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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悉尼(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很少有哪个城市像悉尼一样拥有这样得天独厚大自然的恩赐，这里拥有太多的地貌资源，依

山靠海、半岛、海滩、岛礁伴随着丰富多彩海岸线从东南方向拥抱着悉尼城，西北是平原和山地

，这一切使得悉尼拥有建筑一个城市最好的天然因素。而悉尼人又以其智慧充分借势，使得现代

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建筑成一个多姿多彩的宜居都市。

　　悉尼是繁华、奔放、庄严而古老的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同时这

里也是澳大利亚现代社会的发源地。这座最古老、最大、也是最变幻多姿的城市有着无比华丽的

外表。就像一位婀娜多姿的超级名模，环绕着悉尼港、砂岩岬迷宫、慵懒的海湾和充满传奇色彩

的海滩走秀。她的触角是那么的发达，以至于开车探索她的边界要花费一整天，对于所有旅游者

来说：迷人的海浪海滩、宜人的天气、标志性建筑和五光十色的诱惑就是澳大利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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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访必读

   

1、签证信息与出入境须知

　　澳大利亚签证分为旅游签证、探亲签证、商务签证等。对于旅游者而言，办理普通旅游签证

即可。

参考网址：

　　澳大利亚移民局官方网站：http://www.immi.gov.au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home.html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签证网址：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Visas_and_Migration.html

办理签证所需表格：

　　中国公民用英文填写的48R表(http://www.immi.gov.au/allforms/foreign/48rchs.pdf)

　　用英文和中文填写家庭成员表(http://www.immi.gov.au/allforms/pdf/54.pdf)

需要提供的个人资料：

　　本人有效护照及旧护照原件、本人护照首页的复印件（包含本人信息页，如姓名、出生年月

等）、近期护照规格照片两张、本人户口本整本复印件、资金证明、工作证明或在读证明等。具

体申请费请查询http://www.immi.gov.au/allforms/990i/tourist.htm。

　　旅人提示：

为了加快登记程序的速度，提交材料时最好去除申请资料中的所有钉书针、装订夹、钢夹、回形

针、文件夹、塑料袋或报事贴。

签证费用：

　　人民币：740元（旅行签证2012年1月起标准）更多类型签证费用及付款方式请查看：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23.html

申请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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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受理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旅游探亲签证。

　　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签证处：受理上海市、重庆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黑

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内蒙古、山西、河南、宁夏、陕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西藏

的旅游探亲签证。

　　澳大利亚驻广州领事馆签证处：受理广东、福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的旅游探

亲签证。

领使馆信息：

北京大使馆签证处

　　Email：immigration.beijing@dfat.gov.au

　　电话：010-51404424

　　传真：010-51404164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1号

　　电话咨询服务：13:30-16:00（星期一至星期五）

　　窗口对外服务：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对个人开放。周一、二、四、五下午2:00-4:00，

对专办员开放

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

　　Email：immigration.shanghai@dfat.gov.au

　　电话：021-62798098

　　地址：上海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401房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

　　电话咨询服务：上午8:30-12:00，下午13:30-15:30(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周三下午除外)

　　窗口对外服务：上午8:30-12:00，下午13:30-15:30(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周三下午除外)

广州总领事馆签证处

　　Email：visaenquiries.guangzhou@dfat.gov.au

　　电话：020-38140250

　　传真：020-3814025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3号发展中心12楼

　　邮编：510623

　　签证递交：08:30-12:00（星期一至星期五，发展中心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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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贴签：10:00-11:00（星期一至星期五，发展中心12楼）

　　办理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具体信息可查询：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112.html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信息

　　地址：15 Coronation Drive, Yarralumla, ACT 2600

　　电话：0061-2-62734780

　　传真：0061-2-62735848

　　E-mail：chinaemb_au@mfa.gov.cn

出入境注意事项及海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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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卡

入境注意事项：

　　抵达澳大利亚的入境手续说起来并不复杂，交验护照和事先填好的入境卡、取行李、查验行

李，之后就可以离开机场了。但这里有一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检疫制度严格

　　澳大利亚是一个海岛，能够和世界上某些最危险的疾疫、病害隔离，这些疾疫、病害不但危

及珍奇的野生动植物，同时也会危及家畜、农作物、树木和其它植物等。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

家未曾受到下列几种致使疾疫、病害的侵袭，澳大利亚是其中之一。

　　2）申报

　　您在落地之前一定要认真阅读“入境旅客登记卡”和“申报单”。如实填写有关项目，遇有

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千万不要“凭经验”填，可以请乘务员帮您解释。

　　从中国来的航班上一般都有中文版的登记卡和申报单，如果您的英文不是很好，应该向乘务

员索要中文登记卡、申报单。“入境旅客登记卡”上如果你是新移民到澳洲就填写A栏，如果你

是短期旅游参观或学习就填写B栏，如果你是澳洲居民返回澳洲就填写C栏。

　　申报单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填写，不要觉得无所谓而随意填。需要知道的是，如果需要申报的

东西没有如实申报，结果不仅是实物被没收，您本人还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3）哪些东西应该申报

　　对于初来澳大利亚的人来说，有些申报项目是不符合自己以往的国际旅行经验的、“出乎意

料”的。比如很多中国人离不开的茶叶也在必须申报之列。

　　那么，来澳大利亚时，什么东西可以带？什么东西不可以带？对此澳大利亚检疫检验局（Au

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有非常详细、清楚的说明，而且有中文版，请登录它的网站www.aqis.gov.au/chinese查询。

　　当然，除了澳大利亚检疫检验局网站所列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申报的，这些东

西包括：药品（人用或畜用）类、武器类、被保护动物、价值10.000澳元以上的现金、超过免税

限额的烟（限额250支/人）和酒（限额2.25升/人）。

　　另外一点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有些东西在中国是合法的，但在澳大利亚不合法。比如，自卫

防身用喷雾装置（俗称“防色狼器”）、弹簧刀、双节棍等，在中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但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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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它属于违禁武器，需凭执照方可持有或使用，否则以违法处置，可判入狱。

出境注意事项：

　　离开澳大利亚的出境手续也不复杂，在您托运完行李、领取了登机牌之后，再通过查验护照

（同时出示登机牌、出境卡）、安检就可以到候机区等候登机了。

　　请注意出境时也是需要做申报的，武器、被保护动物、处方药、价值10.000澳元以上的现金

等都在需申报之列。具体申报项目请到澳大利亚海关网站www.customs.gov.au上查询。

　　此外，如果是坐飞机离开澳大利亚，需要缴纳出境税38澳元以及各个机场的机场税，原则上

这些税金在购买机票时就会被要求支付。

　　旅人提示：您还可能在机场遇到检疫犬，如果检疫犬对您的行李或您本人进行“嗅检”，您

不要认为这是对您的不恭，这是正常的检查，您需要认真配合。

海关信息：

　　澳大利亚的海关法禁止携带毒品、类固醇、武器、枪械以及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进入澳大利

亚。某些常见物品，如新鲜或包装的食品、水果、蛋类、肉类、植物、种子、皮毛等，也在禁止

之列。旅客携带个人用品入境不需课税。年满18岁者可免税携带价值900澳元以内一般商品、250

克以下烟草产品、2.25公升以下酒类产品进入澳大利亚，一般商品包括礼包、纪念品、照相机、

电子设备、皮革商品等。澳洲法律严禁毒品、武器、枪械及若干检疫物品入境，携带10000以上澳

元需要申报。详细的官方旅客须知可以在

http://www.customs.gov.au/webdata/resources/files/Custom_DL_booklet_SimplifiedChinese.pdf

下载，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澳大利亚政府海关及边境保护局（Australian Government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网站www.customs.gov.au；澳大利亚检疫检查服务（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网站：daff.gov.au/aqis

   

2、行前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最佳旅游时间：

悉尼一年四季的气候都很温和，旅游最佳时间通常在10月到次年4月之间。悉尼的四季和北半球正

好相反：9-11月是春季，12-2月是夏季，3-5月是秋季，6-8月就是冬季了。不过实际上，悉尼的四

季是没有明显的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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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利海滩胜景(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春秋两季往往会出现酷暑和严寒的情况，早晚比较凉；夏天有时候也会使人觉得湿热难耐，但正

好是享受阳光和进行水上运动的良好时机；冬天比较冷，要穿棉衣之类的保暖衣服，悉尼室内观

赏的节目很多，游客可以室内游玩为主。

时差：

　　悉尼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两个小时。

货币：

澳大利亚的货币为澳元（AUD），纸币票面有5澳元、10澳元、20澳元、50澳元和100澳元，硬币

有2澳元、1澳元、50分、20分、10分和5分，1澳元等于100分。汇率（2012年6月6日）为1

元人民币（CNY）= 0.1621澳元（AUD），1美元（USD）=

1.0255澳元（AUD），最新汇率情况请咨询相关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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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在澳大利亚并不流通，可在国内先将人民币兑换为澳元，但是每人可兑金额数量是有限的

，一般可以在出国前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到当地再兑换为澳元。到悉尼以后可以到各地银行或

者有授权的货币兑换处（比如Travelex或Amex）兑换现金或者支取旅行支票。需要注意的是澳元

的硬币回中国后不能兑换成人民币，建议按需兑换以免去换回剩余澳元的麻烦。

银行卡：

信用卡：悉尼大多数酒店、餐馆和其他商业机构接受信用卡，像Visa卡和MasterCard等主流信用卡

都能使用。你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在银行柜台和ATM机上提取现金，但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手续费。

需要注意的是，有部分商家不接受像Dinners Club和American Express这样的信用卡。

借贷卡：此外也可使用借贷卡直接通过ATM、银行或者Eftpos等从你的账户中划账。只要记住你

的PIN号，就可以使用任何与国际银行网络连接的银行卡了，比如Cirrus、Maestro、Plus和Eurocar

d卡。各个银行、各种卡收取的费用不同，具体情况请咨询发卡银行。

银联卡：中国银联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开通了POS刷卡和ATM机取现业务，凡贴有“银联”标识

的商户都可以受理银联卡。在澳大利亚境内约有几万台ATM机都可以使用银联卡提取当地货币（

澳元）。境外刷银联卡或取款无需支付手续费，免收1-2％不等的货币转换费。

在悉尼机场、商业银行、外汇兑换点里也可以兑换澳币，但是需要支付手续费并且汇率较低，因

此还是建议你使用旅行支票和信用卡等，到悉尼兑换少量的现金用于不接受卡类支付的地方。

旅人提示：

悉尼银行营业时间9：00-16：00（周一至周四），9：00-17：00（周五），只有部分银行周六早上

也营业。24小时的自动取款机在市区、郊区都比较多，取款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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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尼付小费不是必须的，但从礼貌上讲，通常付给旅馆行李员每箱2澳元，

出租车司机和餐馆服务生约10%的小费，中高档餐馆可以支付餐费的15%作为小费。

通讯：

　　澳大利亚当地区号为61，悉尼区号为2。

中国SIM卡在澳洲的使用：中国移动的SIM卡在悉尼可以使用，但必须开通国际漫游。其中拨打中

国电话价格为：7.99元/分钟，拨打悉尼市内电话价格为：2.99元/分钟。具体请咨询中国移动客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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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当地SIM卡的使用：中国的手机能使用悉尼当地的SIM卡，如Leraba Mobile预付费手机卡等，可以

从绝大部分商店购买到，所含金额不等，你可以按照需求购买。主要的卡类型有澳洲LM

10元卡（售价为10澳元，内含10澳元话费）和澳洲LM

30元卡（售价为30澳元，内含30澳元话费）。

拨打中国固定电话时拨00+86+国内区号（0省去）+固定电话号码，打中国手机拨00+86+手机号码

，价格为0.03澳元/分钟。拨打澳大利亚固定电话输入区号+固定电话号码，打澳大利亚手机直接

拨打手机号码。更多资费以及服务可以上lebara

mobile官网：http://www.lebara-mobile.com.au/home。

当地固定电话和公用电话：

1）IP卡

澳洲主要的电信公司为Telstra和Optus公司，对于中国游客，可以悉尼当地的唐人街购买各种各样

的手机卡。比如说大唐卡等，10澳元的卡能打大约500分钟。

2）ISD（国际用户拨号）

通过Country Direct服务（1800801800）你可以往60个国家拨打对方付费电话或者信用卡电话。

拨打中国固定电话方式：0018 86 国内区号（0省去），手机：0018 86 手机号码

价格：话费因不同的服务商而不同，但是通常比较便宜。

3）本地呼叫

私人座机的本地呼叫收费15澳分到30澳分，公共电话收费50澳分，不限通话时间，拨叫移动电话

收费更高一些，而且通话时间有限制。

邮政：

悉尼的邮政系统效率比较高，澳大利亚邮政把国际目的地分为4个包裹区，可以把包裹寄送到除了

亚太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包括新西兰），价格很便宜，但是很费时。如果选择邮政国际快递寄

送一个250g的包裹到中国的费用是48.8澳元。具体资费可以查询澳大利亚邮政官网：

http://auspost.com.au。

悉尼多数的邮局和报刊销售处都出售邮票。在澳大利亚国内寄一张明信片或平信需50c。寄望亚太

地区的航空信件（重50克以下）需1.2澳元；寄往世界其他地区为1.8澳元。向澳大利亚以外任何地

方寄明信片都需要1.1澳元以上。明信片寄到中国的费用是1.45澳元，需要4-6个工作日。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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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澳洲使用的是220至240伏特、50赫兹的交流电。澳大利亚的三插插头和中国是一样的，但是两插

不一样。中国的两插插头是平行的，澳洲的两插插头是就是三插的下半部分（八字型）。建议从

中国带万能转换器或接线板，澳洲的转换器和接线板都很贵。

上网：

　　悉尼的网吧遍布各地，你也可以在公共图书馆和很多旅馆上网。通常费用在每小时1.5-4.5澳

元之间。

   

3、实用信息：当地旅行tips

1、常用电话：

紧急求助电话：000

警局热线：131444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0061285958002

悉尼旅客中心：0061292408788（岩石区9:30-17:30）

机场问询：0061296669988

出租咨询：131008

悉尼旅行优惠券咨询：131500

租车咨询：133039、136333、132727、136139

超级优惠卡咨询：0061292476611

铁路咨询：0061285745288

NSW悉尼游客中心：0061296676050

悉尼旅行者服务处：0061292719366

2、西餐馆周日或周一休息，中餐厅则全周营业，比较有名的餐馆一定要提前预订。此外，餐馆分

为有酒牌和无酒牌。有酒牌的餐馆英文是"Licenced

Restaurant"，这类餐馆不能自带酒水；无酒牌的餐馆在进门处"BYO"的标志（ Bring Your

Own），可以自己带酒饮用。 

3、每周四为当地发薪水日，所以周四大大小小店铺开到十点。周末也是，其他时间六点店铺统统

关门。

                                             15 / 123



�������

悉尼：南半球纽约
4、悉尼想买的澳大利亚特色商品到处有，但要注意带上护照，机票才可以在DUTY FREE

SHOP买免税的绵羊油，羊毛被等等。每个免税店价格也不同，像GOLD

COAST就比SYDNEY的相对便宜些，另外中国人开的免税店更便宜，总之货比三家。

5、在悉尼绝大部分酒店大堂可以很方便地拿到你所需要的旅游信息，也有很多当地的旅行团提供

短途旅行。而且澳大利亚人民热情洋溢，问一答三，如果他们不知道还会发动群众帮你寻找答案

。

6、悉尼不管在哪里，大声喧哗总会使人反感，或许华人喜欢热闹，总会不自觉地提高声量。在悉

尼一般人对于大声讲话的人会反感地瞪你一眼。

7、年末是购物的好机会，各类流行服饰用品从11月开始打折直到元旦过后。此季正是南半球夏季

，因此减价的是夏季服饰，旅客正好为来年春夏两季添装。

8、如果在当地结识了朋友，你提出去喝一杯，通常由提出邀请的人付账，不可各自付钱，除非事

先约定好。

9、驾车须知：法律规定，司机每行驶两小时后必须休息20分钟，每天开车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

且休息时间在12小时以上。

10、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如被查到将会受到当地相关执法部门的重罚，请务必遵守以免造成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

   

