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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澳首府：珀斯

前往澳洲旅游的游人，第一印象总是悉尼的歌剧院、黄金海岸的沙滩，似乎没去过这些地方就不

算到过澳洲；或者似乎到过了这些地方，就算认识了澳洲。其实，澳洲那么宽大的土地，那么丰

富的资源，并不只有悉尼歌剧院和黄金海岸。在这片大陆西部，还有大量精彩的地方等游人去感

受。所以计划到澳洲感受南半球春天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西澳的浪漫与休闲。

珀斯(图片由网友 @如果巴黎不快乐 提供)

西澳的英文是WestAustralia缩写是WA，很多东澳大利亚人和外来旅游者看来这个其实是Wait a

While，也就是等一会的意思，从这个字面的意义可以想像，这是一个何等休闲的地方。

珀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它大，是因为珀斯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东临达令山，西濒印度洋

，背山面海，景色宜人，绚丽如画，是澳大利亚西海岸最大的城市。说它小，只是因为它仅仅是

澳大利亚第五大城市，人口约143万，分布在市区面积5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实际的城区人口

少之又少，但或大或小，它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美丽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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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有“黑天鹅城”之称(图片由网友 @如果巴黎不快乐 提供)

珀斯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从悉尼飞到珀斯还需要五个多小时，中间还需要飞越中部沙漠

。珀斯也是澳洲日照时间最长，阳光最灿烂的城市，每年平均大概有118个晴天。除此之外珀斯还

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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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地图

在蔚蓝无边的海岸沿线，有纯净的罗德内斯特岛和众多海滩；在一望无际的旷野沙漠中，有令人

叹为观止的波浪岩和尖峰石阵；神秘的黑天鹅成日在天鹅河上徜徉；西澳大利亚州最古老的一个

葡萄酒产地就位于天鹅谷中；这里找得到世上最多的野花品种⋯⋯优雅的珀斯正散发着醇美的酒

香，静待在海天相连之处。

最佳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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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珀斯和北京没有时差。珀斯属地中海式气候，冬天潮湿，夏天漫长而炎热

。夏天炎热的原因是由于东部沙漠风吹来的热浪造成的，不过热不了几个小时，便会从西南方吹

来凉爽的海风，由于上午刮热风，下午又吹凉风，使珀斯成为澳大利亚刮风最多的一个城市。全

年最佳旅游的时间为9、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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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初识澳大利亚

1）澳大利亚人的用餐习惯

澳大利亚人的早、午餐较为简单，晚餐则比较丰富。早餐以便利为主，面包、三明治配上一杯提

神的咖啡或者牛奶泡麦片足够开启一天的工作。在澳大利亚很少见到早餐店，如果您所在的酒店

不提供早餐，建议游客提前到超市或者面包店购买，不然就只能去肯德基或者麦当劳这种快餐店

享受早餐了。澳大利亚人的午餐和早餐一样简单，但在市中心你仍然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异国料

理。而晚餐则会较为丰盛，虽然大多数商店6点前就打烊了，但餐厅还会营业至晚上八九点，饭后

还可以到周围的小酒吧小酌一杯。

2）在澳饮水

旅途匆忙疲劳，尤其澳大利亚天气干燥，需要多喝水。在澳大利亚包装饮用水价格不菲，好在澳

大利亚大部分自来水可以直接引用，您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水瓶随时准备接水。

旅人提示：昆士兰州尤其是布里斯班附近的水质较差，建议游客尽量少直接饮用。

3）电压、插座

澳大利亚采用的电源是220—240伏的交流电。插座为3相斜孔，中国插头需要转接头，建议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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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式转化插座

