蜿蜒盘旋在桉树构成的架子上，让人们可以在树冠上步行。

另外一个亮点是 17 万平方米的植物园，汇集了西澳两千多种植物。春天

的时候，西澳著名的野花会向你展示姹紫嫣红；每年九月，还有珀斯野

花节等你来尽情享受。

地址：Fraser Avenue, Perth WA 6005, Australia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bgpa.wa.gov.au/kings-park

开放时间：全天

联系方式：(61-8)94803600

到达交通：在市中心的 St Georges Terrace 乘坐免费巴士 37 路或搭

乘中央接送系统（Central Transit）的红色巴士到达公园入口

用时参考：半天

景点 Sights

www.cathaypacific.com.au
www.malaysiaairlines.com.au
www.singaporeair.com
www.qantas.com.au
http://www.bgpa.wa.gov.au/kings-park
http://www.mafengwo.cn/i/3152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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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公园游客中心 Kings Park Visitors Centre

游客中心位于 Frazer Ave 大道的战争纪念馆对面，附近有报刊电话亭、

咖啡馆、礼品店和餐厅。在此你可以参加免费的导游带领的徒步游，每

天 10:00 和 14:00 出发。

坐标：-31.960901,115.832192

地址：Fraser Avenue, Kings Park and Botanic Garden, West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6005

网址：http://www.bgpa.wa.gov.au/contact-us/15-kings-park-

guides

开放时间：每天 9:30-16:00（圣诞节不开放）

联系方式：(61-8)9480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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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旨在通过西澳大利亚

过去与现在以及原住民的艺术来收藏、保护、展示和获得视觉艺术。其

收藏包罗万象，约有 15500 件藏品，从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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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是原住民的美

术作品，包括西澳著名的原住民画家莎莉摩根 (Sally Morgan) 的作品，

从画中可以感受到她用图诉说原住民的故事。这里的咖啡店和礼品店也

值得光顾一下。

地址：Perth Cultural Centre/Roe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费用：免费（除部分特殊展览）

网址：http://www.artgallery.wa.gov.au/

开放时间：周一、周三至周日 10:00-17:00

联系方式：(61-8)94926622

到达交通：从珀斯火车站出发，穿过 Roe St 即到

用时参考：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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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土著居民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恐龙图片展；很

不错的陨石展；哺乳动物、蝴蝶和鸟类展。

在博物馆的庭院中有一种头骨柔软且呈圆形、面目奇特的鲨鱼

“Megamouth”，被浸泡在防腐剂中供人观赏。到目前为止，这种温驯

的鲨鱼只捕获到大约 5 条。

博物馆大楼还包括珀斯的老监狱，修建于 1856 年，沿用到 1888 年，

曾是执行绞刑的首选地。在监狱的底层还有一家隐蔽的咖啡馆和一家儿

童探索中心，在学校节假日开设生物多样性主题类的各种节目，非常受

欢迎。

地址：Cultural Centre Perth Cultural Centre Garden,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费用：免费（建议捐款 5 澳元）

网址：http://museum.wa.gov.au/

开放时间：每天 9:30-17:00

联系方式：(61-8)92123700

到达交通：从珀斯火车站出发，穿过 Roe St 即到

用时参考：半天

西澳大利亚水族馆 Aquarium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水族馆坐落于珀斯的希拉里斯船港（Hillary's Boat 

Harbour），有一条长达 98 米的水下隧道，可以在里面一边漫步一边

欣赏庞大的海龟、鲨鱼，甚至还会其他鱼儿在你头顶上悄悄地游过。这

个小小的海洋世界展现着西澳的水下珍藏：迷人的海龙、海马，全身斑

斓的海月水母，性情乖戾的章鱼。胆大的游客可以在潜水员的帮助下，

在巨大的水族馆里和鲨鱼一起浮潜或潜水。但要记得提前预约，费用在

150 澳元左右。

地址：Hillary's Boat Harbour 91 Southside Dr, Hillarys WA 6025, 

Australia

费用：门票成人 29 澳元，学生、老年人 21 澳元，4-15 岁儿童 17 澳元，

4 岁以下儿童免费

网址：http://www.aqwa.com.au/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7:00

联系方式：(61-8)94477500

到达交通：工作日：搭乘 Joondalup 火车到沃里克立体交通枢纽下车，

然后转乘 423 路巴士到此。周末：搭乘火车到格林伍德站下车，然后搭

乘 456 路巴士到希拉里斯船港下车

用时参考：半天到一天

天鹅塔 Swan Bell Tower

天鹅塔位于珀斯市中心，因临近天鹅河而得名。矗立于兵营广场（Barrack 

Square）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之一，只因塔内有 12 座本属英国圣

马丁教堂（St Martin’s-in-the-Fields）的古老大钟——于 1988 年由

英国政府作为澳洲建国 200 周年纪念礼物赠送给西澳。每周三、四、六、

日的 12:00-13:00 是固定撞钟的时间。负责撞钟者 8 人一组，他们都是

义务来工作，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已经有 78 岁高龄了，凭借着轮盘将钟转

动，用娴熟的技巧控制节奏，如果刚好赶巧遇到，不妨前去参观一下。

当然，你还可以爬到天鹅塔顶，放眼望去，河畔的珀斯城景色将以 360

度的视野尽收你眼底。

地址：Barrack Square/Riverside Dr,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费用：门票成人 14 澳元，学生、老年人 9 澳元

网址：http://www.thebelltower.com.au/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5:45

联系方式：(61-8)62100444

到达交通：从珀斯火车站出发，先沿着 Wellington St 向西走到

Barrack St，再向南步行 13 分钟即到

用时参考：2 小时

 bing  天鵝鐘塔 , Bell tower

http://www.bgpa.wa.gov.au/contact-us/15-kings-park-guides
http://www.bgpa.wa.gov.au/contact-us/15-kings-park-guides
http://www.artgallery.wa.gov.au/
http://museum.wa.gov.au/
http://www.aqwa.com.au/
http://www.thebelltower.com.au/
http://www.mafengwo.cn/i/1295866.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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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动物园 Perth Zoo