4、漫话悉尼：从流放地到魅力城

悉尼历史简述：

　　悉尼，位于澳大利亚东南岸，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它

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海港──杰克逊港。

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时，本地有4000至8000名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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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岩石区代表悉尼开拓史的老屋老街(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1789年，一场瘟疫（据说是天花）夺去了不少原住民的性命。至1820年，悉尼只剩下数百名原住

民。

来到此地的囚犯，修建了道路、桥梁、码头和公共建筑。至1822年，城内已有银行、市场、大道

和警察机构。

悉尼的许多街道比澳大利亚其他城市的狭窄，也反映出其澳大利亚第一古城的特色。

19世纪中期，伴随着淘金热，移民大量涌入悉尼，悉尼也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

至20世纪前夕，悉尼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万。

悉尼原住民起源及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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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说到澳大利亚，必不可少的就会提到澳洲的土著文化。土著是作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存在的，欧

洲白人到来以前，澳洲大陆及塔斯马尼亚等岛屿共有土著居民30万人左右，大约分为500多个部族

。悉尼地区是Rora族祖先的家园。Rora族深谙环境的可持续性，他们说三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并

保留着复杂、神圣和有着艺术美感的文化。

1788年1月，英国流放到澳的第一批犯人抵悉尼湾，英开始在澳建立殖民地。当时估计有75万土著

人生活在澳大利亚。

1789年，土著人中出现首例由殖民者传染的天花疫情，造成数百土著人死亡。

1791年，英国殖民当局把悉尼湾附近的土地“分配”给服完刑期的流放犯人，开始了对土著人土

地的剥夺过程。这一过程中，土著人与殖民者的冲突造成数以万计土著人死亡。

1901年1月1日，澳各殖民区改为州，成立澳大利亚联邦，但把土著人排除在人口普查范围外，他

们被归为“动物群体”。

1910年，澳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

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

1937年，澳当局通过一项可以武力同化混血土著人的官方政策。

1967年，澳大利亚人在全民公决中赞成修改宪法，把土著人纳入人口普查，并赋予他们投票权。

1970年，澳废除允许当局带走土著儿童的法令。

1976年，澳政府通过法令，承认土著人对澳“北部地区”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土著人此后掀起要

求归还先祖土地的运动浪潮。

1997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说，从家人身边夺走土著儿童的政策使多达10万的土著人遭受精神

创伤。报告建议政府对“被偷走的一代”做出补偿。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拒绝做官方道歉。

2007年，陆克文当选总理，承诺代表政府向那些土著人道歉。

原住民文化代表：迪吉里杜管

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是一种澳大利亚土著人经常使用的长管状吹奏乐器，按照当地的风俗

，通过吹奏该乐器，活着的人能够与死去的亡灵进行“交谈”。部分原住民只准男性吹奏此乐器

，相传女性吹奏不祥，将导致不孕。迪吉里杜管是通过截取1至2米的桉树制作而成的，这些桉树

并不是实心的，其内部早已被白蚁扫荡一空。在演奏该乐器时，通过嘴唇的颤动，再加上运用circ

ular breathing(循环换气)技巧，能够制造出非常出色的回响效果，听者会有一种大地在震动的感觉

。迪吉里杜管已经成为土著人文化艺术的瑰宝和代表，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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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利亚的一个象征。

原住民与地名

悉尼有一些充满异国风情的地名，相对于大多单调乏味、千篇一律，而且毫无想象力的英美地名

而言，显然要有趣得多。这一类地名多来自原住民词汇，虽然由于早先记录不尽完善，加之一些

语言本身已经消亡，使得保留下来的一些词汇含义模糊，但我们还是能从下面这些例子中，了解

到一些地名的有趣含义。

邦迪（Bondi）：波浪撞击海滩的声音。

卡布拉玛塔（Cabramatta）：是由卡布拉（cabra，这是一种可食用的淡水产的蛆蛴螬）以及玛塔

（matta，突出的土地的尖端）这两个词组成。

卡迈雷伊加尔（Cammeraygal）：以土著部落卡迈雷伊加尔为名，传说中他们很勇猛。

库吉（Coogee）：从库加（koojah）这个词而来，意思是“发散恶臭的土地”。

克罗纳拉（Cronulla）：从库拉努拉（Kurranulla）而来，意思是“生长粉红色海贝的地方”。

柯尔柯尔（Curl Curl）：“环礁湖”（即“澙湖”）的意思。

库灵盖猎场（Ku-ring-gai）：以库灵盖氏族的狩猎场为名，这个氏族的名字是“男人”的意思。

内罗宾湖（Narrabeen Lake）：也许是“天鹅”的意思，或者按更普遍的说法，是以一位土著妇女

内罗宾的名字命名的，她帮助了一群谋杀了“外来者”一家的丛林居民和土著人。

帕拉玛塔（Parramatta）：意思是“河源”、“鳗鱼栖息的地方”，或者是“水流汇聚的地方”。

当地的橄榄球队就叫做鳗鱼队，即帕拉玛塔鳗鱼队（Parramatta Eels）。

胡拉勒（Woollahra）：意思是“聚会的地方”、“就座的地方”或者指“营地”。

乌鲁姆鲁（Woolloomooloo）：从“瓦拉－姆拉”（Walla－mulla）这个词而来，意为年轻的雄性

袋鼠。

昔日英国罪犯流放地：

现在的悉尼，是地球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有着迷人的白沙滩、热闹的酒吧，以及海滨餐厅

。200多年前，这里还是荒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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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海德公园兵营(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司令亚瑟�菲力浦率领11艘大小船只，驶抵悉尼的杰克森港。

船上，载着780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囚犯。

菲力浦成了澳大利亚的首任总督。那些囚犯，则被安顿在悉尼的监狱中。他们身套铁链，铁链上

系着沉重的铁球，以防他们逃跑。铁球上面，刻着一个宽箭头——象征着这是英国政府的财产—

—也是悉尼历史的一个见证。悉尼之名，即来自当时的英国内政大臣汤马斯�悉尼勋爵。截至184

2年，共有16.8万名囚犯从英国本土流放至悉尼。他们成为悉尼的第一批建造者。

“二战”后，大量欧洲、中东、东南亚的移民涌入澳大利亚，其首选居住地往往是悉尼。当悉尼

日渐繁华之时，人们渐渐忘记了那段带着血腥和痛苦的历史。

如今来到悉尼，对囚犯历史有兴趣的游客有一个必去的景点——海德公园兵营。它是重刑犯弗朗

西斯�格林韦（也是惟一一个受冤入狱，最后获得10元老澳币赔偿的犯人）的作品，建于1819年

，专门关押男性囚犯，后来成为一所孤儿院。如今，在这幢橙色的大厦里，有一家博物馆；穿过

庭院，还有一间优雅的咖啡馆。

   

5、悉尼购物：淘宝澳大利亚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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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澳大利亚（Australia）国土辽阔，物产丰富，是全球土地面积第六大的国家，国土面积比整个

西欧大一半。而悉尼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也是商业、贸易、金融、旅游和文化中心。2000

年悉尼奥运会使悉尼的国际声望和知名度空前提高，此后，游客蜂拥而至。作为一个知名旅游城

市，这里除了拥有歌剧院、阳光、海滩外，还汇聚了丰富的澳大利亚特产，各类购物市集、购物

中心、百货商厦、专卖店鳞次栉比，应有尽有，既能买到昂贵的热门货也能买到来自异域的廉价

商品，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淘宝天堂”。 

澳大利亚特产

主要特产：

羊皮

　　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优质的环境生态造就了高品质的羊皮。澳大利亚羊皮具有毛

长、无味、防虫防腐、防过敏、透气、保温、可水洗、冬暖夏凉、不易变形、防静电等特性，被

用作服饰、沙发垫、床垫与地毯等。

深海鱼油

　　深海魚油功效有：预防血管疾病、补脑健脑；提高视力，防止近视眼，对用眼过度引起的疲

倦、老年性眼花、视力模糊等疾病有治疗作用；提高人体免疫机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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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油

　　绵羊油美容霜则以绵羊油为主，添加其他物质,具有保湿、防皱美白、滋养效果、防止皮肤老

化干燥等功效。

树皮画

　　树皮画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仍然有生命力的绘画方式之一，主题包括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中最

重要的动植物或自然现象。用作画树皮画的树皮，大多取自澳洲桉树。

欧泊（蛋白石）

　　欧泊是一种独特的宝石，因为它具有变彩，在阳光的照耀下能发出五颜六色、绚丽夺目的光

芒。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故事里，欧泊绚烂夺目的颜色是彩虹接触地面形成的。欧泊可以被加

工成各种珠宝首饰，如项链、耳坠、戒指等。

蜂蜜

　　澳大利亚是产蜜大国。特别是塔斯曼尼亚蜂蜜，品质上乘，晶莹剔透，口味宜人。塔斯曼尼

亚岛，位于澳洲南大陆的岛屿，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罕见、纯净而美丽的热带雨林。塔斯曼尼

亚岛的热带雨林里有很多在世界其他地方难寻找的动植物，其中有很多更是罕有及濒临绝种的品

种。

土著人飞镖

　　这个也就是带回来随便送送人的，一半都成堆买的，有艺术版的，上面有土著人画，这种飞

镖不能飞，还有一种是可以飞的，就是像回旋镖一样的那种，可以飞回来的。

UGG

　　UGG这种羊皮靴从1910年开始在剪羊毛人中变得流行，最初他们称这种鞋为丑陋的靴子，二

战时，澳大利亚飞行员用两块羊皮包裹成鞋子穿在脚上御寒，后来逐渐在澳洲流行开来。来到UG

G的老家怎能不带一双回去。

袋鼠皮包

　　袋鼠的毛皮是十分好的皮革材料，袋鼠皮纤维具有统一的方向、没有汗腺，且纤维为水平结

构，这使得袋鼠皮革强度更高，更耐磨损。同时兼具具有羊皮的柔韧性，和牛皮的耐磨性，同时

袋鼠皮更轻。

　　旅人提示：

购物退税，在离开澳洲前30天内在同一家商店购买了价值300澳元及以上商品可以退换消费税(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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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葡萄酒税(WET)。在悉尼机场办理退税前请先确定是有要托运须退税的商品，如超过每瓶100

ML，总体1L的液体，托运以后请持退税商品、商店开的税款单、登记证及护照将单据交给海关盖

章，这样就可以在退税服务台办理现金或支票退税(退税总额低于200澳元)，请注意务必在换登机

牌之前完成托运手续。

   

6、悉尼消夏诱惑：阳光海浪沙滩

　　澳大利亚以海滩而闻名世界，悉尼作为澳洲的重要城市也不例外，这里汇集了大大小小数个

海滩，各有各的风格，不仅是当地居民周末休闲的首选，也是游客们不能错过的地方。

邦迪海滩：沿着砂石悬崖欣赏太平洋风光

　　邦迪海滩的取名据说来自于土著人，当地人整天听到这里的海浪“乓当乓当”地拍打海岸，

就把它叫做了邦迪海滩，意思是“海水拍岸的声浪”。

　　邦迪海滩的沙又白又细，很干净，海水和天空碧蓝。海滩上，游人如织，游泳，冲浪，晒太

阳，打球，嬉水，耍闹，欢声笑语不绝。

　　邦迪海滩出名，不仅在于这里的沙滩好，海水好，环境好，风光好，更重要的是，这里曾经

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天体运动场所，号称风情万种，四处可见赤裸的美女。

　　邦迪海滩是澳洲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海滩之一，是背包游客的天堂。你可以在这里学冲浪，

游泳或是和新朋旧友聊天，交换旅途的奇闻趣事。沿悉尼海岸观光道，你可以从邦迪海滩一直步

行至另外一个海滨小区库极（Coogee），沿途可欣赏海滨城市最动人的身姿。邦迪市场则是你感

受当地人生活的最佳地点。前往沃森湾（Watsons Bay）欣赏南半球最壮观的日落，在断崖（Gap

）感受海浪拍击的惊险。你也可以划上独木舟，漫游悉尼海港。旅舍为游客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

　　邦迪还拥有充满活力的咖啡与餐饮文化。坎贝尔广场（Campbell

Parade）傍海而建，户外咖啡馆和意式冰淇淋店一家挨着一家。这里也是美食天堂，Sean’s

Panaroma 餐馆和冰山餐厅酒吧（Icebergs Dining Room and

Bar）端出的一盘盘美食，正如那迷人的风景一样令人着迷。

为身穿过时的沙滩服饰而倍感烦恼？从海滩只需穿过一条街，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眩目艳丽的街

头装和沙滩装，以及款式别致的服装，打扮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你。这里有凯莉�米洛（Ky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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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gue）被发现光顾过的 Tuchuzy 精品店，也有专卖冲浪服和装备的Bikini

Island、以华丽的编织服饰著称的Purl Harbour、销售邦迪街头服的Alfie's

Shop，还有以复古服饰为特色的puf 'n stuf。

曼利海滩：海滩活力与都市气息兼备

　　据说Manly之名的由来是因为Manly这个区域有阳刚且健康开朗的男性风格，海滩上充满青春

气息的年轻人，或作日光浴，或冲浪游泳，呈现悉尼活力的一面。曼利海滩又叫“白色海滩”，

以白色沙子和迷人的日出而闻名。 

曼利海滩(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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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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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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海景和清凉的树阴，精彩的海滩生活所需的一切基本元素，曼利海滩无一不备。

　　在海滨咖啡馆和餐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中，Jellyfish从早到晚提供无敌海景和风格简朴的现代

澳式菜肴。如果要讲究的，不妨到超时髦的Whitewater Restaurant餐馆看看，餐馆大厨Luke

Cesare的厨艺定能让你叹为观止（记住，千万不要错过那里的海鲜并盘）。

　　Will and Toby＇s餐馆格调高雅、待客热情，经常是吃客满座。精美的意大利菜肴由充满激情

与活力的兄弟二人亲自主理，他们是在Darlinghurst区崛起的。再往南是Bower Restaurant餐馆，以

地中海菜肴为主要特色，同时还能欣赏碧波荡漾的海景，特别是它还供应周末早午餐。

库吉海滩：烧烤野餐绝佳地

　　库吉海滩（Coogee Beach）是距市中心和东区最近的海滩之一，从市中心过去，只有三十分

钟左右的车程。这个海滩堪称袖珍，但是因为海边政府修建和维护的烧烤设施非常齐备，很受市

民的欢迎。旁边大学的学生们更是幸福，常常小组讨论到一半，看看天气实在可人，就步行半小

时，整组跑去海边搞野餐了，索性晒着太阳来个边吃边议。

　　与其他两个海滩相比，库吉海滩小了许多，但每到夏天，这里便挤满了人。沿着海滩有很多

个烧烤台。里面永远备有煤气，旁边有洗手洗菜的淡水水龙，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定期维护。市民

游客使用免费，但之后自己要负责清理干净以便下次他人使用。很多居民喜欢拖家带口的来烧烤

，野餐，玩水，就这样度过一整天。

   

7、悉尼建筑：从歌剧院到悉尼塔

　　国际大都市悉尼不仅有世界著名的地标性建筑——“白色贝壳”悉尼歌剧院，还是不少典雅

建筑的所在地，不论是世界最长的长翼桥悉尼大桥、修整后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还是古老宏伟

的圣玛丽大教堂、俯瞰全景的金顶悉尼塔，都展现出悉尼这颗南半球明珠的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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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悉尼歌剧院：蓝天下的“白色贝壳”

　　这是20世纪全球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是悉尼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悉尼歌剧院始建于1959年，由于非传统的构造花费了整整14年时光才于1973年竣工。如今歌剧

院不仅承担着音乐演出的原始功能，还成为悉尼最富盛名的一处观光场所，每年吸引着游客前去

漫步。

悉尼海港大桥：全悉尼人民的“大衣架”

　　紧贴悉尼歌剧院，有一条绵长的宏伟大桥，在距离水面147米的高处可以遥望“白色贝壳”和

整个港口，也因此成为悉尼的标志之一。悉尼大桥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桥，全长一千多米，以其

造型被人们爱称为“大衣架”，是全世界唯一允许游客攀爬的大桥。花上三个小时爬到桥顶的游

客能够收获一份惊喜的纪念品。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古老又现代的购物中心

　　早在1898年就建成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本身为罗马风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大楼倾颓险