4）澳大利亚人的生活特色

在澳大利亚工作，工资一般是每周发一次（公务员或者大机构是每两周发一次），发工资的日子

通常选在每周的星期四。因此，澳大利亚的餐馆、酒吧、百货公司每周四、五、六三天生意是特

别的好。澳大利亚的商店一般晚上六点就会关门了，但现在很多大的百货公司和购物中心为了迎

合消费者的心理，每逢周四和周五都会延长营业时间到9点，当地人称为（Night Shopping).。澳大

利亚人又大多没有攒钱的习惯，所以很多澳大利亚人都过着周末富贵，周初贫穷的日子。

   

2、办理签证

除非您是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新西兰公民，否则必须持签证才能进入澳大利亚境内。中国人前往澳

大利亚旅游时，一般申请的都是旅游签证，也称676类别签证。旅游签证又分为单次或者多次旅游

签证，签证持有人在澳停留期限为3个月、6个月、12个月。签证官则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来决

                                               10 / 80



�������

珀斯：黑天鹅城
定是否同意给予相应的签证（去澳大利亚领事馆办理相关手续时，必须携带身份证或者护照）。

澳大利亚签证申请网址： 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1.html

（1）准备材料

澳洲676类别签证（旅游签证），又分为“首次申请”和“非首次申请”之分，两种签证需准备的

材料清单不同，首次申请会比非首次申请多准备一些东西，比如家庭户口本等。

首次申请赴澳旅游签证者需准备的材料详见：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files/bjng/676%20Checklist%20_CHS_%20for%20first%20visit%20-%20F

eb%202011.pdf

非首次申请赴澳旅游签证者需准备的材料详见：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files/bjng/676%20Checklist%20_CHS_%20for%20repeat%20visit%20-%2

0Feb%202011.pdf

676类签证费用为720元，付费方式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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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如何提交

A、邮寄签证申请：

将申请表、护照和申请材料邮寄到相关签证处，递交申请时，请确认已支付了正确的签证申请费

。递交在北京签证处的申请，还需支付用于返还护照和签证结果的20元EMS 快递费。

递交在上海和广州签证处的申请,

护照将以EMS到付方式寄回，由收件人在收件时支付快递费。     

B、亲自递交签证申请。

亲自递交的签证申请并不意味着会比通过邮寄方式递交的申请处理得快。三地大使馆地址见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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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签证样本

C、紧急情况

如果您有紧急情况急需赴澳，请在签证申请递交前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电话告知相关大使馆。

（３）提交申请地点

北京大使馆签证处

居住地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申请人需在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办理签证。

Email： immigration.beijing@dfat.gov.au

电话：(010) 5140 4424

传真：(010) 5140 4164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1号

邮编：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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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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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办员开放

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

居住地为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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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申请人需在澳大利亚驻上海领

事馆签证处办理签证。

Email： immigration.shanghai@dfat.gov.au

电话： (021)6279 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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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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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果您希望通过电话方式联系澳大利亚驻沪签证处，请务必使用双音频电话。目前广泛使用

的电话都为双音频电话，而不是脉冲电话。如果您用脉冲电话与我们联系，您将可能因为无法使

用答录系统中的菜单选项而被自动挂断。

广州总领事馆签证处

居住地为广东、福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的申请人需在澳大利亚驻广州的大使馆办

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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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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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咨询服务: 14:00—16:30 （星期一、二、四、五. 逢周三没有电话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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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在澳有亲属并愿意为您提供担保，申请者也可以申请澳大利亚探亲签证（679类别），此

类签证与676签证准备材料基本相似。

   

3、货币兑换

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币，目前的兑换汇率是1澳元=6.9192人民币。出行前可在中国银行兑换一

定金额的澳币随身携带。澳大利亚使用的是十进制货币运算法。货币由高质量的人造聚合体制成

，面额有5元, 10元, 20元, 50元和100元。 硬币面额有5分，10分，20分，50分，1元和2元。澳大利亚

元没有1分、2分面额的硬币，所有运算都基于二舍三入的方式。3分、4分都会自动被计算成5分；

而1分、2分则自动归零。比如说，12分会被计算成10分，而14分会被计算成15分，依次类推。

澳洲是一个使用卡消费非常普遍的国家，带有visa或master标志的信用卡在澳洲大部分地区都可以

使用。除此之外，民生银行推出的澳币借记卡在澳洲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卡内有澳元和人民币两