珀斯动物园地处南珀斯市中心河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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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有独具匠心的动物住所设计，生动有趣的动物介绍，热带雨林状的树

木布置，更有很多中国动物园没有的小动物，特别是“森林区”内澳洲

特有的袋鼠，还有被当地人称为塔斯马尼亚魔鬼的袋獾，让人眼前一亮。

地址：20 Labouchere Rd, South Perth WA 6151, Australia

费用：门票成人 27 澳元，学生、老年人 21 澳元，4-15 岁儿童 13 澳元，

4 岁以下儿童免费

网址：http://perthzoo.wa.gov.au/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方式：(61-8)94740444（工作日），(61-8)94740333（周末）

到达交通：从珀斯市中心出发乘坐 30、31、34 路巴士到此

用时参考：半天到一天

西澳大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大学是澳大利亚第六所大学，也是澳大利亚最为优良的五星

级大学之一。建立于 1911 年，坐落于距离珀斯市中心仅五公里的占地

65 英亩的校园上。罗马风格的建筑、花园般的校园吸引着人们来此游览。

地址：35 Stirling Hwy, Crawley WA 6009, Australia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uwa.edu.au/

开放时间：全天

联系方式：(61-8)64882447

到达交通：从珀斯火车站出发，乘坐 950、107 巴士到此

用时参考：2 小时

弗里曼特尔 Freemantle

弗里曼特尔位于距珀斯 19 公里处的天鹅河口，有许多奇特的博物馆、历

史建筑、画廊、酒馆和咖啡馆。创新、放松、干净、绿色的弗里曼特尔

是表演者、艺术家、嬉皮士和很多怪人的舒适家园，现在偶尔还能看到

嬉皮士在大街上慢悠悠地骑着旧自行车。

这里还有很多西澳最古老的建筑，如圆屋（Round  House）、弗里曼

特尔监狱（Freemantle Prison）和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Freemantle 

Arts Centre），都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地址：Fremantle,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ladybaby  小镇的街上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建筑的墙上充满艺术感
的浮雕，街边用废旧木板随意打造的花盆，还有弥漫在空气中的咖啡的味道， 
这些传统的咖啡馆通常都和小镇一样的古老。

弗里曼特尔监狱 Freemantle Prison

从某种意义上讲，弗里曼特尔监狱曾用它那 5 米高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高

墙支配着现在的弗里曼特尔。城市里的大部分早期建筑都是由关押在这

里的罪犯劳工建造的，监狱本身也是。监狱在 1855 年到 1991 年间

投入使用，关押过许多不良民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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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门房

和展览厅可以随意进入。

地址：1 The Terrace, Fremantle WA 6160, Australia

费用：门票成人 20 澳元，学生、老年人 17 澳元，4-15 岁 11 澳元

网址：http://www.fremantleprison.com.au/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方式：(61-8)93369200

到达交通：从弗里曼特尔火车站出发向东南方向步行 13 分钟即到

用时参考：2 小时

弗里曼特尔市场 Fremantle Markets

弗里曼特尔市场于 1897 年首次开放，现在共有 150 多个摊位，每周五、

六、日有集市，呈现着港口小镇的繁华。各种西澳特产和商品应有尽有，

有新鲜鱼贝类产品、新鲜蔬菜和水果，还有香精、蜡烛、羊毛、手工艺品、

木雕品、衣服、宝石和陶瓷。除了来此淘选纪念品，还可在此观看街头

艺人的精彩表演。

地址：Henderson St, Fremantle WA 6959, Australia

网址：http://fremantlemarkets.com.au/

开放时间：庭院：周五 8:00-20:00，周六日 8:00-18:00；大厅：周五

9:00-20:00，周六日 9:00-18:00

联系方式：(61-8)93352515

到达交通：从弗里曼特尔火车站出发向东南方向步行 9 分钟即到

吉尔福德 Guilford

吉尔福德镇坐落于天鹅河畔，被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确定为珀

斯的第一批殖民地。1829 年建立之初是一个内陆港。如今，你可以坐火

车到此欣赏天鹅河的美景，探索迷人的殖民风格小镇，在被列为历史文

物的建筑物中住宿过夜。

地址：Guildford, Australia

周边

天鹅谷 The Swan Valley

天鹅谷位于珀斯的东北面，是西澳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这里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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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国际性品牌酒庄，拥有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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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

家、画家、陶艺家、版画家和木刻家所创造的世界，购买精美的纪念品。

http://perthzoo.wa.gov.au/
http://www.uwa.edu.au/
http://www.fremantleprison.com.au/
http://fremantlemarket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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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Meadow St, Guildford WA 6055, Australia

网址：http://www.swanvalley.com.au/

联系方式：(61-8)93799400

到达交通：在珀斯火车站搭乘火车，在 Midland 站下前往天鹅谷城中心

或在 Guildford 站下前往酒庄

 猫肥肥肥不起来  路两边成片的葡萄园

尖峰石阵 Pinnacles

尖峰石阵位于珀斯北部 260 公里，是南邦国家公园 (Nambung 

National Park) 的一部分。这里有壮观奇特的尖峰石阵沙漠，成千上万

根石灰石柱横穿过金色沙漠地面四处散布在像月球地表的地形上。一条

用砂砾铺成的平整环形路横穿过这片石柱林，可以让人们在石柱间走走

看看。

地址：Nambung National Park, Pinnacles Dr, Cervantes WA 

6521, Australia

费用：步行或自行车到此免费，摩托车到此 6 澳元，12 座以下车辆到此

12 澳元 / 辆，12 座以上车辆 5.5 澳元 / 人

网址：http://parks.dpaw.wa.gov.au/site/pinnacles-desert-

discovery-centre

 ladybaby  这类景观在西澳并不唯一，但是这里是最多的和最密的。
在澳洲金色的夕阳下，尖峰石阵可以被拍成很美的照片，成为西澳旅游的明

信片。

朱里恩湾 Jurien Bay 

朱里恩湾是坐落于西澳小麦带区的一个小镇，面朝印度洋。这个优美的

小镇最早于 17 世纪被欧洲人发现，从 1822 年开始就有大量的英国探

险家来此。现在，朱里恩湾是一个供人钓鱼和休养的小镇，澳洲人喜欢

在周末到此度假。在白色沙滩边未遭污染的海水里游玩和玩帆板运动，

捕捉美味的笛鲷和 dhufish 鱼，享用新鲜的鳌虾。更因其景色优美适合

拍照的高空跳伞运动而闻名。

地址：Jurien Bay WA 6516, Australia

 bing  传说中，朱利安海湾海洋公园（Jurien Bay Marine Park）以美
景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