些被拆除来建设市政中心，在精细的修复作业和功能转换后，古老的大厦完美变身为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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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先的玻璃圆顶与其古老建筑风格仍被保留下来，这里可称得上“世界最美丽的商场”。

圣玛丽大教堂：澳大利亚天主教堂之母

　　在海德公园的对面，有一座气势磅礴的天主教堂，在漫长的岁月里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圣玛

丽大教堂早在1821年就建成，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宗教建筑，有“澳大利亚天主教堂

之母”的美誉，整座建筑为哥特式风格，不论你的信仰所在都可以来这座教堂参观。

悉尼塔：南半球最高的观景台

　　海拔305米的悉尼塔坐落在购物中心的中央点上，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你可以在这里360

度得俯瞰整个悉尼的美景，观看3D的澳洲风光介绍影片，或者在旋转餐厅里边就餐边领略全市风

光。

   

8、澳洲国宝全接触：看袋鼠抱考拉

　　用中国的二句成语，形容澳洲二个近亲的国宝动物，挺合适：“一往无前”的是袋鼠：世上

独有，它只会往前跳，不懂后退，作为澳洲的象征之一出现在国徽中货币上；“昏昏欲睡”的是

考拉：与我们的大熊猫一样闻名，祥和安定，憨态可掬，生气会哭，整天都爱昏睡，难得见其行

走，拍个睁眼儿的还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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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跃中的袋鼠(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袋鼠永向前

　　澳洲最不缺的就是袋鼠，说澳洲全国袋鼠的数量有7000万只，其中6000万只是野生的。澳洲

人口2200万，人均3只鼠。据说袋鼠曾经一度多到与牛羊争草，威胁澳国畜牧业发展的严重地步。

　　可以说，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澳大利亚的各大航空公司的所有航班，飞机翘起的尾翼上

都有一副巨大的袋鼠图像。澳大利亚之所以让袋鼠作为国徽上动物之一，原因大概有几个：袋鼠

是最古老的史前动物；袋鼠乃澳大利亚最高大的动物，无以匹敌；袋鼠温文尔雅，平和善良。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永远只会往前跳，永远不会后退。这也是澳洲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期望，永远

向前不后退。

　　袋鼠的形象很独特：头小腹大，前肢萎缩，脚趾象人的手指，后腿非常强壮，因而能跳得很

远。尾巴粗而长，是袋鼠有力的工具，可以帮助跳跃中保持平衡。当袋鼠用后腿站着时，它的大

尾巴就支在屁股后边，可称作为第五条腿。大袋鼠重约100公斤，站起来高达2米多。袋鼠和它的

同类都叫“有袋动物”。雌性有袋动物腹部都有一个口袋，叫育儿袋。出生不久的小袋鼠就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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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育儿袋里，育儿袋中有四个乳头。小袋鼠就在育儿袋里逐渐长大，直到它们能在外部世界独

立生存。

　　袋鼠生活习性是喜白天休息，黄昏活动。遇见车灯会误以为天敌来袭，这时便会从草丛中一

拥而上，跳跃到公路，与汽车拼死相撞，小汽车如不注意往往被它们撞翻。澳大利亚许多汽车前

端都安装了排障器。为防止这类碰撞的发生，一些公路旁竖有高大醒目的画着袋鼠的牌子，这是

警告司机，前方为袋鼠出没地，注意安全。

考拉总迷糊

　　考拉则是澳洲最有名的旅游形象大使。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还印制了可爱的考拉宣传广告。

另外，栩栩如生的考拉玩具也是澳洲独有的旅游纪念。

　　考拉几乎整天都昏昏欲睡，无论在哪儿看到考拉，几乎都是端坐在树杈上打瞌睡，难得见其

行走，每天都会睡上18到22个小时，接近有考拉的地方有一个重要特征：很远就能闻到一股馥郁

桉叶树汁味儿，强烈的，怪异的。能接受的，就可以亲密接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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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在树枝上的考拉(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考拉源于澳洲土著语KOALA，意思是“无水”或“不喝水”的动物。为何老是睡呢？考拉对

食物非常挑剔，它胃口很大，食路狭窄，非桉叶不吃，一只成年考拉每天吃掉1公斤的树叶。 桉

树叶含纤维高营养低，且对其它动物来说，还具有很大的毒性。为了适应这一低营养的食物，考

拉进化出了一套新陈代谢缓慢的系统机制，保证食物可以长时间地停留在考拉的消化系统中，最

大程度的去消化。考拉这种几乎整天都昏昏欲睡的状态，实际上是它们在进化进程中形成的适应

低营养的食物，节省能量消耗的低新陈代谢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省能量，保存体力。

　　考拉长着一张胖胖的孩儿脸，一只黑油油的鼻子，一双滴溜儿转的圆眼睛和两只毛茸茸的短

耳朵，加上一身又厚又密的灰色皮毛，总显得那么滑稽可爱。考拉虽冠以熊名，但实际上与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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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多少干系，只是身体臃肿，又无尾巴，长得与熊相似罢了。考拉生性温良，不易生气，一旦被

激怒，便会发出婴儿似的哭啼，令人爱怜。一身又厚又软的浓密灰褐色短毛，胸部、腹部、四肢

内侧和内耳皮毛呈灰白色，生有一对大耳朵，耳有毛茸，鼻子裸露且扁平，没有尾巴，这是因为

它的尾巴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退化成一个“坐垫”，因而能长时间舒适潇洒地坐在树上。

在悉尼可以观看袋鼠和考拉的地方：

塔朗加动物园Taronga Zoo

　　1916 年成立的Taronga Zoo是有400多种动物的大型动物园，占地75英亩，澳洲代表性动物如无

尾熊、袋鼠、袋熊（Wombat）、鸭嘴兽、Dingo狗、有塔斯马尼亚恶魔（Tasmanian devil）之称的

袋獾、澳洲鸟类，其它还有黑猩猩、企鹅、水獭、犀牛、海豹、浣熊、蜥蜴爬虫类等多种动物。

悉尼野生动物世界Featherdale Wildlife Zoo

　　邻近悉尼水族馆，这里有着超过1公里的玻璃封闭步道，穿越三个楼面，覆盖面积达7000平方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野生动物园。九个展馆分别为：彩蝶飞舞、无脊天下、爬行异族、峡谷

飞行、午夜迷踪、骄阳似火、热带雨林、袋鼠悬崖和澳洲宝贝。

考拉公园保护区（Koala Park Sanctuary）

　　这个动物园虽然不是很大，但很有意思。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与正在吃食的考拉一起照相。

在澳洲其它地方可以接触袋鼠和考拉的地方：

布里斯班龙柏考拉动物园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公园位于布里斯班市郊，建立于1927年，是世界上最早，同时也是最大的考拉动物园。而在

这个野生动物中，除了考拉外，还有如袋鼠、袋獾（不对外展示）、袋熊、针鼹鼠以及其他各种

爬虫类动物。

菲利普岛树袋熊保护中心Koala Conservation Centre

　　来到考拉保护中心，可以在备受保护的天然桉树林中，观察到考拉最自然的一面，不过，唯

一考验游客的，就是要睁大眼睛四处找寻考拉的踪影。

巴拉腊特野生动物园Ballarat Wildlife Park

　　在这里可以亲手给给袋鼠喂食、与可爱的无尾熊及袋熊拍照留念、观看鳄鱼餵食过程及众多

稀有爬虫类动物。

   

9、认识悉尼：感受真实的自由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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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区号：+006102

语言：英语

区域面积：12144.6平方公里

人口：都会区人口4.575.532人(2011年)

地理：

　　悉尼位于东面的太平洋与西面的蓝山之间的沿岸盆地。悉尼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海港──杰

克逊港（Port Jackson）以及超过70个海港和海滩，包括著名的邦迪海滩（Bondi

Beach），悉尼占据了2个地理区域──坎伯兰峡谷（Cumberland Plain）和康士比高原（Hornsby

Plateau）。

行政区划：

　　悉尼市的范围包括中心商业区和一些邻接的内城区，近年透过与邻接的地方政府区域（如南

悉尼）合并扩大面积。目前悉尼的38个地方政府区域。

气候：

　　悉尼地处南半球，四季划分与北半球相反。春季：9～11月、夏季：12～2月、秋季：3～5月

、冬季：6～8月。悉尼的天气是由邻近的海洋所调节属于副热带湿润气候，气候湿润。

宗教：

　　悉尼大约67%的悉尼市民形容自己为基督徒，最普遍的教派为天主教徒和英国国教徒。大约9

%的人口并非信奉基督教，最普遍的是佛教。大约有12%没有宗教信仰。

节日和重大活动：

澳大利亚国庆日

　　时间：每年1月26日，澳大利亚国庆日是澳大利亚的生日1788年第一批舰队到达悉尼的纪念日

，那天有BBQ烧烤、野餐和焰火。

悉尼节

　　时间：每年1月，这个大型活动使城市充满了艺术氛围，包括在Domain举行的免费露天音乐

会。

悉尼同性恋狂欢节

　　时间：一般在2月底，悉尼同性恋狂欢节期间，参加者穿着艳丽的服装沿牛津街游行，最后在

Enterainment Quarter举办狂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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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悉尼电影节

　　时间：每年5月，悉尼电影节期间在州剧院和其他电影院举行的14天电影狂欢节。

皇家复活节

　　时间：每年4~5月，皇家复活节演出(Royal Easter Show)在Homebush

Bay湾举行，为期12天，是个表演活动，可以带小孩跟小动物玩。

Yulefest

　　时间：每年6~8月间，Yulefest这是提前的圣诞节，在蓝山举行的这个很受欢迎的庆祝是澳大

利亚最接近“白色圣诞”活动。

城市长跑

　　时间：每年8月第2个星期天，City to Surf

Run，8月第2个星期天举行的从海德公园到邦迪海滩共14公里的长跑比赛。

曼利爵士音乐节

　　时间：每年10月，曼利爵士音乐节(Manly Jazz Festival)在10月初的劳动节(Labour

Day)长周末举行，有很多的爵士乐演出，大多数免费。

海边雕塑展

　　时间：每年11月中旬，海边雕塑展(Sculpture by the

Sea)从邦迪海滩到Bront海滩的徒步路线变成了室外雕塑展。

悉尼至荷伯特帆船赛

　　时间：每年12月26日，悉尼至荷伯特帆船赛(Sydney to Hobart Yacht

Race)：悉尼的荷巴特游艇赛是世界最伟大的游艇赛之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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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三、在悉尼不可不做的Ｎ件事

   

1、悉尼海港大桥：可以攀爬的悉尼地标

　　如果你知道悉尼海港大桥建造前后总共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会不会对这座悉尼的老地标建

筑肃然起敬？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老式的大衣架”的悉尼海港大桥，是世界第一单孔拱桥，无

论是乘坐飞机还是轮船进入悉尼，最先进入人们视线的总是这座全世界最宽的大铁桥。  

悉尼海港大桥(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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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推出的“攀爬悉尼大桥”活动，则是赋予了这座大桥除了地标、交通以外的第三种使

命。攀爬活动分白天与晚上两个时段，上桥前必须接受酒精浓度测试，然后穿上攀爬所必须的装

备，在领队的带领下攀爬这座全世界最大的钢铁拱桥。悉尼大桥为游客提供了三种攀爬方式，第

一种是快速攀爬之旅（The Express

Climb），耗时2小时15分钟；耗时3小时30分钟的发现攀爬之旅（The Discovery

Climb）；以及同样耗时三个半小时的攀爬悉尼大桥（The Bridge

Climb）。其中，最为刺激的是“发现攀爬之旅”，领队将带领游客登上大桥顶点。

　　悉尼海港大桥攀爬信息：

　　票价：

　　周一至周五白天成人189澳元，儿童129澳元

　　周六日白天成人199澳元，儿童129澳元

　　夜晚成人179澳元，儿童109澳元

　　周一至周日黄昏成人249澳元，儿童189澳元

　　网址：www.bridgeclimb.com

　　电话：0061282747777

   

2、在悉尼感受南半球热辣海滩风情

　　澳大利亚的海滩世界闻名，悉尼作为澳洲的重要城市也不例外，大大小小的海滩星罗棋布，

风格各有千秋。悉尼人的生活也与海滩息息相关，周末闲暇到海滩更是当地居民的首选。因此到

悉尼找一个海滩看比基尼美女、冲浪泡吧是游客不能错过的体验之一。在悉尼诸多海滩中，最有

名的当属邦迪海滩、曼利海滩和库吉海滩。邦带海滩曾经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天体运动场所，号称

风情万种，四处可见赤裸的美女，是背包游客的天堂；曼利海滩则以白色沙子和迷人的日出而闻

名；库吉海滩堪称袖珍，却有着最为齐备的烧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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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3、澳洲国宝零距离：左拥袋鼠右抱考拉

　　袋鼠之于澳洲就如大熊猫之于中国，是澳洲的象征之一。它一往无前，永不后退的特性也成

为澳洲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期望。而那憨态可掬，整天昏睡的考拉几乎与袋鼠齐名，称得上是澳洲

最有名的旅游形象大使。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还印制了可爱的考拉宣传广告。另外，栩栩如生的

考拉玩具也是澳洲独有的旅游纪念品。因此到了悉尼怎能错过与这些“国宝们”亲密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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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悉尼有三个地方可以观看到袋鼠和考拉：塔朗加动物园、悉尼野生动物世界和考拉公园保护区

。塔朗加动物园是悉尼最古老的动物园，是一家综合性的动物园，因此袋鼠和考拉等澳大利亚固

有的动物并不多见。悉尼野生动物世界则有专门的考拉区、袋熊世界等区域，可以与考拉一起拍

照（当然是要收费的）。而在考拉公园保护区不仅可以免费与正在吃食的考拉一起拍照，还可以

与其他动物进行亲密接触。 

喂袋鼠抱考拉(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4、史蒂芬斯港：与海豚共游 与鲸鱼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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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斯蒂芬斯港有“蓝水天堂”之誉，这里有透彻的水、碧蓝的天和迷人的海湾。在碧波荡漾的

海面上，你可以潜水、游泳、滑水，也可以踏上水上电单车、扬起风帆，驾起快艇；在金色的辽

阔沙滩上，你可以尝试惊险刺激的滑沙，悠闲地骑马、骑骆驼，或者干脆乘坐四轮驱动车或沙滩

车在无垠的沙丘中尽情穿梭。而这所有都不及与海豚共游来得更浪漫。 

(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史蒂芬斯港被喻为澳大利亚的海豚之都，海豚可以算是这里的小主人了，来到这里，出海看

海豚可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体验。这里天天聚集着上百只宽吻海豚，据说看到野生海豚的机会可是

在90%以上。除了海豚外，这里也是赏鲸的最佳地点，在每年的5月至12月的赏鲸季节，成千上万

的驼背鲸沿着悉尼海岸大规模迁徙，在这里，除了能看到驼背鲸的出现以外，届时罕见的南露脊

鲸、巨头鲸、伪虎鲸及长须鲸等海洋生物都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哦！

   

5、悉尼猎人谷 体验葡萄酒乡的澳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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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要真正体验澳洲的生活，除了悉尼的购物中心、海港和沙滩，遍布超过100个酒庄和各种精致

度假酒店的猎人谷可算是澳洲休闲生活的一面镜子。在水清如镜的池塘边，鲜花簇拥的小路旁，

一排排整齐的葡萄树一眼望不到尽头，像一层绿色波浪向远方的白云天际伸展开，与奇洛�李维

斯名片《云中漫步》中的景色是那么的一致。 

猎人谷美景(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猎人谷的葡萄树享受澳洲充足的阳光日照，经过园内酿酒师的精心调制，酿出了满园飘香的

美酒，令每一位喝过的人唇齿留香。即使您对琼浆美酒提不起兴趣，来这里也不会寂寞，这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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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澳洲风情。乘着马车观赏猎人谷中旖旎的田园风光、鼓起勇气放开胆量去尝尝