罗特内斯特岛 Rottnest Island

罗特内斯特岛是距离珀斯大约 1 个半小时航程的小岛，周围环绕着热带

海滩和水晶般清晰的海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让人无忧无虑、水质清

澈的人间天堂。浮潜、潜水、钓鱼、冲浪吸引着人们来此，绕岛骑行更

是其一大亮点。岛上的“原住民”短尾矮袋鼠非常可爱，也是此岛的一

大特色，骑行在路上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些小袋鼠，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

向它们随便喂食，因为这样很有可能导致它们生病的。

地址：Rottnest Island WA 6161, Australia 

网址：http://www.rottnestisland.com/

联系方式：(61-8)94329111 

到达交通：在弗里曼特尔乘坐“罗岛特快”（www.hillarysfastferries.

com.au）到达

 东奔西跑  这儿是浮潜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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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观赏各色海洋动物，, 从企鹅和海豚到潜水沉船

和浮潜步道。公园主要包括锡尔岛（Seal Island）和彭古因岛（又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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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wanvalley.com.au/
http://parks.dpaw.wa.gov.au/site/pinnacles-desert-discovery-centre
http://parks.dpaw.wa.gov.au/site/pinnacles-desert-discovery-centre
http://www.mafengwo.cn/i/1018969.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3046760.html
http://www.rottnestisland.com/
http://www.mafengwo.cn/i/3046760.html
http://www.mafengwo.cn/i/1255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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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欢迎你的到访。

地址：Shoalwater Islands Marine Park, WA,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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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4050700

到达交通：乘坐渡轮到此

沃尔云加国家公园 Walyunga National Park

沃尔云加国家公园位于天鹅河上游，埃文河（Avon River）将达令山脉

（Darling Range）切断，形成一个狭窄的峡谷。公园非常适合徒步旅

行和野餐。有很多丛林步道，包括去往 Syd’s Rapids 的 5.2 公里往返

步道和 1.2 公里的土著古道（Aboriginal Heritage Trail）。最佳步道

是 10.6 公里的 Echidna Loop，经过天鹅谷和埃文河谷时可以看到非常

棒的景色。公园内还有一片已知最大的努噶人露营地，在 19 世纪前 10

年后期仍在使用。

地址：Walyunga National Park WA 6084, Australia 

网址：http://parks.dpaw.wa.gov.au/park/walyunga

费用：步行或自行车到此免费，摩托车到此 6 澳元，12 座以下车辆到此

12 澳元 / 辆，12 座以上车辆 5.5 澳元 / 人

开放时间：每天 8:00-17:00

联系方式：(61-8)92906100

到达交通：从珀斯驾车约一小时到此

用时参考：一天

珀斯地域比较广阔，但为了出行方便，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在北桥区、

CBD 区或者周边海滩入住。北桥区旅店选择很多，各种类型都能找到，

但就是周边环境有点吵闹，比较适合抗噪音能力强的游客。还有一种选

择就是在中央商务区，这里和北桥区一样交通便利，靠近各种公共交通

设施，可以轻松前往周边郊区，另外中央商务区周边各种配套设施都比

较成熟，购物和餐饮的选择都比较多，总体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如果想

在海滩边度假的不妨选择一个 B&B 酒店，悠哉悠哉的在房间看着海景开

始新的一天。需要注意的是澳洲绝大部分酒店都不提供牙膏、牙刷和拖鞋，

去之前请自备好这些生活用品。

帕米利希尔顿酒店 Parmelia Hilton Hotel

酒店位于繁华地段，地理位置很优越，靠近商业区，购物吃饭很方便。

离国王公园大约十分钟步行路程，而且交通便利，离巴士站和火车站很近。

住宿条件不错，卫生状况很好，还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供休闲娱乐。

地址：14 Mill Stree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参考价格：标准间 300 澳元 / 间

珀斯标准酒店 Criterion Hotel Perth

酒店位于珀斯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靠近购物中心，吃饭和购物都很

方便。房间很宽敞，卫生条件好，设施也很齐全。提供无线网络，工作

人员的服务也非常棒。

地址：560 Hay Stree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住宿Sleep

参考价格：标准间 150 澳元 / 间

圣 塔 玛 利 亚 B&B 酒 店 Santa Maria Executive Suites 

Fremantle Bed & Breakfast

酒店位于珀斯的卫星城弗里曼特尔，位于天鹅河的出海口（珀斯的著名

观光胜地）。下榻于这家当地最好的 B&B 酒店，可以享受一流的设施与

最尊贵的服务。房间和床都很大，洗浴设施很不错，提供的早餐也很棒。

非常适合到此度假。

地址：55 Shepherd St, Fremantle WA 6162,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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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3313316

参考价格：标准间 180 澳元 / 间

One World Backpackers

这家青旅位于北桥区，离北桥的活动中心区域足够近。在一幢修复得不

错的老房子内，干净、青春并且保养得很好。所有房间的地板都光亮可鉴，

宿舍很大，光线充足，砖砌的花园庭院是和长住这里的旅客打成一片的

好地方。

地址：162 Aberdeen St, Perth WA 6003,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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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2288206

参考价格：多人间 30-33 澳元 / 床，标准间 82 澳元 / 间

珀斯作为西澳的美食之都，丰富多样的海鲜自是少不了了。由于西澳这

片土地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者，所以韩餐、中餐、日料、意大利

风味，只要你想得到的这里都能吃到。比较好的一点是，跟西澳粗犷辽

阔的地貌相像，这里的食物分量都特别大，海鲜、牛扒、羊排都是大盆

大盆上的，一定可以吃得沟满壕平。

Opus Restaurant

Opus 是珀斯最富有魅力的餐厅，提供独出心裁的法式和现代澳大利亚菜

肴。厨艺精湛的厨师使用西澳大利亚最好的原材料烹饪出一道道创意的

应季菜肴，深受顾客欢迎，如菲力牛排、鹿肉、羊排。

地址：2 Richardson St, West Perth WA 6005, Australia

网址：http://www.opusrestaurant.com.au/

联系方式：(61-8)92178880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18:00 开始营业

参考价格：人均 50 澳元

Tiger, Tiger

如果你想品尝甜食，并配上一杯咖啡，那么 Tiger, Tiger 绝对是超棒的

选择。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享用正餐，餐厅提供很多应季的菜肴。餐厅

光亮的水泥地板、公共餐桌和古典的木质家具，给人舒适之感，再加上

这里的 wifi 服务，吸引了众多游客在此休闲。

地址：329 Murr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tigertiger.com.au

联系方式：Email：malena@tigertiger.com.au

餐饮 Eat

http://parks.dpaw.wa.gov.au/park/shoalwater-islands
http://parks.dpaw.wa.gov.au/park/walyunga
http://www.santamariasuites.com.au/
http://www.oneworldbackpackers.com.au/
http://www.opusrestaurant.com.au/
http://www.tigertiger.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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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三7:00-17:00，周四7:00-20:00，周五7:00-24:00，

周六 7:30-16:00

参考价格：人均 15 澳元

Annalakshmi on the Swan

餐厅是一家由志愿者经营的咖喱风味素食餐厅。嬉皮士、当地人、来访

的印度人都喜欢在这里排队等候辛辣的咖喱美食和芳香的达西尔（dhal，

东印度的一种稠而细腻的炖制食物，由滨豆、洋葱和各种调味品制成）。

这家餐厅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在此就餐能 360 度欣赏天鹅湖的美丽风景。

地址：Jetty 4, Barrack Square,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annalakshmi.com.au/

联系方式：(61-8)92213003

营业时间：每天 12:00-14:00，18:30-21:00

参考价格：人均 50 澳元

Fraser's Restaurant

餐厅位于国王公园的山顶，位置独一无二，可以俯瞰珀斯城和闪闪发光

的天鹅湖。菜品是标准的现代澳大利亚菜肴，多年来深受好评，如碳烤

岩龙虾和烤袋鼠，配甜菜根罗斯蒂（Rosti，一种奶酪烤土豆泥）和玉米糕。

地址：Fraser Ave, West Perth WA 6005,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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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4817100

营业时间：每天 12:00-24:00

参考价格：人均 40 澳元

Raine Square Shopping Centre

Raine 广场购物中心位于珀斯市中心，拥有众多的时尚店铺、美食餐厅、

大型超市、美发沙龙，还有一个游戏中心，绝对是你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地址：300 Murr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rainesquare.com.au/

联系方式：(61-8)61434888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21:00，周六 9:00-17:00，周日 11:00-

17:00

到达交通：乘坐地铁在珀斯地铁站（Perth Underground）下或乘坐巴

士 Yellow and Red Cat Buses 或观光巴士路线 28 到此

Form

Form 是一个成立于 1968 年的独立、非盈利的文化组织，提倡文化的

创造性。在 King St 街角，有它的一家小店，这里有澳大利亚艺术家制

作的花瓶和手工艺品，以及设计书籍、饰品、珠宝和皮包。想在珀斯购

买一些独特的纪念品，不妨到这家店来淘淘宝。

地址：357 Murr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form.net.au/

联系方式：(61-8)92262799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 10:00-17:00

购物 Shopping

伦敦街 London Court

建于 1937 年的伦敦大街是珀斯的独特一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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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表现出了澳洲人对故国的怀念和崇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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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H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londoncourt.com.au/

联系方式：(61-8)6461863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5:00-21:00，周日 6:00-21:00，

到达交通：从天鹅塔出发，沿着 Barrack Street 向北走到 St Georges 

Terrace 再向左转，第一个路口向右即是伦敦街

珀斯市内一日游

线路特色：在西澳首府感受西部风情

线路详情：首先来到珀斯的中心绿地——国王公园里休闲打发时光，走

上树冠上的联邦步道，看着透明的脚下风景，感受不一样的爬树冒险，

然后来到珀斯的地标——天鹅塔，这不仅是一座建筑物，还是世界上最

大的乐器，每周固定几天（见 XX 页）还会有敲钟师傅敲响钟声，如果

要俯瞰珀斯全景的，可以来到天鹅塔顶，这里组成了珀斯最完美的天际线。

下午可以搭乘地铁来到珀斯周围的海滨，当地人的度假胜地——弗里曼

特尔，这里对着的就是印度洋，可以在海滩边上放放空，对历史感兴趣

的还可以到弗里曼特尔监狱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故事。

珀斯周边两日游

线路特色：遍览周围无边自然美景

线路详情：D1：今天的行程就在环形罗特内斯特岛。早上在酒店用完早餐，

就直奔码头乘船前往罗特内斯特岛，这个岛的海域比珀斯周边海域还要

干净纯洁，放眼望去都是蓝天碧海白沙，而且岛上不通汽车，你可以租

辆自行车，绕岛环行。罗特内斯特岛上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短尾矮袋鼠，

现在只有岛上和大陆森林里才有了，在环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遇到这些

可爱的小动物跟你打招呼哦！在海边看完日落就可以准备启程返航，晚

上回到珀斯市内住宿。

D2：第二天从珀斯市中心出发，往北部偏东北的地方进发，先去著名的

葡萄酒酿酒胜地——天鹅谷品尝美酒佳肴，在葡萄酒庄园里亲自采摘葡

萄，全程见识酿造的全过程。接着一路驱车向北，来到著名的尖峰石阵，

看荒漠里风沙侵蚀的鬼斧神工。

飞机

目前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了从广州白云机场直飞珀斯的航班，大概需要 7

个小时。别的中国国内航班大部分都需要在泰国或新加坡转机才能抵达。

由于澳洲幅员辽阔，也有不少游客的行程是先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游玩，

线路推荐Tours

Getting there外部交通

http://www.annalakshmi.com.au/
http://www.frasersrestaurant.com.au/
http://www.rainesquare.com.au/
http://www.form.net.au/
http://www.londoncour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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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墨尔本、悉尼这几个主要城市搭乘飞机前往珀斯。从墨尔本大概需