鳄鱼肉、袋鼠肉或澳洲鸸鹋肉，或是漫步乡野小径幸运的话也许还会与小袋鼠来次邂逅。猎人谷

就是这么美，不仅是葡萄酒的故乡，更是澳洲生活的完美演绎，只要你敢勇于尝试，猎人谷就是

你的忘忧谷。

   

6、蓝山—英国女王眼中最美的地方

　　蓝山曾被英国伊莉莎白女王二世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它因美丽的蓝桉树而得名。

这是一片尚未被人类所征服的原始区域，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缥渺的山雾构成的山谷大舞

台上，特色分明的四季轮流上演不同色调的大戏。 

蓝山美景(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在这样的美丽的地方若是不徒步岂不是枉费了上帝的安排。展开腿脚、放松心灵、迎接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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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之上满是悬崖绝壁、飞瀑流湍、葱郁林海真可谓“千峰绿树云缱绻，落花寂寂水潺潺”。

如果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蓝山，可以找一位蓝山土著民当向导畅游丛林，探寻蓝山丰富的原住民

遗产；或是乘坐世界第一陡的空中观光索道饱览笼罩蓝山的美丽蓝色烟雾，这从空中俯瞰的壮丽

美景，定会人觉得不虚此行。

旅人提示：

1、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服务游客中心

提供关于这些公园的详细信息（包括露营）

电话：0061247878877

地址：Govetts Leap Rd,BlackHeath

网址：www.nationalparks.nsw.gov.au

营业时间：9:00-16:30

2、蓝山汽车公司

提供到从Valley Heights 前往维多利亚山的班车，而且会在所有途经的地方停车，上他们的网站可

以查到详细的信息和时刻表。

电话：0061247511077

网址：www.mountainlink.com.au

   

7、悉尼歌剧院：探访悉尼标志的前世今生

　　如今，悉尼歌剧院已经是澳大利亚的标志，也是公认的20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样的概

念也已深入人心，仿佛是先有的悉尼歌剧院，再有的这座城市。事实上，在1958年以前的五十余

年里，悉尼歌剧院所在的位置曾是悉尼市有轨电车的车库。直到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悉尼有了

建造一座歌剧院的议程后，这里才被夷为平地，等待一座震撼世界的建筑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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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纽约

悉尼歌剧院(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也许只有困难才能孕育伟大，悉尼歌剧院的建造过程一波三折。有两个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建造之初的1957年，悉尼歌剧院的建造预算是700万，等到真正完工时，这个数字已经是让人

咂舌的1亿零200万，这是最初预算的13倍多。还有另一个关于悉尼歌剧院建造过程中的轶事，歌

剧院的设计师约恩�乌松因为与澳大利亚政府的种种分歧，于1966年愤然离开这个国家，从此再

也没有踏进过这块位于大洋洲的土地，而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才正式完工。也就是说，悉尼歌剧

院的设计师，从未亲眼目睹自己的这一经典之作。

　　现在，游客来到悉尼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能近距离的观赏这座伟大的建筑，拍上几张照片，

并且与其合影。游客还可以进入歌剧院的内部进行参观，会有专人对歌剧院的历史、背景故事、

                                             42 / 12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91&do=album&picid=44281


�������

悉尼：南半球纽约
建筑设计特色做一番详细的说明。参观形式分为三种，供游客选择。第一种是基本重点参观（Th

e Essential Tour，约1小时）、第二种是亚洲舞台之旅（Asia Spotlight

Tours，专为亚洲人设计，提供华语导游服务，约30分钟）、还有剧院后台之旅（Backstage

Tour，含早餐，约2小时）。

　　此外，在悉尼歌剧院看上一场正式演出，体验这一歌剧院存在的根本原因，则可以为这趟悉

尼歌剧院的探访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悉尼歌剧院参观信息：

　　门票：

　　The Essential Tour：35澳元

　　Asia Spotlight Tours：20澳元

　　Backstage Tour：150澳元

　　网址：www.sydneyoperahouse.com

　　电话：0061292507250

　　旅人提示：

　　1.门票可在底层平台悉尼歌剧院商店的参观游售票处购买。

　　2.1小时剧院参观无需提前预订门票。

　　3.演出套票和后台参观必须提前预订。

　　4.建议穿着平底鞋进行后台参观。

　　5.后台参观有如内参观的条件限制。

　　6.每天的11:00和14:30（星期六的14:30除外），都会有普通话的导游服务。

   

8、悉尼塔：在南半球最高建筑俯瞰悉尼

　　如果你想一窥悉尼市的全貌，悉尼塔这座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选择。从悉

尼塔的360度透明观景台眺瞰悉尼市，所有景观一览无遗。此外，悉尼塔现在还有了空中漫步（Sk

ywalk）这一活动，游客可以再260米的高空中，体验45分钟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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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塔(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在上悉尼塔之前，也可以选择来趟既有视觉震撼又具教育功能的OzTrek之旅，这个有趣的行

程借着激光和3D立体音效，带领游客完整回顾澳大利亚历史、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让人可以对

澳大利亚有个基本认识，而且提供中文导游。

　　悉尼塔参观信息

　　票价：

　　悉尼塔景观台+OzTrek，成人25澳元，儿童15澳元

　　悉尼塔景观台+OzTrek+Skywalk，成人40澳元，儿童3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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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sydneytowereye.com.au

　　电话：006129333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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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悉尼景点

　　去悉尼旅游，提起当地的景点，如果你只知道一个悉尼歌剧院，那么这趟旅程基本上就已经

可以宣告失败了。事实上，除了参观悉尼歌剧院这个广为人知的悉尼地标以外，在悉尼市区，还

可以去攀爬有世界最大拱桥之称的悉尼海港大桥，逛一逛殖民色彩浓厚的岩石区，去达令港吹吹

海风并且喝上一杯，然后在国王十字区的大幅可口可乐广告照前留下自己的身影，才算不枉费此

行。

   

1、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

悉尼歌剧院(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46 / 12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89&do=album&picid=44335


�������

悉尼：南半球纽约
　　20世纪全球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澳大利亚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该剧院于1973年正式落成，2007年6月2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剧院设计者为

丹麦设计师约恩�乌松。悉尼歌剧院坐落在悉尼港的便利朗角，其特有的帆造型，加上悉尼港湾

大桥，与周围景物相应成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前来观赏这座建筑。每年在悉尼歌剧院举

行的表演大约3000场，约二百万观众前往共襄盛举，是全界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之一。

　　电话：9250 7111

　　门票：免费参观，如需看演出需购票

　　开放时间：演出购票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9:00─20:30，周日的表演则售票至开演前两个半小

时。歌剧院游览时间为每天9:00─17:00，每隔半小时一团，每天11:00和14:30还有中文导游讲解。

　　地址：Bennelong Pt, Circular Quay E.

　　网址：www.sydneyoperahouse.com

   

2、悉尼海港大桥（Harbour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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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海港大桥(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被称为“旧衣架”的悉尼海港大桥真是一个杰作—无论你身在悉尼的那个方位，都能够看到

它，并让你吃惊不小。不论你是驾车穿越，还是攀登大桥，是轮滑通过大桥，还是从桥下乘船而

过，悉尼人对这座大桥崇拜异常。大桥将CBD与悉尼北部的商业区连接在一起，横跨在港口的最

窄处。大桥建于1932年，耗资2000万澳币，悉尼用了足足60年时间才将这笔开销支付完毕。

　　体验大桥最好的途径是步行—别指望坐汽车和火车能看到许多风景，你可以在两岸通过楼梯

上东南部的塔楼进入塔楼观景台或是通过攀登大桥感受大桥巨大的拱形架。

　　成人门票：11澳元

　　开放时间：10:00-17:00

　　电话：0061292401100

　　网址：www.pylonlookou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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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悉尼港（Sydney Harbour）

 悉尼港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向内陆延伸20公里与帕拉玛塔河口相连，悉尼港是悉尼最闪亮的灵魂，它的沙滩、山谷、海

湾、岛屿和港湾公园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带来了一缕清风。

　　北角和南角构成了进入港区的门户。沃森湾位于南角的港区边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些海边

别墅，这里的海滩大都位于避风的平静海湾内，又不缺外海沙滩上的浪花朵朵。在南岸有风景如

画可下海游泳的Camp Cove(营地湾)，亚瑟.菲利普船长首次登陆澳大利亚时正是在这里，带着拦

鲨网的鲨鱼湾，在北岸边有曼利湾。

   

4、悉尼港国家公园（Sydeney Harbour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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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港国家公园(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这个公园保护了海港周围几块分散的独立区域，包括海港边带有栈道的丛林地带、瞭望点、

土著居民的雕刻艺术和几处历史遗迹。公园的南部与南角和Nielsen Park

公园连成一片；而北岸则包括了北角、Dobroyd Head 、Middle Head 和 Ashton Park 公园。

　　另外，海港内的五个岛屿也属于公园的一部分：克拉克岛距离达令角不远、鲨鱼岛在玫瑰湾

附近、罗德岛、山羊岛曾经是一个地狱般的罪犯集中营、丹尼森岛。除了参观山羊岛现在还受限

制以外，其他岛屿都对游客开放。NPWS提供了2.5小时的丹尼森岛团队游。成人/儿童/家庭：22/1

8/72澳元。

   

5、岩石区（The 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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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区(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岩石区(The Rocks)是悉尼最热闹的地区之一。其名称源于1788年殖民地刚形成的时候，最早

的建筑大多用当地的砂岩建成的，这是悉尼最早开发的地区，曾一度是海员、贸易商、盗贼和妓

女的出没地，也是1900年夺去100人性命的腺鼠疫爆发地点，更多的破坏发生于1920年代，为了铺

设悉尼大桥南端的通路，一条条街道整个被摧毁。直到1970年，展开了仔细的修复作业，把这个

地区转变为游客向往的地方。 

　　岩石区有很多可看之处，可以让游客轻易地消磨一天，如护士道及苏伊士运河、还有古老仓

库的炊贝尔湾、以及位于悉尼大桥下道依斯角公园等，都是滨海地带很好的观光点。

   

6、悉尼博物馆(Museum of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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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这是个极具魅力的博物馆，在麦夸里广场东面，就在悉尼第一个市政大楼的旧址上，悉尼的

早期历史（1788年之前）在这里复活、展品包括各种谣传、争论、闲话、赝品和精湛的装置。里

面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艺术馆。

　　电话：0061292515988

　　门票：成人/儿童/家庭：10/5/20澳元

　　开放时间：9:30-17:00

　　地址：Bridge St与Phillip St交叉路口

　　网址：http://www.hht.net.au/museums/mos

   

7、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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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这个美术馆在悉尼的社交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亮点包括固定的19世纪和20世纪澳大

利亚艺术展、土著和托伦斯峡岛岛民艺术展，15世纪到19世纪欧洲和亚洲艺术展，还有一些影响

力巨大的世界巡回展览。每年饱受争议的Archibald

Prize奖作品都会在这里进行展览，展出著名和没那么著名的肖像，引来每一个悉尼人发表评论。

　　孩子们常常蜂拥参加周日的Gallery Kids Sunday 活动（培训班、演出和有化妆演员充当向导的

团队游）。这里也举办音乐会、放映电影、各种课程、名人演讲和为有视觉和听觉障碍者举行的

活动，轮椅可以轻松进入这里。

　　门票：免费（巡回展览的费用不一）

　　开放时间：10:00—17:00（周四—周二），周三21:00关门，免费导游到13:00.

　　电话：0061292251744

　　地址：Art Gallery Rd, The Domain.

　　网址：http://www.artgallery.nsw.gov.au/

   

8、皇家植物园（Sydney Royal Botanic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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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植物园(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悉尼的皇家植物园成立于1816年，最初只是殖民者的菜地。这里的气氛非常轻松—告示牌上

写着：“请走在草地上，我们邀请你品位玫瑰的芬芳，拥抱树木，与鸟儿对话，并在草地上进餐

。”参加免费的向导徒步游，或是土著遗迹发掘之旅，一般都是从植物园的商店出发，在那里也

可以乘坐无轨列车进行巡回参观。

　　这里的亮点包括玫瑰园、南太平洋地区植物展、干旱地区多刺植物展、还有热带中心的玻璃

金字塔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蝙蝠群落。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7:00—日落

　　电话：0061292318111

　　地址：Mrs Macquaries Rd;

　　网址：www.rbgsyd.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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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达令港（Darling Harbour）

达令港(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这个大型的水边旅游公园位于Cockle Bay周边，处于城市的西部边缘，这里曾满是工厂、仓库

和船厂的工业区。而近些年来，政府高调鼓励娱乐业。政府的口号就是“达令港—尽您之兴！”

在立交桥、喷泉、雕塑和帆布之间点缀着一些不错的博物馆和景点，还有许多可提供海港巡游的

码头以及价格偏高的港畔购物中心。时髦的Cockle Bay Wharf 码头和国王街码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

咖啡馆，酒吧和餐馆，在你完成参观累的筋疲力尽时可以到这里歇息片刻。

Pyrmont Bridge 桥：

是世界上第一座电动旋转桥，可以带你进入这里的悉尼鱼市场和大人们的乐园星空之城赌场。

电话：0061296578694

地址：80 Pymont St, Py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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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水族馆（SYDEY AQURIUM）：

在这个广受欢迎的水族馆里，游客们瞪大自己好奇的眼睛穿过玻璃隧道，欣喜于澳大利亚丰富的

海洋生物品种，同时还能不断地听到鲸鱼消化不良发出的声音。

票价：成人/儿童/家庭：27/14/65 澳元

开放时间：9:00—22:00

电话：0061282517800

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展示着澳大利亚人与海洋难以割舍的联系，从土著人的独木舟至冲浪文化，再到海军

历史。定时会有导游解说。

门票：成人/儿童/家庭：10/6/20澳元

开放时间：9:30—17:00

电话：0061292983777

　　中国友谊花园（Chinese Garden of Friendship）：

中国花园是根据阴阳平衡的原理修建的，是狂热的达令港内一片宁静的绿洲。这座花园由来自广

州（悉尼的姊妹城市）的园林建筑师为纪念悉尼城建城200周年而设计，院内点缀着楼阁、瀑布、

湖泊和小径。

门票：成人/儿童/家庭：6/3/15澳元

开放时间：9:30—17:00

电话：0061292816863

   

10、国王十字区(Kings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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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十字区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在最耀眼的可口可乐广告牌下面的CBD畅游十字区是那样的奇异，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脱衣舞酒馆，艳俗的旅游品商店、各种背包客旅馆与上等的餐馆、时尚的酒吧，华丽的酒吧混

杂在一起。十字区保持着其廉价的传统，但也隐约透着危险，而且事实比你想象的更严重。有时

，这里路边的狂欢感染你，这里绝对不是一个令你乏味的地方。

   

11、悉尼塔（Sydney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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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塔 (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始建于1968年、高304.8 米悉尼塔不仅是是澳大利亚最高的建筑，更是整个南半球最高的观景

平台。如今，悉尼塔已经是悉尼的地标，成为无数游客的摄影对象。悉尼塔楼的三、四层是瞭望

层。瞭望层周围都是大块玻璃，并有很粗的铁栅保护。凭窗眺望，整个悉尼市一览无余。

　　门票：成人/儿童：25/15澳元

　　地址：Suite 1, 1st floor, 100 Market St., Centerpoint

　　开放时间：9:00-22:30

   

12、悉尼唐人街（Sydney China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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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唐人街(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悉尼唐人街的中心——德信街道的两端，各竖立一座绿瓦红棂、玲珑标致的中国式牌楼。牌

楼上的横额，各有“通德履信”和“四海一家”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两旁楹联上，“德业维新万

国衣冠行大道”、“信孚卓著中华文物贯全球”的金字，点出了悉尼唐人街道功能和特色。牌楼

两侧各蹲着一只工艺精细的铜狮。

   

13、邦迪海滩（Bondi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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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海滩(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邦迪海滩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海滩之一，也是悉尼晒太阳、戏水弄潮与冲浪的最佳地之一。如

果要了解当地人是如何享受生活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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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这里无论在夏季或冬季，都是悉尼的精华所在，

海滩的生活非常舒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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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到达：从市中心乘45分钟公共汽车，或30分钟火车、邦迪海滩专线，或乘坐10分钟出租车即

可到达。

电话：0061411303090

网站：http://www.bondibe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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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悉尼周边景点

   

1、蓝山国家公园（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蓝山国家公园(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位于悉尼郊外的蓝山，是澳大利亚的世界自然遗产。蓝山国家公园内生长着大面积的原始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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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亚热带雨林，其中以尤加利树最为知名，尤加利树为澳洲的国树，有500多种之多，是澳洲珍

贵的动物无尾熊的唯一的食品。当您步入风景如画的原始森林国家公园时，整个空气中散发着尤

加利树的清香，给您一种返朴归真的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这里不仅受到观光游客的喜爱，也是悉尼市民度假的好去处。虽然被称为山脉，其实最高的

地方也不过是1000米左右，感觉更像一座高原。

　　一日的游览对于拥有七个国家公园的蓝山而言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最好选择在蓝山住上一宿

，可以欣赏大峡谷的朝霞与晚霞，并且在树海之中享受散步的乐趣。

　　如何到达：从悉尼火中央火车站乘坐城市铁路蓝山线。

　　地址：Blue Mountains Heritage Centre, End of Govetts Leap Road, Blackheath NSW 2785澳大利亚

　　电话：0061247878877�

   

2、猎人谷（Hunter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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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谷(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猎人谷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葡萄酒酿造区，同时出产的葡萄酒也是澳大利亚最棒的。早在19

世纪初，这里已是小有名气的酿酒区，到了现在，猎人谷囊括了包括70多家酒庄、60多间餐厅、1

30余间大小旅馆和公园、游乐场、古文化建筑、手工艺品、葡萄园、热气球、高尔夫球场等各式

餐饮、游娱场所和设施，已经成为悉尼人和各国游客喜爱的旅游天堂。此外，这里还饲养着很多

纯种马，游客可以在纵马驰骋。

　　如何到达：从悉尼运输中心可以乘坐肯兹旅行特快（Keasn Travel

Express）的巴士前往赛斯诺克、梅特兰，每天有1班车运行。

　　地址：2090 Broke Road, Pokolbin NSW 2320澳大利亚

　　电话：0061249982000

　　官网网站：http://www.mercurehuntervalle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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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家国家公园（Royal National Park）

皇家国家公园(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这片土地在传统上曾是塔尔瓦斯人的聚居地，现在则变成了建于1879年、占地16500公顷的皇

家国家公园，它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公园拥有令人眩晕的悬崖、僻静的海滩、沿海的

灌木、茂密的雨林、与世隔绝的社区和吵闹的黄尾黑身美冠鹦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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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园从悉尼以南30公里的Port

Hacking港开始一直向南延伸了20公里。一条穿过公园的主干道可以到达Port

Hacking港上的小镇Bundeena，在Bundeena你可以去Horderns Beach海滩游泳，也可以走徒步路线。

　　如何到达：从悉尼沿普林斯公路向南行驶，然后在Loftus以南转弯进入公园的北端。

　　开放时间：9:00-16:00

　　电话：0061295420648

　　地址：Farnell Rd, Audley.

　　网址：www.nationalparks.nsw.gov.au

　　食宿：

　　Garie Beach YHA：

　　这里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设施简单，只有12个铺位，而且必须自带食物，最大的亮点是它

靠近新蓝威尔士州最好的冲浪海滩。

　　电话：02-9261 1111

　　地址：Garie Beach

　　价格：14澳币/宿

　　Cronulla Beach YHA：

　　由爱交朋友的兄弟俩经营，是一个愉悦心情、提高冲浪技术的极佳地，也可以与其他人一起

海岸徒步。套件式双人房可以达到汽车旅馆的标准，提供轮椅通道，台球桌和扒饭是免费的。

　　电话：02-9527 7772

　　地址：Level 1, 40 Kingsway, Cronulla.

　　价格：宿/双/家庭：28/75/95澳元

   

4、雪山滑雪胜地（Snowy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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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滑雪胜地(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雪山山脉以大分水岭南部的澳大利亚最高峰科西阿斯科山为中心，是澳大利亚最受关注的滑

雪度假胜地，区内有三大雪场：佩里舍（Perisher）和史密根（Smiggin）、斯雷德宝（Thredbo）

、赛尔温山（Mt Selwyn）。这三大雪场都是旅游及滑雪设施齐全的综合滑雪场，并设有索道通到

山顶，供滑雪者使用。其中，佩里舍和史密根是雪场中最大的一个，其坡道平缓，适合初中级水

平滑雪者；斯雷德宝具有标高700米，长度达5700米的全澳最长的滑雪道。也是旅游及滑雪设施最

好的；赛尔温山的雪场最适合家庭滑雪。

　　如何到达：从悉尼可以乘坐地方特快（Regional

Express），在滑雪季节每天有1~4班飞机飞往库马，从库马可以乘坐雪山机场巴士前往。

　　网站：http://www.snowymountains.com.au/

　　电话：006126457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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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味悉尼，舌尖上的艺术之旅

　　悉尼是一座不张扬却很有内涵的城市，需要慢慢去品味。有的城市，你可以在第一眼就感受

到它的魅力，就象火辣性感的美女，而悉尼则是第一眼看上去不是很特别，但它的美却是慢慢浸

透的，就象知性优雅的女性，不需要心浮气躁地炫耀自己的美丽，但是跟她的接触中，你却会越

来越感觉到舒适、自在⋯⋯

　　秀丽的景观、精致的美食，很少有地方能两者兼得，而悉尼就是其中之一。食在悉尼这个集

合了全球珍肴的“美食村”，犹如享受一次舌尖上的艺术之旅，体验酸甜苦辣的奇妙融合。

　　澳大利亚美食已发展出本身的风格——用特有的核果类、水果、香料及梅子，加上当地的肉

类及海鲜，烹调出大胆赞叹的菜色。 

图为悉尼特色海鲜

　　澳大利亚的海鲜世界知名，悉尼是海港城市，品尝海鲜自然是很好的选择。不仅鲔鱼出口到

日本做成寿司，大虾和鱼也在亚洲被大量食用。千万别错过当日鲜鱼——鲷鱼、鲔鱼、乔治王湖

的鳕鱼、扁头鱼、鲂鱼或硬皮鱼，也可以尝试螃蟹、淡水小龙虾、明虾、波尔曼小龙虾、鲍鱼及

生蚝。几乎在每家餐厅都可以尝到传统澳式多汁肉排、烤肉和新鲜沙拉。在悉尼市内不同的区域

，例如中国城、岩石区和环形码头、达令赫斯特以及英皇十字区，都可以享受到最美味的餐点（

下文有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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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旋转餐厅用餐，可以看到难忘的景色。菜肴款式多姿多采，而且丰俭由人。亚洲美食甚受

欢迎，丰盛的选择可让您品尝到泰国、越南、日本、印度及韩国菜式的不同风味，希腊及意大利

佳肴亦同样惹人钟爱。

　　在澳洲一般是喝啤酒，因为土地干燥，故感觉非常好喝，同时也有英国风味的淡色啤酒，大

多是罐装，而各州都有其传统的酒类，但酒精含量较高。另一类常喝的酒类为葡萄酒。在澳洲，

葡萄酒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品质深获好评。新南威尔士州的猎人谷(Hunter

Valley)和南澳大利亚州的Barossa

Valley都是有名的产地，尤以白葡萄酒味道特别美，餐厅有售，价钱也不贵（下文有详细介绍）。

　　多元文化的存在造就了澳大利亚当代fusion混搭美食。放眼望去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烹饪大师几

乎都来自于悉尼，无论是出生于日本的厨师TetsuyaWakuda，还是悉尼本土的名厨NeilPerry、BillGr

anger和KylieKwong，他们的厨艺都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即把亚洲、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中

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有的烹饪原材料、技巧和传统，融入当代澳大利亚菜肴，各种滋味尽在

其中，十分值得一试！ 

图为悉尼高档餐厅中的海鲜菜

   

1、各区域美食特点

1、岩石区(TheRocks)有很多有名的泰国餐厅，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最上乘的食物品质，经常采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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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材料为原料，平衡了泰菜基本的辣、酸、咸、甜的口味，并增加了食物的层次感，创造出与别

不同的现代泰国菜。 

图为咖喱龙虾，用传统的泰式咖喱烹调悉尼本地的海鲜，风味独特

2、位于环形码头(CircularQuay)西侧，紧邻达令港(DarilingHarbour)的Quay餐厅则代表了悉尼本地

的美食，曾多次被美食届的权威天书《美食指南》(GoodFoodGuide)授予“年度餐厅”的荣誉，

并两次位列全球五十家最佳餐厅。当傍晚来临，在徐徐清风中伴随着歌剧院和悉尼海港的五彩灯

光，品尝顶级美食，来一次超乎想象的用餐体验。

3、还有享负盛名的紧邻悉尼海港的悉尼鱼市场(SydneyFishMarket)和繁忙的帕迪市场(Paddy’sMar

ket)，这里独特的海产、新鲜去壳的牡蛎、金枪鱼刺身搭配上新鲜的亚洲蔬菜，让人现场大快朵

颐，欲罢不能。 

                                             69 / 123



�������

悉尼：南半球纽约

图为悉尼著名的鱼市场

4、在市中心的匹特街购物中心(PittStreetMall)、唐人街(Chinatown)或者邦迪购物区(BondiJunction)

尽享全球美食，在岩石区品尝法国长棍面包，比萨饼或者面条；在帕拉马特区(Parramatta)的露天

餐厅品尝摩登菜、黎巴嫩菜及韩国菜；在悉尼附近的曼利、邦迪、勃朗特寻找经典的炸鱼薯条和

美味的本地生蚝；或前往悉尼的Enmore,、Lakemba及Bankstown区寻找多汁的三明治和印度烤羊肉

串。

   

2、餐厅推荐

　　在悉尼随处可见具不同民族风味的餐厅或咖啡店，无论是在市中心亦或是在近郊海滩，于街

角、海边和港岸进餐，已是悉尼生活的主要部分。悉尼市中心的办公大楼及购物广场多设有美食

广场，提供多种餐饮方便选择。在户外无拘无束的用餐，徜徉在阳光蓝天下，感受著悉尼的自然

悠闲气氛，自是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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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悉尼著名的观景餐厅Aria，窗外是海港大桥及悉尼夜景(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1、观景餐厅：

　　悉尼发展了它自己独立的饮食风格。悉尼拥有许多人文文化风情，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影

响反映出了许多风味菜肴的发展。不同的烹饪风味餐馆散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悉尼阳光充足的

气候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促使它建成了许多提供户外用餐条件的餐馆。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浏览着海

港的背景，对于当地人和参观者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Quay

　　这家餐厅代表了悉尼本地的美食，曾多次被美食届的权威天书《美食指南》(GoodFoodGuide

)授予“年度餐厅”的荣誉，并两次位列全球五十家最佳餐厅。当傍晚来临，在徐徐清风中伴随着

歌剧院和悉尼海港的五彩灯光，品尝顶级美食，来一次超乎想象的用餐体验。从其他城市来拜访

的朋友当然希望能够欣赏悉尼最美的风景。在这家餐厅用餐可以同时欣赏到悉尼海港大桥和悉尼

歌剧院的美丽景色，如果是夜晚用餐，悉尼情人港的浪漫灯火一定会让你的贵客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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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Quay餐厅内部

地址：Upper Level Overseas Passengers Terminal Circular Quay West，Sydney NSW 2000

电话：0061292515600

餐厅网址：http://www.quay.com.au

最近车站：Circular Quay Railway Station

Guillaume at Bennelong

　　Guillaume at Bennelong是位于悉尼歌剧院内的一家高级餐厅，提供美味的现代澳洲菜。地理位

置优越的Guillaume at Bennelong有不错的视野，能看到悉尼港以及悉尼市内的景色。它是由澳洲一

位最受欢迎的厨师Guillaume Brahimi开设的，其菜式将法国菜的烹调技巧融入澳洲菜中，令澳洲菜

显得更加精致和特别。推荐菜有Crispy kingfish with pencil leeks、Bone marrow and oxtail

jus、Carpaccio of venison with juniper berries、endive and walnut oi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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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Guillaume at Bennelong特色菜，本地海鲜佐以法国风味鱼子酱

地址：Sydney Opera House，Bennelong Point，Circular Quay NSW 2000

电话：0061292411999

营业时间：午餐周四至周五12:00-15:00

                   晚餐周一至周六17:30-半夜

最近车站：Circular Quay Railway Station

Doyles On the Beach

　　这家餐厅可是国宝级的，开业于1885年，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家海鲜餐厅。餐厅属于家族生意

，老板已经经历了五代人的洗礼。在WATSONS海湾的怀抱中，你可以俯瞰情人港的全貌。餐厅

不仅仅是澳洲有名的海鲜馆，而且已经成为旅游业的新热点，一周七天从不休业。

地址：11 Marine Pde，Watsons Bay，2030

电话：0061293372007

网址：www.doyle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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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民小馆儿：

　　美味的食品不只局限在高档豪华的餐馆和饭店。有许多小餐馆和咖啡厅都提供物美价廉的美

味食品,快餐和咖啡。很多悉尼的老式酒馆现在都是倍受欢迎的餐馆，它们供应现代的澳大利亚特

色菜肴和当地原产的啤酒和葡萄酒。在悉尼，你还能去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饭店，品尝几乎所有口

味的食物。 

图为当地常见的普通海鲜菜式

Bourke Street Bakery

　　虽然Bourke Street Bakery是一间街角的小店，但是这里提供的精美的面包、甜点、蛋糕等却令

许多人成为常客，以致店外经常有许多人在排队。店铺内的空间虽然较小，但是并不拥挤，人们

经常坐在窗口旁边的座位上一边品尝甜品一边看报纸，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想要品尝到这家餐

厅的PIE，或许你要耗上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排队。这里甜品都是这些不停在烤炉前忙碌的甜点男孩

亲手制作的，所以很多客人宁愿花几个小时来等待也不愿意去买超市产品。除了甜品以外，Bourk

e Street Bakery还提供香浓的咖啡，与甜品形成极佳的搭配。推荐甜品有Lemon Tart、Pork and fe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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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sage rolls、Carrot cake等。 

图为Bourke Street Bakery(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地址：633 Bourke St，Surry Hills，2010

电话：00612969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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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ega

　　Bodega是一家提供TAPAS的的餐厅。所谓TAPAS，就是西班牙的小吃拼盘，有许多种类，包

罗万象。Bodega曾获得了《Gourmet Traveller》杂志的最佳新餐厅奖，《悉尼先驱晨报》美食指南

的最佳地中海菜奖和最佳TAPAS奖，可谓声名在外。Bodega将色彩丰富的图案用油漆画在墙上，

令人刚进餐厅就感受到热情的西班牙气息。Bodega的TAPAS以海鲜为主，采用西班牙烹饪方法，

令人胃口大开。除了TAPAS以外，Bodega还有甜品供应，同样令人垂涎。推荐食品有Mixed Tapas

Plate、Eggplant “en escabeche”、Bodega chorizo with sofrito pas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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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Bodega的tapas

地址：216 Commonwealth Street，Surry Hills NSW 2010

电话：0061292127766

最近车站：Central MLR Stop

Moo Gourmet Burgers

　　悉尼市民对MOO的喜爱丝毫不亚于对Bondi海滩的依赖，所有来海滩玩水的市民都会在这里

解决自己的午餐问题。招牌Wagyu（和牛）汉堡是悉尼各美食杂志的常客，上好的和牛加上新鲜

的生菜、番茄和煎蛋，再搭配外酥里嫩的面包香味，你怎能抗拒得了这样的美味呢？除此之外，

这间店也有悉尼最好的炸鱼薯条，有时间就来海边坐在沙滩上尝尝这里的美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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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Moo Gourmet Burgers的汉堡套餐

地址：70A Campbell Pde，Bondi Beach 2026 NSW

电话：0061295654001

最近车站：Newtown Railwa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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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悉尼中餐馆——粤菜领军：

　　澳大利亚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当中，中国大陆移民已有70多万人。近几年来，澳洲的中

餐馆越来越多，这不仅仅是为华人和来自中国的人开的，而是喜欢吃中餐的澳洲人越来越多了。

“在悉尼的中餐馆到处可以看见这些金发碧眼的忠实“fans”。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喜欢中餐，