要 1 小时，悉尼飞往珀斯则需要 2 小时左右。QANTAS、维珍航空和捷

星主要提供珀斯到澳洲其他地方的航班服务。

珀斯机场 Pe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地址：2 George Wiencke Dr, Perth WA 6105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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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08) 94788888

到达交通：从市中心可以乘坐机场巴士到达机场，一些主要的接送点有

东珀斯火车站、西澳大利亚博物馆、国王珀斯酒店等

火车

目前经过珀斯境内的火车线路大体有两条，一条是由 Transwa（www.

transwa.wa.gov.au）公司运营的州内线路，也仅限于到达卡尔古

利 (kalgoorlie)、博尔德 (Boulder）、诺瑟姆（Northam）、梅丽登

(Merredin)、班伯利 (Bunbury)；另一条是由大南方铁路公司（Great 

Southern Railway  www.trainways.com.au) 运营的洲际路线，可以从

悉尼、阿德莱德、达尔文、墨尔本坐火车抵达，但是票价都不便宜，最

便宜的座票也要 253 澳元起。

珀斯火车站

地址：Wellington St, Perth

网址：http://www.transperth.wa.gov.au

长途汽车

从珀斯出发的长途汽车大多都是在西澳大利亚州内穿梭，订票处在珀斯

火车站，但是发车处不一定都在珀斯火车站，所以买票的时候务必要弄

清自己的上车地点。主要由灰狗汽车（www.greyhound.com.au)、

Traswa(www.transwa.wa.gov.au)、Integrity Coach Lines（www.

integritycoachline.com.au) 这几家公司运营。以上几家运营商都接受

订票处、网站以及电话预定，可以事先在网站查询发车班次信息。

公交车

珀斯的公交系统（Central Area Trasit，简称 CAT）非常先进，车站有

电脑读卡机会告诉你下一班公共汽车的发车时间，珀斯公交主要分红色、

蓝色、黄色三条线路，基本涵盖了珀斯的所有景点。红色 CAR 往东西方

向行驶，平日每 5 分钟一班，周末每 25 分钟一班；蓝色 CAT 往南北方

向行驶，从天鹅河畔开到了北桥区，基本是每 10 分钟一班；黄色 CAT

从东珀斯发车沿惠灵顿街开往西珀斯，平日每 10 分钟一班，周末每 30

分钟一班。

珀斯的公交要在站台上招手才会停，下车则需要提前摇铃。可以到

http://www.transperth.wa.gov.au 的行程助手（Journey Planner）

指定你的出行计划。

地铁

珀斯地铁起步价在 3.6 澳元，而且不设检票处，出入全凭自觉，但是偶

尔在车上会遇到一些突击查票的，所以逃票的人都比较少。虽然叫做地铁，

但基本都是在路上行驶，可以从市中心到珀斯郊区比如阿马代尔、弗曼

Getting  around内部交通

特尔这些地方，运营时间从早上 5:20 一直到午夜，工作日每隔 15 分钟

一班，周末每隔 30 分钟一班。

塔斯马尼亚

塔斯马尼亚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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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天就可以转州一圈。距离墨尔本有 240 公里，与澳洲主岛中间隔了

一个巴斯海峡，从上方看塔斯马尼亚呈一个心形，因此也被誉为是“世

界的心脏”。而塔斯马尼亚再往南就是南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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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名景点。塔斯马尼亚还有南半球最大的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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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要带一个回家做手信。

另外，塔斯马尼亚很多地方都地广人稀，所以建议到了机场或者主要城

市尽量在超市把东西给采购齐全，否则很有可能开了大半天都找不到买

水买吃的地方。

霍巴特 Hobart

霍巴特是塔斯马尼亚首府，也是澳洲第二古老的城市。曾经是英国流放

犯人的地方，19 世纪 50 年代，在数不尽的港湾酒吧里，到处都是海员、

士兵、流氓和妓女。现在整座城市已与混乱的旧貌告别，取而代之的是

一般海湾城市轻松、休闲的氛围。

威灵顿山 (Mt. Wellinton) 是霍巴特周边最高的一个山，高 1270 米，

是山顶的日照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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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去澳洲的时候也和国母一起在那合影留恋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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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到山顶的短短30 分钟时间里，能够很好地体会由温带到寒带的转变。

萨拉曼卡广场（Salamanca Square) 在美丽的沙利文湾（Sullivans 

cove) 边上，广场上那排独特的四层砂岩货栈是全澳大利亚保存最完

好的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每周六早上 10:00 开放的萨拉曼卡市集

（Salamanca Market）是当地最大的市集，《正大综艺》曾经就介绍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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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画、东亚仕女和西亚手工艺品、波斯大餐、银餐

具改制的风铃、汽车模型都能在这个市集上买到。

如果想更全面的了解这个海湾城市，还推荐到沙利文湾的码头坐纳尔逊

小姐号双桅帆船（Lady Nelson Brigantine）或者上风号（Windeward 

Bound）沿着海湾饱览整个城市的美景。总的来说，纳尔逊小姐号比较

平稳一些，但是只有周六、周日才开放。上风号周四、周五、周六、周

日开放出海。

景点 Sights

http://www.perthairport.com.au/index.aspx
www.transwa.wa.gov.au
www.transwa.wa.gov.au
www.trainways.com.au
http://www.transperth.wa.gov.au
www.greyhound.com.au
www.transwa.wa.gov.au
www.integritycoachline.com.au
www.integritycoachline.com.au
http://www.transperth.w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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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小镇 Richmond