这些忠实的客户群也为悉尼的中餐馆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广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中餐馆在悉尼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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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悉尼茶餐厅

Billy Kwong（家常便饭）

　　Billy Kwong家常便饭由澳洲名人主厨Kylie Kwong开的，Kylie出过五本书，也在电视上主持厨

艺节目。餐厅走新式中餐路线，食材都是精心挑选的有机食材，根据季节不同会相应退出时令菜

谱，保证食物新鲜。菜式做法也非常独特，一点都不家常哦。

地址：355 Crown Street，Surry Hills NSW 2010

电话：0061293323300

最近车站：Central Railway Station

餐厅网址：http://www.kyliekwong.org/BillyKwongs.aspx

THE EIGHT（八乐居）

　　很纯正的中国餐厅。老板到伙计一水的中国人，福建的、广东的，还有四川的，很亲切的乡

音。食客有多半是老外，居然都使用筷子，看来是经常光顾。菜品的食材很新鲜，味道很不错，

真有恍惚回家的感觉，尤其是在外旅行很久的人，和一群朋友把酒言欢、美食相伴，真的是一件

幸福惬意的事情。这里还有中国的啤酒，茅台味道很好，比国内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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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八乐居受欢迎菜品

地址：Market City，Shop R3.06，9-13 Hay Street，Haymarket NSW 2000

电话：0061292829988

最近车站：Haymarket MLR Stop

餐厅网址：http://www.theeightrestaurant.com.au

Golden Unicorn（金麟饭店）

　　这是全悉尼最棒的一家饮茶店。在周末的话，如果你10点半左右到那里，要等到11点才能有

座位。如果你再晚点到的话，就得花上1个多小时才能等到位子了。这里的服务有时候比较一般，

但送茶品的推车却是快得像流水般的从厨房送到各个桌前。

地址：2/193 Maroubra Road，Maroubra NSW 2035

电话：0061293449278

East Ocean（东海海鲜酒家）

　　East Ocean是一家品质优秀的饮茶店。他们的蒸饺和点心都相当美味。虽然相比其他一些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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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他们的价格贵了一些，不过店堂的氛围和服务都让其物有所值。如同the Palace和Zilver,

这也是市中心一家不错的选择。

地址：421/429 Sussex Street，Haymarket

电话：0061292124198

最近车站：Haymarket MLR Stop

餐厅网址：www.eastocean.com.au

   

3、爱酒人必读

　　悉尼西北方向约160公里处的猎人村(HunterValley)葡萄峡谷协会，您可以品尝当地葡萄种植者

酿制的不同种类的葡萄酒。紧接着又可以品尝由朴实而浪漫的胡椒树葡萄酒厂(PEPPER TREE

WINES)提供的自制上等葡萄酒。这里也是您参观周围其他葡萄园的理想出发地点。 

图为猎人谷葡萄园景观(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1、特别可口的"ROTHBURY EATATE"葡萄果汁就在约1公里远处(B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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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甚至到麦当劳路(MCGUIGAN HUNTER VILLAGE)您也可以走路去。那里的THE

CELLAR RESTAUIAN，MCGUIGAN BROTHERS

CELLAR的低度葡萄酒及猎人村奶酪公司(HUNTER VALLEY CHEESE

CO.)的美味奶酪拼盘都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2、最好的葡萄酒--SEMILLONSEMILLON葡萄酒是有水果香味的烈性酒，是炎热天气吃午餐时最

理想的饮料。CASUARINA COUNTRY INN：带有亚洲影响的富于创造性的餐馆。在这里您可以

在烤肉架上自己动手准备饭菜。峡谷的葡萄种植者对他们创造的SEMILLON葡萄酒十分自豪。行

家们让这些葡萄酒放上若干年，然后再品尝它醇厚的金黄色的酒汁。

3、TYRRELLS WINERY (BROKE

ROAD)作为澳大利亚第十大葡萄园以价格和大众化取胜，而CASUARINA COUNTRY INN 则把重

点放在保证上等质量上：那里的餐馆值得一去，那里装饰得富于幻想的房间值得一住。在往北2公

里处的"HUNTER ESTASE WINERY ＆CELLARS"(HERMITAGE ROAD)您既可以品尝葡萄酒和美味

小吃，又可以住宿，离主要路段不远处还有一些小葡萄园，如WANDIN VALLEY

ESTATE(WILDERNESS

ROAD)：主要房间以地中海风格布置，精美的手工艺品特有所值，葡萄酒值得您喝上几杯。

4、经过广受欢迎的葡萄酒厂LINDEMANS(麦当劳路)和亲切的GOLDEN GRAPE ESTATE(OAKEY

CREEK ROAD)——这两家葡萄酒厂各有一间小小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历史博物馆——您就来到了小

巧但优质的BRIAR RIDGE葡萄园(MOUNT VIEW

ROAD)，这里酿制的上等葡萄酒由于绝大多数已经销售一空所以只能品尝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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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葡萄园外景、酒庄内部及酒庄美食

5、返回悉尼途中您可以在GOSFORD驶离1号高速公路去参观SOMERSBY附近的悉尼旧城(OLD

SYDNEY TOWN)和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园(AUSTRALIAN REPTILE PARK)。用时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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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悉尼住宿

　　在2000年的奥运会后，悉尼的住宿业越来越完善，从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到适合背包族的青年

旅舍，应有尽有。悉尼的许多高级酒店和我们平常所见的并不一样，它们没有高大的物业、崭新

的设施，而是“潜藏 ”在悉尼一栋栋百年建筑中，极有特色；有些依悉尼港而建，方便游客将悉

尼最美的市景尽收眼底。

不得不提的还有悉尼的青年旅舍，它们不仅价格优惠、便利、干净，旅舍的工作人员还极其友好

。

相比其他国际大都会的酒店房价，悉尼的房价算是很亲民的。一般而言，门市价会比实际房价高

出30% ，作为参考，悉尼的五星酒店房价一般会在200澳元左右，青年旅舍更是低至30-50澳元。

   

1、青年旅舍

　　铁路广场青年旅舍Railway Square YHA

　　铁路广场青年旅舍地处悉尼市区，紧邻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选择零号站台旁旧车厢

改建的客房，别有一番乐趣。旅舍主楼建在于1904年落成的候车大厅内。经过别具匠心的翻修改

造，你可以在旧日黄金岁月留下的痕迹中享受各种现代设施为你带来的旅行舒适。旅舍内设有喷

水游泳池，网吧/WiFi热点，24小时出入，旅行社服务台，室内室外会客区以及自助厨房。旅舍附

近有悉尼最佳的酒吧区、唐人街和情人港，步行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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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广场青年旅舍

　　价格：

　　女士8人房from $32 to $43床位价

　　男士8人房from $32 to $43床位价

　　双人房(1张双人床或2张单人床)from $93 to $117房价

　　双人房，配独立卫浴间from $102 to $127房价

　　优惠活动：提供7天住宿优惠。请发送电邮至railway@yha.com.au，直接与旅舍联络。

　　地址：8-10 Lee Street (crn Upper Carriage Lane & Lee St or entry via the Henry Deane Plaza) Sydney

2000

　　电话：0061292819666

　　传真：0061292819688

　　网址：http://www.yha.com.au/zh/hostels/details.cfm?hostelid=215

　　悉尼中央青年旅舍 Sydney Central YHA

　　悉尼中央青年旅舍是一家五星级背包游客住宿设施，位于一幢传统风格的历史保护建筑内，

面对中央火车站。在旅舍的楼顶平台，你可以看到壮观的悉尼城市风景。旅舍连续三年(2008年、

2009年和2010年)荣获澳大利亚旅游业奖，并被列入旅游业荣誉堂。悉尼中央青年旅舍提供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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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出入，欢迎团体入住，设有残疾人专用无障碍设施。旅舍定期组织丰富多样的活动，包括体

育游戏、市场购物和电影放映(免费爆米花)。  

悉尼中央青年旅舍

　　价格：

　　女士6人房from $28.50 to $50床位价

　　男士6人房from $28.50 to $50床位价

　　女士多人房from $38 to $52床位价

　　男士多人房from $38 to $52床位价

　　双人房，配独立卫浴间from $110 to $140房价

　　地址：11 Rawson Place, Corner of Pitt St and Rawson Place (opposite Central Station),Sydney 2000

　　电话：0061292189000

　　传真：0061292189099

　　网址：http://www.yha.com.au/zh/hostels/details.cfm?hostelid=29

　　电子邮件：sydcentral@yha.com.au

　　邦迪海滩屋青年旅舍Bondi Beachouse YHA

　　邦迪海滩屋青年旅舍位于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邦迪海滩，是背包游客的首选住宿地点。在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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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顶露台上，你可以看到塔玛拉玛海滩(Tamarama Beach)的壮观风景。旅舍紧靠商店，前往悉尼市

中心也十分方便，可谓两全其美。旅舍服务和设施包括：免费使用潜水用具和滑水板（有冲浪板

出租），电影厅，自助厨房，停车场(有限车位)，每周背包游客专享活动。

　　价格：

　　女士多人房 from $30 to $50 床位价

　　男士多人房 from $30 to $50 床位价

　　双人房 from $72 to $110 房价

　　地址：Cnr Fletcher and Dellview Street Bondi Beach 2026

　　电话：0061293652088

　　传真：0061293652177

　　网址：http://www.yha.com.au/zh/hostels/details.cfm?hostelid=193

　　电子邮件：bondi@yha.com.au

   

2、中档酒店

　　悉尼59酒店Hotel 59 Sydney

　　Hotel 59 Sydney 酒店位于悉尼热闹的国王十字区（kings cross）的核心地带，为客人提供住宿

加早餐的客房。每间客房都配有空调和暖气、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私人浴室。Hotel 59 Sydney

酒店距离国王十字火车站（Kings Cross Railway Station）仅有250米，为客人轻松前往悉尼的所有旅

游景点提供便捷。国王十字区的餐馆、咖啡馆、酒吧和艺术画廊就位于酒店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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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59酒店

　　价格：标准间146澳元

　　电话：0061293605900

　　地址：59 Bayswater Road, NSW 2011, Australia

　　网址：http://www.hotel59.com.au/

　　悉尼派希内精品酒店Pensione Hotel

　　这里是一个有品位的旅馆，过去是一个邮局，带有时髦、色彩中性的客房，空调、电视、冰

箱和良好的安全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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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派希内精品酒店

　　价格：单/双/家 $100/115/170

　　电话：9265 8888

　　地址：631-635 George St

　　网址：www.pensione.com.au

　　Ultimate Apartments Bondi beach

　　提供优质住宿和便利设备，Ultimate Apartments Bondi Beach Sydney

是您休息，放鬆和休閒的理想住宿。 地理位置佳位于Bondi village

中心，短暂漫步可至雪梨一流的海滩。方便可至市区的景点，包含福斯影城和 Wentworth

Park。短暂车程可至著名的澳洲博物馆，为世界上六大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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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派希内精品酒店

　　价格：标准间115澳元

　　电话：0061293657969

　　地址：59 O’Brien Street, Bondi Beach NSW 2026, Australia

　　网址：http://www.apartmentsbondibeach.com/

   

3、高级酒店

　　悉尼布莱克特酒店The Blacket

　　诱人的宁静，Blacket时尚的套房让你体味十足的现代感。阁楼套间—全是白色，鸵色河灰色

—可以容纳四人，带有SPA独立的休闲室，厨房和一切现代化生活设备。网上预订会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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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布莱克特酒店

　　价格：标间245澳元

　　电话：0061292792030 �

　　地址：70 King St

　　网址：www.theblacket.com

　　蓝泰姬陵酒店Blue Hotel

　　这个位于码头上的宾馆可能有些简陋，但它对流行的敏感完全可以作为补偿。你可以在Water

Bar里与大亨和商界人士一起对酌，在日间SPA放松，在码头的餐厅之间巡游，或是偷窥一下拉塞

尔.克劳在码头尽头的靠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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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泰姬陵酒店

　　价格：标间$405起

　　电话：0061293319000

　　地址：6 Cowper Wharf Rdwy,Woolloomooloo.

　　网址: www.tajhotels.com/Sydney

   

4、特色酒店

　　悉尼贸易酒店Mercantile Hotel

　　绿色的外表暗示着这里酒吧所散发的爱尔兰氛围，楼上客栈式的客房十分简朴，重新装修过

，带有中性色调和公共浴室。其中有四间套房带有SPA（$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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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贸易酒店

　　价格：双$110起

　　电话：0061292473570

　　地址：25 George St,岩石区

　　网址：www.mercantilehotel.citysearch.com.au

　　纳尔逊勋爵啤酒厂饭店The Lord Nelson Brewery Hotel

　　酒店开业于1834年，是澳大利亚最早有经营执照的饭店，虽说如此，这里并没有改建为博物

馆，而是一直继续营业，这里的酒吧提供了悉尼最好的自制啤酒之一，虽然只有10间客房但是因

为它的历史性，这里还是经常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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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尔逊勋爵啤酒厂饭店

　　价格：标准间180澳元

　　电话：0061292511532

　　地址：19 Kent Street, The Rocks NSW 2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lordnelsonbrew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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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悉尼购物：反季节购物乐趣

悉尼购物(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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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拥有歌剧院、阳光、海滩外，悉尼还是一个“购物天堂”。

　　悉尼市内几乎每幢大楼都有地下走廊购物市场，一般营业时间通常是周一至周五9：00-17：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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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拍卖是购买廉价商品的最好时机，圣诞节后至1月之前，以及7、8月份冬季的尾声，在

悉尼的雪梨丘、瑞得芬都可以买到廉价的商品。

   

1、购物街区

　　牛津街（Oxford Street）：

　　推荐理由：牛津街是悉尼最时尚令类的地方，个性十足的自创品牌中心。

　　介绍：这条被誉为悉尼最“别具风格”的街道拥有不少精美别致的小店、包括名牌时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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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设计、二手服饰、手工艺品、古董，以及艺术画廊、咖啡馆、酒吧,你会惊喜地在这里发现很多

大型百货公司里找不到的时尚品牌，包括一些澳洲顶级时装设计师的专卖店，如Collette Dinnigan

、Akira Isogawa等，牛津街上还有不少寂寂无名却个性十足的自创品牌，因此这里也是不少时尚年

轻人或先锋艺术家的聚集场所。

　　彼得街（Pitt Street）：

　　推荐理由：名牌精品荟萃之地。

　　介绍：地处King st和Market st之间，是悉尼商店最密集的地区，有Grace Bros、Centrepoint

Arcade、kygarden、The Glasshouse、David Jones、The Strand

Arcade等著名的购物中心，是名牌精品荟萃之地。

   

2、大型购物中心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ueen Victoria Building(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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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ueen Victoria Building）：

　　推荐理由：是悉尼规模最大、外型最壮观的百货商厦。

　　介绍：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ueen Victoria Building)建于1898年的女王大厦内有近200家店铺，出

售古董、手工艺品、纪念品和各式时装、衣帽，是悉尼规模最大、外型最壮观的百货商厦。

　　地址：455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营业时间：9：00-18：00(周四为9：00-21：00，周日为11：00-17：00)

　　皮特街购物中心（Pitt Street Mall）：

　　推荐理由：全球五大顶尖名牌“朝圣地”之一。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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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和其它四位相比，皮

特街的知名度并不算太高，但它的店铺之华丽、商品之名贵、人气之旺盛丝毫不弱于它者。

　　地址：Pitt Street Mall, Pitt Street, Sydney, NSW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9:00-16:00，周日：部分商店全天营业

　　海岸百货（The Strand Arcade）：

　　推荐理由：是悉尼最精巧华丽的商场之一。

　　介绍：海岸百货(Strand Arcade)由英国名建筑师设计，建立于1892年，是悉尼最精巧华丽的商

场之一，拥有许多时装店、皮具店和精品店，还有独特的咖啡厅和餐厅。

　　地址：412-414 George Street, Sydney, New South Wales

　　营业时间：9：00-18：00

　　悉尼港口购物中心（Harbourside Shopping Centre）：

　　推荐理由：达令港内的综合商店，东西齐全。

　　介绍：位于达令港内的综合商店，包括时装店、精品店、洋酒行、免税店等。

　　地址：Darling Harbour Sydney, NSW 2000

　　营业时间：10：00-21：00

   

3、购物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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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区市场（The Rocks Market）(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岩石区市场（The Rocks Market）：

　　推荐理由：岩石区的假日市集是悉尼最有名的集市。

　　介绍：岩石区的假日市集是悉尼最有名的集市，位于George Street和Atherden Street交叉口，有

100多个摊位，出售的物品主要有手工艺品、饰品、珠宝、陶瓷器、木雕、香水、玩具等等，来悉

尼旅游的人都喜欢到这里逛逛，买点纪念品回去。而且在岩石区还有不少的露天咖啡座、小酒吧

之类的店，逛累了还可以喝点饮料，吃点东西，看看街上的风景。

　　地址：George Street, The Rocks NSW 2000

　　营业时间：周六、周日上午10:00-17:00

　　派丁顿市集（Paddington Bazaar）：

　　推荐理由：想在新南威尔士找一些独特的礼物，绝对应该去以时尚闻名的悉尼小区——派丁

顿。

　　介绍：想在新南威尔士找一些独特的礼物，绝对应该去以时尚闻名的悉尼小区——派丁顿。

派丁顿市集在牛津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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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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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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Paddington Uniting Church, 395 Oxford Street, Paddington, Sydney

　　营业时间：每周六的10：00-16：00

　　邦代集市（Bondi Market）：

　　推荐理由：悉尼所有集市中最具艺术气息的一个。

　　介绍：邦代集市应该算是悉尼所有集市中最具艺术气息的一个了，各种特色的小艺术品和装

饰品成了这里最受追捧的物品。

　　地址：The Bondi Beach Markets, Campbell Parade, Bondi Beach NSW 2026

　　营业时间：周日10：00 -16：00

　　帕迪市场（Paddy’s Market）：

　　推荐理由：悉尼老外热推的当地集市，不止商品多样化，而且价格便宜。

介绍：位于唐人街附近的Hay Street，Haymarket，已有150年历史，共设1000个摊位，出售的商品

从新鲜食品到小饰品都有。紧邻帕迪市场的是Market

City，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内附一流的餐饮店。

　　地址：Market City,Ground Level, 9-13 Hay Street, Haymarket NSW 2000

　　营业时间：每周四10:00-18:00，每周五至日9:00-16:30

                                             98 / 123



�������

悉尼：南半球纽约
  

九、悉尼娱乐：玩转悉尼情报书

　　悉尼是一座充满个性和活力的城市，市内的众多精彩娱乐活动将给游客带来欢乐和惊喜。悉

尼最让游客着迷的地方就是这里的海滩了，悉尼市內有多个海滩，人们可在沙滩晒太阳，又可进

行各种水上活动，其乐无穷。

　　白天在悉尼你可以选择骑马巡游、四驱摩托车、扬帆出海、攀桥、游艇观光、快艇观光、水

上的士、摩托快车、热气球巡游等海滨休闲娱乐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生动的戏剧

、舞蹈、歌剧、音乐会等，穿上正装走进世界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听一场歌剧表演，也不枉费来悉

尼一次。

　　和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一样，日间忙碌的悉尼到了晚上则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娱乐活动。悉尼市

內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夜店，包括舞厅、夜总会、酒吧、赌场等，人头涌涌，热闹非凡。摇滚、电

子、嘻哈等强劲的音乐在悉尼的夜店中随处可闻，不过爵士、蓝调等悠扬的旋律同样受到欢迎。

悉尼的夜店大多集中在达令港、牛津街和国王十字区中，是各路“派对动物”的集中地。如果是

和自己的恋人一起，悉尼的露天电影院可是不能错过的！再就是悉尼唯一一个赌场Star

City，最大特色是赌本不拘，即使只有澳币10分也可以在吃角子老虎机试试手气喔。

   

1、海滨休闲

　　邦迪海滩（Bondi Beach）：

　　推荐理由：在南海滩和北海滩中最受当地人和游客们欢迎。这里无论在夏季或冬季，都是悉

尼的精华所在，海滩的生活非常舒适，每当夏季，这里也是日光浴和冲浪的绝佳地点，游客也可

在这里观看一场嘉年华会。邦迪海滩边的街道，同市区一样也具有酒吧、餐厅、饭店和咖啡馆，

当地的各种价位的住宿设施日益增加，在这样的海景边住上一晚，舒适又浪漫。

曼利海滩（Manly Beach）：

　　推荐理由：澳大利亚人这样形容他们美丽的曼利海滩，长长的沙滩、海湾、诺福克松树、比

基尼、冰啤酒、冲浪、音乐、炸鱼和薯条、游艇、潜水、美女、救生员，在这里你能找到一个美

丽海滩的所有元素。曼利海滩由18个小港湾和大片的沙滩组成，目前是悉尼最受欢迎的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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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各种海上娱乐项目如冲浪、潜水、皮划艇、游艇等(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悉尼港（Sydney Harbour）：

　　推荐理由：有人称悉尼港是城中港。无疑，欣赏悉尼的最佳视点之一是游弋于悉尼港的碧水

中向两岸眺望。悉尼港的环形码头是渡船和游船的离岸中心地，人们可以选择各种档次和航程的

渡船、游船，来欣赏悉尼这一世界最大自然海港的美丽景色。当然这里也成为最繁华的游客集散

中心点。

达令港（Darling Harbour）：

　　推荐理由：不仅是悉尼最缤纷的旅游和购物中心，也是举行重大会议和庆典的场所。达令港

内棕榈婆娑、绿草如茵、游人如织，更有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街头艺人在此尽显缤纷。

史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

　　推荐理由：一个被誉为澳大利亚“蓝水天堂”的地方，来到史蒂芬斯港这个天然的海洋世界

，首先要接触的当然是海洋最亲密的伙伴，各种海洋鱼类！这里的澳大利亚鲨鱼及魔鬼鱼中心带

给你与海洋生物最亲近的接触、最刺激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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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露天电影院

　　Sydney’s Moonlight Cinema

　　推荐理由：这个有着浪漫名字的露天电影院就座落在风景优美，绿树成荫的Centennial公园内

。在这样一个被草地和新鲜空气包围的地方看露天电影，感觉就像是野餐一样。每到电影放映的

时候，常常会看到一家老小带着食物以及野餐篮等，铺上野餐垫席地而坐，边看电影边聊天，气

氛轻松而愉快。这里除了允许自带食物之外，还可以自带酒类，甚至是你的宠物。当然了周围也

有小吃摊供你在欣赏电影的时候大快朵颐一番。

图为悉尼众多露天电影院(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地址：Belvedere Amphitheatre，Centennial Park，Padd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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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1293396699

Bondi Open Air Cinema

　　推荐理由：Bondi海滩一直是许多人最爱的休闲好去处，而这里的露天电影院又给了你一个在

夏夜里光临的理由。这个Open Air Cinema深受悉尼人的喜爱，尤其是年轻的情侣，他们都喜欢来

到这里，在星空和海岸边享受属于自己的二人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放映之前都会有现场

的乐队以及DJ表演，所以不用担心等待的时间会很漫长。这里还有酒吧供应各种酒类以及美食，

让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地址：Bondi Pavilion，1 Queen Elizabeth Drive，Bondi Beach

电话：006191301235

Starlight Cinema at North Sydney Oval

　　推荐理由：如果你想在室外观赏最新上映的大片的话，那座落在悉尼北区的ME Bank Starlight

露天电影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露天电影院在一个体育场里，所以不用担心座位的问题，层

级而上的座位仿佛就在电影院里一样。这里还有VIP会员制，会提供一杯免费的饮料、小吃、舒

适豪华的休息室、以及软软的Bean Bag做你的专座。 2月19日还会举办特别的Bazilian

Festa（巴西狂欢电影节），不妨前去享受音乐、美食与电影的美妙结合。

地址：North Sydney Oval，Miller St，North Sydney

电话：0061299493137

　The Racecourse Drive-in

　　推荐理由：想要重温汽车电影院的老旧情怀，还是开始怀念五六十年代的好莱坞风情？如果

想要感受露天电影的魅力，又觉得私密性不够的话，那汽车电影院就是你绝佳的选择了。开上车

，带上家人朋友和一份好心情，这种drive-in式的观影方式可以说是既怀旧又新鲜的夏日体验。你

只需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车里，就能和家人朋友一起边吃爆米花边看电影了。你甚至可以穿着

睡衣带着枕头而来，充分享受这专属的个人影院。

地址：Royal Randwick Racecourse，High St and Anzac Pde，Randwick

　St George Open Air Cinema

　　推荐理由：座落在Mrs Macquaries Point的St George露天电影院被誉为是悉尼风景最美，位置最

好的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不仅可以坐在室外的草地上享受一部好片，更可以欣赏到悉尼的标志性

美景——悉尼港、歌剧院以及海港大桥等等。许多人来到这里并不纯粹为了看电影，因为光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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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面对这一片美景，也可以说是值回票价了。而正因为此，这个露天影院十分热门，票通常

早早地就一售而空了，所以想要占据好位置的话记得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哦！ 

地址：Mrs Macquaries Point，The Domain

电话：0061293311755

   

3、剧院

　　悉尼娱乐中心（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re）：

　　悉尼娱乐中心有12500个座位，是举行音乐会、舞台剧及运动比赛的好地方。2000年奥运会的

篮球比赛亦选择了这里作比赛场地。

售票处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00，星期六10:00-13：00

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

　　悉尼歌剧院由丹麦设计师约恩�乌松设计，建于1973年，2007年6月2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是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是悉尼的

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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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歌剧院内部及演出盛况(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售票处开放时间：售票处周一至周六09：00-20：30，周日演出开始前两个小时。

悉尼皇家剧院（Theatre Royal）：

　　悉尼众多剧院中的一个，上演来自全世界最新的作品。最初的皇家剧院建于1827年，而当前

的皇家剧院由Harry Seidler设计，并于1976年开业。它位于悉尼CBD的中心区域。

开放时间：09:00-20:30

城市演奏厅（City Recital Hall）：

　　推荐理由：悉尼市内重要文化娱乐活动场所，经常举办大型歌剧，舞剧。内部装潢主要为法

式风格，内部音响设施都是通过声学专家特殊设计的。

开放时间：09:00-17:00

斯特布尔斯剧院（The SBW Stables Theatre）：

　　推荐理由：该剧院成立于1970年，当时一群年轻的演员、作家和导演如Joh Bell, Anna Volska,

Richard Wherrett, Ken and Lilian Horler and Ron

Blair等把一个旧马厩改建而成。它的主要特色就是只上演澳大利亚当地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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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咖啡馆

　　巴伐利亚啤酒咖啡屋（Bavarian Bier Café）：

　　推荐理由：在悉尼非常有名的德国馆子，啤酒和咖啡都非常有名，菜式也不错。 

图为巴伐利亚啤酒咖啡屋(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地址：212 Bent Street, Moore Park, NSW 2021

　四八五咖啡（Four Ate Five）：

　　推荐理由：四八五是文艺气质的最佳代言，一切都透着自我和时髦。推荐这里的烤牛肉三明

治，香浓肉料、新鲜蔬菜，再加一杯原汁原味的橙汁，真的让人无法抗拒这种味蕾的诱惑。

地址：485 Crown Street, Surry Hills NSW 2010

吉士莲（Sydney Guylian Belgian chocolate café）：

　　推荐理由：这家产品很丰富，每个口味都很纯正。当然更不用说它们的明星产品seashell

chocolate了，被比利时皇家大加赞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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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hop 10, Opera Quays, 3 Macquarie Street  Sydney NSW 2000澳大利亚

Ciao Thyme Café：

　　推荐理由：这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意大利小咖啡馆，其实是悉尼摄影师圈子最长聚会的地方，

在这里喝咖啡经常能够碰到许多新锐设计师在这里活动。

地址：78 Stanley St, East Sydney, 2010

　　The Art Lounge Café：

　　推荐理由：已经经营了11年的这家小馆是悉尼为数不多的原创艺术家作品展示咖啡馆之一，

老板Barry Fung支持本地原创艺术家同时自己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在这里展示自己的艺

术作品只要200澳币就可以。

地址：275 Arden St, Coogee, 2034

   

5、悉尼夜生活

　　1、酒吧

　　Canterbury League Club：

　　推荐理由：Canterbury区的有名酒吧，这里是橄榄球队bulldogs的俱乐部，酒吧建筑和装修风

格都很特别。庭院中的热带雨林景观尤其漂亮，免费提供桌游和台球等。不过这里不是每个人都

可以进去的，需要有会员身份，或者会员介绍。

地址：26 Bridge Rd, Belmore

电话：0061297047777

　　Arthouse：

　　推荐理由：这个酒吧比较容易迷路，有三个酷酷的酒吧和餐馆Dome，在这里可以尽情欣赏现

场爵士表演，舞会或者素描。会看到很多船员在这里消遣时光。

地址：275 Pitt Street,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电话：0061292841200

Bar Europa：

　　推荐理由：酒吧开设在伊丽莎白大街88号地下室，灯光朦胧，音乐气氛比较舒缓，很多白领

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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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8 Elizabeth Street, Sydney, New South Wales

电话：0061292323377

轨道酒吧（Orbit Bar）：

　　推荐理由：旋转酒吧，鸡尾酒很有特色。气氛活跃，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地址：47floor,The Summit,Australia,Sq

电话：0061292479777

　红橡木酒吧（Redoak Beer）：

　　推荐理由：这里供应20多种手工啤酒，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在这里品尝自己喜爱的啤酒

，同时酒吧还供应自制小食，十分出色。

地址：201 Clarence Street, Sydney, New South Wales

电话：0061293623303

　　旅人提示：

　　ａ、 悉尼酒吧谢绝未成年人进入；

ｂ、悉尼的一些知名夜场的门卫可能会以客人衣着是否入时来作为放行与否的依据。

　2、赌场

明星城（Star city）：

　　推荐理由：来到悉尼，千万不能错过澳洲引人入胜的赌场，悉尼唯一一个赌场就位於达令港

的Star City，最大特色是赌本不拘。澳洲许多大城市都有赌场，如布里斯本、墨尔本、柏斯，悉尼

这个澳洲最大城市反而只有一个，因此更受到游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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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Star City(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地址：80 Pyrmont Street Pyrmont Sydney, NSW 2009

电话：00612977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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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悉尼交通

   

1、飞机

悉尼国际机场（金戈斯福德史密斯机场）

悉尼国际机场位于悉尼南部，距离市中心大约10公里，这里往来悉尼市中心非常方便，是澳大利

亚最繁忙的机场，所以如果在这里出现飞机晚点你千万不要太惊奇。悉尼政府规定晚上11点到第

二天早上5点之间为停飞时间，以免给市民带来噪音。T1和T2、T3航站楼之间距离4公里，必须花

5澳元乘坐公共汽车或者火车往返。 

国际航班：世界大部分国家有直达悉尼的航班，我国北京和上海有直达悉尼的航班。国内航班，

有悉尼通往达尔文、珀斯、墨尔本、凯恩斯、以及黄金海岸等。

主要航空公司有：Qantas、Jetstar、Virgin Blue。

电话：0061-2-96679111

网址：www.sydneyairport.com.au

如何到达：

1、机场巴士

有澳大利亚悉尼国际机场巴士和悉尼机场巴士等数家公司运营。从市内前往机场时，可以到指定

的饭店等场所接乘客，非常便利。一般乘客达到一定数量就会发车，乘车场所在到达大厅出口的

前面。到市内以后，会把乘客送到一家家饭店门口，因此需要花费2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从市内前往机场时，需要提前一天在饭店预约。

2、有轨电车

在悉尼市内行驶的城市铁路，也有一条连接机场的机场线路（Airport Link）。线路从国际线航班

—国内线航站—悉尼火车站，再前往博物馆、圣詹姆斯、环形码头，然后返回中央火车站。从国

际线航站到悉尼火车站需要9分钟，速度非常快。但是再到饭店就需要自己走路或者换乘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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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线路适合行李少而且对当地环境比较熟悉的乘客。

3、出租车（Taxi）

乘坐出租车到市中心大约需要花费25-30澳元。如果是三人乘坐的话，价格几乎与乘坐机场巴士相

当。所需时间是15-20分钟。

   