里士满小镇离霍巴特 27 公里，这是一个让人一秒回到过去的小镇，随处

可见 19 世纪的建筑遗迹，小镇不大，主街道仅 700 米长。小镇上最有

名的莫过于那座泛着黄色结构简单的大桥——里士满大桥（Richmond 

Bridge），这座大桥是 1823 年由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建造的，但据说

晚上这里常常闹鬼。如果还想重现当年的历史，还可以到里士满监狱

（Richmond Gaol）看看，这个监狱比亚瑟港的监狱还要早建成 5 年，

走进阴森森的监狱里面，仿佛还能感觉到当时英国统治阶级对下层百姓

的压迫和掠夺。

小镇上一座建于 1836 年的圣 • 约翰天主教教堂（St Juhn's Catholic 

church）是澳大利亚第一座罗马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并不大，但也是小

镇名气最大的古迹之一。

 612 星球小金贵  小镇一角

谢菲尔德壁画小镇 Sheffield 

离朗塞斯顿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在去往摇篮山的路上。这是一个百年的

小镇，建于 1859 年，人口仅数千人。现在以保留了各种大量色彩斑斓

的壁画而出名，最早的一幅诞生于 1986 年，当时是因为当地经济萧条，

小镇的村委会决定成立旅游协会，在小镇的墙壁上画上小镇的历史，开

拓者的故事吸引游客的到来，很多壁画很多都是专业壁画家的作品。现

在小镇基本上所有建筑物的墙壁上都布满了壁画，就跟一个 3D 立体画本

一样。中国歌手陈奕迅也在这座小镇上留下过他的作品。

地址：5 Albert Street ,Sheffield

 猫儿大脚  小镇的壁画

ROSS 小镇

建于 1812 年的一座历史小镇，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中部，离霍巴特有

120 公里左右。小镇上的房屋都是一律的米色系墙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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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XX 页）就是魔女

小琪打工的地方。

走到镇中心的十字路口就是有名的四角街，四角街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

四个角落分別座落着四个不同的建筑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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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小镇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罗斯桥（Ross Bridge），这个美

丽的砂岩跨桥是澳大利亚第三古老的桥。桥上精美的浮雕根本不会让你

想象到这是由一万多名流放女囚在 1836 年修建。

塔玛谷 Tamar valley

这里是葡萄酒爱好者的天堂，位于朗塞斯顿附近，是塔斯马尼亚州主要

的产酒区，以起泡葡萄酒和比诺葡萄酒而出名。塔玛谷里有十余家酒庄，

每家酒庄都有自己酿的特色葡萄酒。比较推荐的有玫瑰庄（Rosevears 

Estate）、圣玛狄葡萄园（St Matthias Vineyard）和丹尼尔艾司葡萄

园（Daniel Alps at Strathlynn），这三个都是当地比较大的葡萄庄园，

可以在里面体验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还有在餐厅里享用自家酿造的葡萄

酒和美食。

塔玛谷里还有一个度假村，里面屋子都是独栋木屋，还配有高尔夫球场，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在里面多呆几天。

地址：Tamar Valley, Launceston, Tas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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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estowe 薰衣草农场 Bridestowe Lavender Estate

 轻吻拂面朱唇留香  小镇一角

Bridest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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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产自这个农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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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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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在这就能买到，由于太受国人喜欢了，这里一人只能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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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fengwo.cn/i/1258004.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1160387.html
http://www.visitlauncestontamar.com.au/
http://www.mafengwo.cn/i/11313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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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96 Gillespies Road,Nabowla, Tas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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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12 月 1 日—1 月 31 日期间要收门票，7.5 澳元 / 人；薰衣草熊

32.95 澳元

联系方式：(61-03)63528182

开放时间：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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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国家公园，占地面积

16800 公顷，同时已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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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山因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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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下雨，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当地人对他的

喜爱。冬天的时候，整个群山都被白雪覆盖，一片冰雪大地的感觉。

国家公园有三条徒步路线，分简单、中级、困难这三条。不太推荐最困

难的那条线路，因为时间太长了，整个走完大概需要 7 天的时间；如果

单纯游览，简单的那条环湖线就够，全程走下来 2-3 小时。可以在入口

处拿地图，地图上不同路线都有不同颜色标记。

摇篮山游客中心 Cradle Mountain Information Center

这里有很多国家公园的徒步信息，还有公园里的动植物和历史的资料。

地址：Cradle Mountain Rd

联系方式：（61-03）64921110

酒杯湾 Wineglass Bay 

 612 星球小金贵  酒杯湾

位于西海岸 Coles Bay 附近的酒杯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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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就是一个天然的葡萄

酒杯。只不过要登到山顶看全貌大约往返需要 1 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是

要下到沙滩上往返大概要 3-4 个小时。如果选择登顶，那真的需要一双

运动鞋比较好。

比吉诺 Bicheno

走塔斯马尼亚西海岸线必经的一个小镇，人口只有不到 1000 人。很多

游客选择到这个安静的捕鱼小镇，大多是因为这里有企鹅，因此这里也

有“企鹅小镇”的别称。这里的企鹅品种是企鹅当中最小的，叫 Ferry 

企鹅。每天傍晚他们都会在海边的草丛和礁石上出没为小企鹅们觅食。

要与小企鹅近距离接触需要提前在网上预订。

地址：Redbill Beach,Bicheno,Tas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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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品沙滩，被很多人称作是塔斯马尼亚最棒的沙滩。红岩石和白沙滩是

这里的标志， 白沙之细就像踩在面粉上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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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

的是这里自然形成的泻湖，水很浅，小朋友都可以在里面游玩。

而这边的海也是清澈见底，从远处到近处呈不同深度的蓝色。从远处看，

火红的花岗岩巨石配以澄澈蔚蓝的海水，鲜明的色彩对比带来精彩的视

觉享受，被评为塔斯马尼亚最值得去的海湾。

亚瑟港 Port 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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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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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末的一场大火基本上把这里都烧成了灰烬，经过数十年这里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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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旅游点，可是这里依然笼罩着

阴沉的气息。

除了基础门票，历史鬼魅观光游（Historic Ghost Tour）也特别受欢迎。

这个是每天黄昏从游客中心出发，带游客参观很多老旧建筑听导游讲述

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全长 90 分钟，需要提前在

网站预订。

地址：Port Arthur Historic Site,Port Arthur

网址：http://www.portarthur.org.au/

费用：门票也比较别致的分为三种：铜票、银票和金票。铜票比较便宜，

包含了半小时的讲解和 15 分钟的游船。金银票除了以上的内容还包含了

各种海中小岛的游览。

用时参考：3 小时

 612 星球小金贵  怎么这么美的地方会是监狱呢！？明明就应该是主题
乐园或者是下午茶圣地嘛！

http://bridestowelavender.com.au/pub/
http://www.mafengwo.cn/i/1258004.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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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崖楼殖民住宿加早餐酒店  Redcliffe House Colonial Bed 

& Breakfast

这座酒店建于 1835 年，是一家非常有特点的家庭旅店，店主原来是专

业的室内设计师，退休后开的这家店。因此每个房间设计都各有特色，

床也十分舒服，还有免费的葡萄酒喝。这个家庭旅馆还有一个小花园和

动物农场，早餐的鸡蛋都是来自店家自养的走地鸡。虽然酒店位置不太好，

但是预定十分火爆。如果要入住一定要记得提前预定。

地址：13569 Tasman Highway, Swansea

网址：http://www.redcliffehouse.com.au/

参考价格：大床房 185 澳元 / 晚

 Loveqqanan  在 SWANSEA 当晚订了 RedcliffeHouse。

来朋酒店 Wrest Point Hotel

这是一家四星级标准的酒店，地理位置优越，距市中心仅 5 公里，附近

有赌场和教堂。酒店内部还有一个温水游泳池，大部分房间都能看到海景，

每间客房都装修考究，设施完善。

地址：410 Sandy Bay Road, Tasmania, Hobart

网址：http://www.wrestpoint.com.au  

参考价格：大床房 161 澳元 / 晚

派尔摇篮山庄旅馆 Peppers Cradle Mountain Lodge

这个旅馆曾经入选全球极端住地排名前五。酒店是由不同的林间别墅组

成的，房间都特别大，可以自己生火。酒店地理位置也特别棒，就在摇

篮山的入口，被山林、水泊、瀑布环绕，但房间没有电视，手机也没有

信号，住进去就有种与尘世隔绝的感觉。

另外酒店前台能帮忙办理摇篮山游览的相关票务，可以去前台咨询。

地址：4038 Cradle Mountain Road Tasm Cradl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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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价格：470 澳元 / 晚

Launceston Hillview B&B

地理位置优越，闹中取静，离朗塞斯顿市中心仅 10 分钟步行距离，去塔

住宿Sleep
玛谷和摇篮山都非常方便。酒店带有免费早餐和 wifi，并且有一个美丽的

花园和旅游咨询台。老板是一个华裔，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地址：193 George Street, Launceston

网址：http://www.hillviewhouse.net.au/

参考价格：129 澳元 / 晚

Freycinet Marine Farm

虽然离霍巴特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但这里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食客专程

来到这里品尝最新鲜最干净的生蚝。这里的海鲜只有刺身和白灼两种做

法，比较受欢迎的海鲜有生蚝、青口、龙虾和元贝。如果想搭配点葡萄酒，

可以在这点上一杯随餐酒，坐在室外享受肥美的海鲜大餐。

地址：1784 Coles Bay Road,Coles Bay, Coles Bay, Freycinet 

National Park, Tasmania, Australia

网址：http://www.freycinetmarinefarm.com/

联系方式：(61-03) 62570140

参考价格：生蚝 15 澳元一打

MURES

这个位于霍巴特的港口中心，整个餐厅分上下两层，在霍巴特算得上是

大饭店了，餐厅是自助式选餐，从入口到出口，饮料甜点酒类、海鲜等

等整齐的放在玻璃柜台里供大家挑选，选好结帐即可。尤其要推荐这里

的生蚝，完全没有腥味，非常新鲜，基本上是每桌必点。

地址：Victoria Dock/Davey Street, Hobart TAS,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3)62311999

参考价格：生蚝 20 澳元 / 一打

Barilla Bay Oysters Farm

位于霍巴特市郊的生蚝农场，这里的最大特点就是生蚝可以有多种吃法，

生吃、培根肉、蒜泥、芝士、生姜等等，每种口味都最大限度的锁住了

生蚝的鲜美多汁。如果要想一次性都把这些口味尝遍，推荐点 Mixed 

Dozen。

地址：1388 Tasman Highway Cambridge

网址：http://www.barillabay.com.au/

参考价格：Mixed Dozen 20 澳元一盘。

 612 星球小金贵  口味众多的生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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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Frenzy

霍巴特乃至整个塔斯马尼亚地区赫赫有名的鱼薯店名，《时代周刊》也

曾经点评它为澳大利亚最好吃的鱼薯店。除了炸鱼薯条，这家的海鲜生

蚝大餐也很推荐。 

地址：Elizabeth Street Pier, Hobart, Tasmania

网址：http://www.fishfrenzy.com.au/

联系方式：(03) 6231 2134

参考价格：薯条 15 澳元

salt shaker

在斯旺西地区排名前列的餐厅，餐厅布置的很有情调，大部分餐台都是

直接面向大海。这里的食物以西式简餐为主，意大利面、炸鱼薯条都是

不错的选择。

地址：11A Franklin Street, Swansea, Tasmania

联系方式：(61-03)6257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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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价格：炸鱼薯条套餐 24.9 澳元一份