2、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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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可忍受的事情。有些游客希望从一地到另一地尽快地

转移，乘坐火车就显得有点不紧不慢了。但是想要欣赏沿途风光，乘坐出车还是非常适合的。乘

坐火车是了解澳大利亚大陆荒漠自然风光最好的方式。

悉尼中央火车站

悉尼中央车站是澳大利亚悉尼市和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火车站，位于悉尼市都会区的南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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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站亦是最接近悉尼

科技大学的车站。

澳大利亚的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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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舱的折扣最低可达到40%，有时候比公共汽车还便宜。部分目的地包括价

格：布里斯班（$75,14 hour）、堪培拉($35,4.5 hour)和墨尔本($75,11 hour)。

电话：13 22 32

营业时间：6:00-22:00

地址：Eddy Ave

网址：www.countrylink.info

 铁路优惠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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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铁路优惠劵有好几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仅限乘坐经济型和红袋鼠车厢的澳大利亚

铁路弹性优惠劵。此外还有仅可以乘坐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3大列车，即“印度洋太平洋”号列

车、“汗”号列车、“横跨大陆”号列车的大南铁路优惠劵。在悉尼购买这些优惠劵可以前往悉

尼的铁路总站。

   

3、长途客运

悉尼火车站（悉尼巴士总站）

悉尼火车站最早开通于1855年，在如今的铁路广场（市内巴士总站），当时叫做雷德凡火车站，

从这里向西可以前往帕拉马塔火车站。现在悉尼火车站完工于1906年，至今还保留着开拓时期的

样子，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所有的长途州际或地区汽车都会到达悉尼长途汽车站（Sydney Coach Terminal），部分目的地包括

布里斯班（$116,16小时）、拜伦湾（$105,13小时）、堪培拉($36，4小时)和墨尔本($74，13小时)

。

电话：9281 9366

营业时间：6:00-22:30

地址：Eddy Ave，Central Station。

   

4、城市铁路

城市铁路

悉尼的有轨电车被称为城市铁路。几乎使用的都是双层列车，包括市内环线的一部分在内是在地

下运行的。中央站是中心车站。旁边的悉尼火车站是长途列车以及郊外列车的停靠站。换乘城市

铁路郊外方便的是市政厅站。在乔治街的地下二、三层都设有站台，除长途列车以外的所有有轨

电车都在这里停靠。地铁的市内环线只有5站，形状也不是圆形的，而是马蹄形。

乘车距离以5公里为单位，最低票价成人2.4澳元、儿童1.2澳元。平时9点以后以及周末有往返优惠

劵。车票在自动售票机内购买。

单轨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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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轨铁路是一种单方向行驶的循环线路，行驶一周大约需要15分钟。共有9个车站。在车站自动售

票机内买票，然后把车票放入自动检票机内检票之后就可以进站了。

每天6:00-24:00之间间隔10-15分钟一趟车，深夜0:00-6:00之间间隔30分钟有一趟车。

电话：0061-2-8484 5288

        网址：www.metromonorail.com.au

轻轨铁路

　　小型有轨电车轻轨铁路的一部分是在地面上行驶的地上有轨电车。从中央站出发，经过中国

城、达令港、悉尼鱼市场、格莱伯，然后到达悉尼艺术大学所在地的城市西部的利利菲尔德。车

票可在各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内购买，也可以在车内购票。24小时运行。

电话：0061-2-8584-5288

每天6点到24点之间间隔10-15分钟有一趟车。

   

5、公交

　　要想在悉尼畅行无阻，巧妙地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在州内交通运输（State Trans

it）管辖下的市内巴士、城市铁路（有轨电车）、渡轮的线路纵横市内，网络密布。如果要彻底了

解州内交通运输的线路图，最好是拥有一本《悉尼公共交通指南》。在主要车站的信息处都可以

买到。

划算的优惠劵

　　旅行优惠劵（Travel Pass)

在悉尼把城市圈划分为巴士和渡轮运行的7个区，还有城市铁路运行的11个区。购买这种优惠劵之

后再一定期间内可以任意乘坐巴士以及城市铁路和渡轮，期间一般分为1周、3个月、1年三种。有

各种区间组合，共有9个种类。

咨询电话：1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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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公共交通优惠劵

　10次旅行优惠劵（Travel Ten)

这种优惠劵在乘车时插入位于上车口的绿色打印机内，可以使用10次，没有时间限制。每次插入

都会打上日期和标记。这种优惠劵共有5种颜色，只在市内移动时，使用覆盖1-2区的蓝色10次优

惠劵就可以。如果使用蓝色优惠劵想要到3-9区时，只要将优惠劵连续插入2次即可。蓝色优惠劵

的价格是13.6澳元。

　　悉尼优惠劵（Sydney Pass)

对于那些想利用3-7天的时间在悉尼市内以及近郊游览的游客来说，选择使用这种优惠劵最为便利

。连接机场河市内的城市铁路机场线，往来于市内主要观光地的悉尼探险者、往来于市内—海湾

区观光地的邦代探险者、悉尼渡轮都可使用这种优惠劵。3日劵成人110澳元，5日劵成人145澳元

，7日劵成人165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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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巴士

州内交通运输的巴士车身以蓝色和淡蓝色为基调，然后分别涂上各种颜色。在线路图上面只要找

到想要乘坐巴士的号码就可以。在温耶德、约克街、铁路广场、环形码头的主要巴士总站都设有

悉尼巴士售票处和信息处。

悉尼的巴士属于无人售票，前门上车，预先买票，从前门或者中门下车。快到目的地时需要按一

下按钮，通知司机下一站有人要下车。在车内没有报站的声音，如果不知道下站的站点时，可以

向司机和周围的乘客询问。

乘车时告知司机自己要去的地方，然后买票。车费按距离远近的区间收费。1-2区：1.7澳元，3-5

区：2.9澳元，6-9区3.9澳元，10-15区：4.6澳元，16区以上：5.6澳元。

网址：www.sydneybuses.info

悉尼探险者

在市内26个主要观光场所之间往来的巴士叫悉尼探险者。这种巴士除了在红红的车身上写有白色

的sydney explorer字样以外，与普通的巴士没有太大的区别。线路中所有主要景点都包括在内，并

且对于27个巴士站可以自由上下车。游客可以在自己想要去的景点下车，自由参观之后，再向下

一个景点出发。在车上还设有解说员，为游客讲解各个景点的参观内容。

每天8:40-17:20之间，每间隔20分钟左右有一班车。

邦代探险者

　　在港湾地区观光，这种巴士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巴士从市区出发，经过金斯克罗斯、达布尔

湾、罗斯湾、沃森湾，沿着杰克逊港沿岸的港湾地区北上，穿过邦代海滩，再经过很受欢迎的帕

丁顿地区，最后返回市内。这趟巴士车身为蓝色，共有19站，并且在同一天内可以自由乘坐。

邦代探险者每天8:45-16:15之前运营，每30分钟有一班车。

探险者巴士电话：13-15-00，1日劵：成人39澳元，2日劵：68澳元。

   

6、出租车

　　悉尼出租车的起步价是2.9澳元，此后每增加1公里加收1.68澳元（22:00-第二天6:00之间加收20

%）。此外每分钟的等待时间需加收77.17澳分。悉尼的出租车公司有很多，高峰期时段很不好打

到车，可提前打电话叫车和预约。电话：13-10-08，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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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渡轮

　　环形码头的栈桥作为州内交通运输渡轮的停靠场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里的渡轮来往于市

中心和湾内各地区以及悉尼北部的中心地区曼利。船票可以再各码头的售票处购买，也可以通过

自动售票机购买。把船票放入自动检票机内检票之后，就可以乘船了。

曼利以外的停船码头都是没有售票处以及检票机的无人栈桥。此时就需要乘船到达环形码头之后

再买船票，然后把票通过自动检票机出站。

内港1区间：成人5.2澳元，内港2区间：成人5.5澳元。

网址：www.sydneyferrie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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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悉尼行程线路推荐

   

1、悉尼港湾徒步一日游

　　行程设计：岩石区→环行码头→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悉尼港湾邮轮→达令港→悉尼水

族馆→港湾购物中心→悉尼鱼市场

上午：大多数人对悉尼的印象都是从港边开始的，最具历史感的岩石区也是认识悉尼的起点，如

果碰上假日岩石区集市更是来到悉尼一定得游玩的地方。从这里可以迎着海风和悉尼阳光，一路

沿着环行码头步行到悉尼歌剧院（可参观歌剧院之旅，需事先预约）及一旁的皇家植物园。中午

可以选择在皇家植物园里的餐厅用餐，或回到港边悠闲地享用午餐。

下午：从环行码头出发，可以搭乘渡轮出海，从上海以不同角度欣赏悉尼港，这时船只会穿过悉

尼港大桥，最后在达令港上岸，沿着达令港周边，悉尼水族馆、港湾购物中心都是可以耗上大半

天的地方，最后可以走到悉尼渔市的海鲜餐厅大飨一顿海鲜晚餐。如果当晚有预先购买悉尼歌剧

院的音乐会门票，记得预留时间回到歌剧院欣赏音乐会。

旅人提示：

悉尼也有一些付费的主题性徒步行程可供选择，例如悉尼原住民发现之旅和悉尼建筑徒步之旅。

悉尼原住民发现之旅

徒步时间：2-4小时

费用：65-180澳元

电话：02-92318134

网址：www.sydneyaustour.au/Abordiscover.html

悉尼建筑徒步之旅

徒步时间：2小时

费用：25澳元

电话：02-823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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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主要景点分布图(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2、悉尼刺激一日游

　　行程设计：海港大桥→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塔朗加动物园→曼利海滩→唐人街

　　早上起床后，从攀登海港大桥的刺激体验开始，站在海港大桥之上饱览悉尼城市美景。之后

前往展出了众多艺术品的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在这里沉浸在众多艺术品之中，定会令人流连忘返

。之后可乘轮渡前往塔朗加动物园，它位于天然丛林区内，生态设计别具一格，倚地势而建，使

动物与自然合为一体，犹如在自然环境中观赏动物。游览完动物园前往曼利海滩，在这片美丽的

海滩之上，漫步细沙之上或是体验冲浪的刺激都是不错的选择。伴着夕阳美景乘着渡轮前往唐人

街，寻找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国风，体验不一样的中式美食。

   

3、悉尼市中心购物一日游

　　A线：维多利亚购物中心→皮特街购物中心→悉尼塔→牛津街→派丁顿市集

B线：维多利亚购物中心→皮特街购物中心→悉尼塔→新南威尔士艺术馆→皇后街

这一天的行程是品味风格的购物行，起点是维多利亚购物中心，这是悉尼最著名的购物中心，也

是有百年历史的代表建筑物之一，就算什么都不买，光是欣赏建筑和橱窗都值得。在市中心Pitt街

一带，集中许多的拱廊和购物中心，例如Strand Arcade、Grace Bros、Sky garden等，都是可以自由

穿梭随意逛。著名的悉尼塔就在这一区，不妨登上塔顶从高处俯瞰整座悉尼城。悉尼塔上附设餐

厅和咖啡厅，正餐、轻食皆宜。

接下来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穿过海德公园，向东南顺着牛津街走，沿途聚集了各种特色商店和

餐厅，如果遇上周末，再往前走到尽头就是派丁顿市集。

另外，过了海德公园向东北走，又是不同气氛，新南威尔士艺术馆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每个

星期三艺术馆开放至夜间，也可以和悉尼人一起过文艺夜生活。从艺术馆再往前走，皇后街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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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街道，以生活用品店和设计师品牌店为主。

   

4、难忘悉尼两日游

　　

行程设计：岩石区→海港大桥→环形码头→当代艺术博物馆→麦考里大街→邦迪海滩→贝壳海滩

　　D1：在悉尼的发源地——历史悠久的岩石区（The Rocks）逛逛鹅卵石铺成的街道，逛逛这里

的市场，也可以小小的淘下宝。之后攀登海港大桥饱览悉尼港美景后，在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附近游览参观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之后前往麦考里大街（Macquarie Street）沿街的博物馆和历史古迹都是不错的美景。然后

继续前行，前往屈臣氏湾，找一个海边酒馆，在那里观看夕阳落入悉尼城市的天际线下。在夕阳

余晖消散前游览美丽的达令海港（Darling Harbour）后前往英皇十字区享受夜生活。最后，在著

名的悉尼歌剧院观看一场演出，结束在悉尼的第一天。

　　D2：前往邦迪海滩（Bondi Beach），在那里游泳、体验冲浪，或就在草地山丘上欣赏这里的

美景。接着前往后街精品店，在时髦的咖啡馆里，与背包客和追逐时尚的人一起享用早午餐。午

后可以在邦迪海滩集市上购买本地设计师设计的老式服装和物件。沿着久经海洋侵蚀的悬崖蜿蜒

前行，从塔玛拉玛（Tamarama）走到库吉（Coogee），在中途找一家繁忙的海滨咖啡馆喝杯咖啡

。或者乘坐渡轮横渡海港前往坐落在冲浪海滩和宁静海港之间的曼利。在从曼利到斯皮特桥（Spit

Bridge）之间风景优美的步行路线上选一段走走，或是走完全程，感受美丽的悉尼海景。

   

5、悉尼周边一日游

　　如果时间充裕，除了市区，还可以花上几天的时间，往周边区域走，享受更多彩的悉尼。

A线：悉尼→蓝山国家公园

悉尼周边最重要的蓝山国家公园，是到悉尼最不能错过的。天气晴朗时，在悉尼市区就可望见蓝

山的轮廓。它以广阔的自然景观著称，因此有许多偏爱大自然的澳大利亚人来此徒步，这类的徒

步大致属于大众路线，只要穿上适当的衣服与简单的装备，就可上路。路程从1小时到整天都有，

难易程度完全凭自己选择。此外，整个山区散落着许多小镇，如果你是开车族，不妨前往拜访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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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相信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交通：可与悉尼中央车站搭乘CityRail前往，于Glenbrook、Leura、Katoomba等镇下车。

B线：悉尼→猎人谷

距离悉尼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猎人谷，是距离悉尼最近的酒香，也是全球知名葡萄酒的产地。猎人

谷整年都适合旅游，不过每年2-3月是前往猎人谷旅游的最佳时机，因为是葡萄收成时期，除了有

机会看到果实累累的葡萄挂在葡萄园间，同时还有机会目睹葡萄收成的盛况。

交通：在悉尼搭火车到Newcastle或Maitland，然后搭乘换乘巴士（Rover Motors）到Cressnock。Cre

ssnock为进入猎人谷前的最后小镇，若非开车前往，可在此租车或骑单车进入酒乡，或在此参加

一日旅游团。

C线：悉尼→斯蒂芬斯港

斯蒂芬斯港是一个天然海港，也是悉尼市民与外国游客最喜欢的一个度假胜地，其丰富的自然生

态与优美环境，是游完悉尼之后的另一最佳去处。斯蒂芬斯港被喻为澳大利亚海豚的故乡，许多

海豚聚集于此，使得赏豚之旅成为斯蒂芬斯港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除海豚外，也可看到鲸鱼，

赏鲸季节从5月中开始一直到11月，船公司会推出3.5小时的赏鲸之旅。

交通：可以在悉尼中央车站搭乘斯蒂芬斯巴士(Port Stephens

Buses)；或者从悉尼做火车到Newcastle，再转乘到尼尔森湾的巴士。

D线：悉尼→伍伦贡（南天寺）

纯朴的伍伦贡被称为是新南威尔士的花园，距离悉尼南方1小时的车程，这里总是洋溢着一股悠闲

的气息。坐在伍伦贡港湾旁的灯塔边，一边晒着暖暖的太阳，一边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舒适安

逸。

到这里最大的看点可以说是南天寺，它是南半球最大的寺庙，由星云大师所创办。建筑颇为壮观

，让人觉得宗教无境界。这里提供有静坐、素食烹饪教室、太极和佛学课程，另外还有一栋设有1

00间现代客房大楼作为前来拜佛或参观游客的住宿点。大多数的游客可在其餐厅享用到美味的素

食料理。

交通：乘火车自中央车站搭火车往伍伦贡；或者自悉尼CBD乘巴士约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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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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