ROSS VILLAGE BAKERY

 Loveqqanan  最下一排就是有名的派

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店，烤甜点的炉子甚至还是当地有名的文物呢。作为

一家面包房，这里的甜点基本每样都好吃，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带子派、

Cheese Pie、Vanilla Slice。动漫迷来到这里或许还会感到眼熟，这家

温馨卡通的老店还吸引过宫崎骏大叔，他的《魔女宅急便》就是以这家

面包房为原型创作的。

地址：15 Church Street, Ross, Tasmania

网址：http://www.rossbakery.com.au/ourbakery.html

联系方式： (61-03) 6381 5246

Getting there外部交通
到塔斯马尼亚主要有两种方式，做澳洲国内航班或者是做轮船。塔斯马

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小岛，为了怕破坏现有的生物链和植物分布，所以对

食物查得特别严格。水果和动植物都是不能带上岛的。飞机会比坐船便

宜又省时，但轮船的话可以从澳洲本土直接开车过去，不需要到了塔斯

马尼亚再另外租车了。

塔斯马尼亚由于地广人稀，公共交通游览未免有点太不方便，所以比较

推荐的游览方式是自驾。机场就有租车点。

轮船

目前运营塔斯马尼亚往返澳洲本岛的船运公司是塔斯马尼亚精神（Spirit 

of Tasmania），经营两艘渡轮，在墨尔本和德文波特之间每晚 21:00

都会对开一个班次的渡轮，在 12 月到 1 月下旬则会增开日间渡轮。全

程大约 10 小时，基本在船上睡一个晚上就到。费用是按人头算，车也单

算。一个人大约是 100 澳元左右，车的船票大约是 65 澳元。

船票预定网站：www.spiritoftasmania.com.au/    

飞机

塔斯马尼亚的机场主要位于霍巴特、朗塞斯顿和德文波特。澳洲本岛的

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都有航班飞到这些机场。主要运营

的航空公司有捷星（JetStar)、Qantas、维珍（Virgin）这几家公司。

从墨尔本飞到朗塞斯顿、霍巴特都只大约需要 1 小时左右。

实用信息
语言

澳洲的官方语言是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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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大多比较友善，沟通没有什么问题。

电源

220-240 伏特，澳洲使用三相分叉型电源插座，建议自带转换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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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及网络

澳洲主要的电讯运营商有 Telstra、Optus、vodafone。其中

Vodafone 的以经济实惠著称，可以在网上（http://www.vodafone.

com.au/personal/prepaid）或者在机场的运营商专卖店买一个预付卡，

30 澳元可以用 30 天，有 3GB 的上网流量。另外还特别受游客欢迎的

有 Optus，信号比较强，套餐选择也比较多，最受欢迎的是一种 30 澳

元 15 天的，每天有 500MB 的流量，还可以免费拨打澳洲国内电话。

澳洲免费 WIFI 普及率不算特别高，有一些酒店甚至都不提供免费 wifi，

为了出行方便，建议大家出发前先在网上购买随身 WIFI，这样方便旅行

的时候随手查地图。

小费

澳大利亚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旅馆和餐厅也不会把小费计入帐单。无

论何时，给小费与否，完全是个人决定。游客咨询中心免费为游客提供

咨询服务，即使在最小的城镇，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机构，这些中心外都

有“ｉ”字国际标志。

http://www.fishfrenzy.com.au/
http://www.saltshakerrestaurant.com.au
http://www.rossbakery.com.au/ourbakery.html
www.spiritoftasman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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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入境前需要备一些常用药及紧急医疗用品，以应不时之需。由于澳洲天

气非常干燥，可以带些润肤品。游客可携带适量医生处方（非麻醉剂） 

的药物入境，所有药物必须清楚贴上标签，并能明显辨认。如需携带大

量药物，须向海关或澳大利亚医生出示医生证明，药物必须放在个人手

提行李里。澳大利亚本地药房也有很多药品出售，但处方药单必须由澳

大利亚医生开出处方才能购买。

使领馆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地  址：15 Coronation Drive, Yarralumla, ACT 2600, Australia

网址：http://au.china-embassy.org/chn/

联系方式：0061-2-62734780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地  址：39 Dunblane Street, Camperdown NSW 2050, Australia

网址：http://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chn/

联系方式：0061-2-85958002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

地  址：75-77 Irving Road, Toorak  VIC 3142, Australia

网址：http://melbourne.china-consulate.org/chn/

联系方式：0061-3-98220604

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馆

地  址：45 Brown Street, East Perth, WA 6004, Australia

网址：http://perth.chineseconsulate.org/chn/

联系方式：0061-8-92220333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

地  址：Level 9, 79 Adelaide St., Brisbane QLD 4000, Australia

网址：http://brisbane.chineseconsulate.org/chn/

联系方式：0061-7-32106509

出入境
签证

去澳洲旅游一般申请的是访客签证。

第一步：准备材料。所需材料请参考以下网站：http://www.china.

embassy.gov.au/files/bjng/Checklist-600-Tourist%20Stream-

China-CN.pdf

第二步：递交申请。将准备好的材料送到离自己比较近的使领馆。另外，

递交申请不需要预约，但是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建议先在网上（http://

www.australiavisa-china.com/）预约一个号，方便快捷。

第三步：交费。目前去澳洲的签证费用是 790 人民币一个人，可以选

择个人亲自交费，也可以邮寄快递的方式。具体请参阅：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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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等待 15 个工作日，就可以去使馆取回来了。

签证中心

目前北京和上海的签证中心接受来自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

山东、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申请。

而广州的签证中心则接受广东、福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

甘肃、江西、湖北、宁夏、陕西、四川、重庆、青海、新疆、西藏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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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层 D、E、F、G、

H、I  室

邮编：100027

上海签证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5 号广东发展银行大厦 2 楼

邮编：2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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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单元

邮编：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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