个账户，在澳洲消费时，若卡中只有人民币，银行会自动按当天汇率兑换成所消费的澳元，持该

卡也可在澳洲ATM机上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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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小费：

本身澳大利亚人没有支付和收取小费的习惯，所以游人在澳大利亚也不用给小费，但如果你觉得

所收到的服务物超所值，当然可以为这超值的享受付小费。

当地银行办公时间：

西澳大利亚洲的银行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四，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周五，早上9点半到下午5

点。大型购物商场里的部分银行和郊区的部分银行在周四晚间和周六早晨也会营业。自动提款机

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酒吧、超级市场、赌场、邮局和其他服务处都可以找到，很是方便，

它们一周７天，一天２４个小时为大家服务。

   

4、必备物品

护照、现金、信用卡、打印的机票行程单、转换插头或插线板（如果住YHA等非常必要）、相机

、手机、各种充电器、防晒霜、太阳镜、伞、驾照及公证件、个人护理用品、常用药（备好药品

英文说明）、应季衣服等。

   

5、通讯

在澳大利亚用当地的电话拨打国际长途回中国，拨打方法是：0011（澳大利亚国际拨叫前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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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国家代码）—地区代码（如果往北京打电话，地区代码就是10）—电话号码

在澳大利亚主要有四大手机无线通讯商，Telstra，Optus，Vodafone，3

和Virgin。就通讯讯号而言：Telstra > OPTUS（Virgin） > VODAFONE >

3，但是价格上正好是反过来的，看来一分 钱一分货这个道理到哪都适用。

最省钱的打长途方法，就是去商场买能拨打中国的长途电话卡，20澳元的电话卡一般可以拨打200

0分钟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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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珀斯不可不做的Ｎ件事

   

1、珀斯的象征，黑天鹅的殿堂

众所周知，黑天鹅是珀斯最生动的象征，它的孤独和高贵都和珀斯的气质如此吻合，怪不得这里

被称为黑天鹅的殿堂了。珀斯除去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便随处可见乡野风情，这些珍稀的黑天鹅

在珀斯的街道间慵懒地聚集着，散着步。他们自顾自自顾自地梳理羽毛，完全不理会身边的游人

。 

(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珀斯城里观赏黑天鹅的最佳观赏点在市中心的天鹅河上的巴莱克码头，这里有很多咖啡馆、酒吧

、餐厅，也有游船载人欣赏天鹅河及两岸的美丽风光。从巴莱克码头出发，可以坐上一艘舒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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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驶往弗里曼特尔海港，徜徉在蓝色的天鹅河上，一边品尝着澳洲当地的葡萄酒，一边欣赏两

岸的美景。

   

2、珀斯遍地野花,叫人眼花缭乱

每年春季珀斯遍地野花构成一幅叫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因此这座城市处处都散发着阵阵的浪漫气

息。珀斯是个充满阳光、热情的地方。春天的国王公园（King‘sPark）正是看野花的好去处。国

王公园每年举行一年一度的春季野花盛会，公园内满园春色，处处可见姹紫嫣红的野生雏菊。西

澳的野花不见跋扈的大红大紫，淡淡的、粉粉的色彩，却怡然挥洒成漫山遍野的妩媚。西澳野花

的种类可说是缤纷夺目、色泽艳丽，连花名都雅致动人。例如一种名为“永恒”的小菊花，一片

粉紫、鹅黄或雪白，由于花朵枯萎时花瓣仍然紧连着花心，因此被命名为“永恒”。公园内不少

人双双对对，相依相偎一同赏花，成为一道道浪漫的风景。

珀斯野花(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旅人提示：每年9月到10月间，国王公园所举行的野花节是西澳的一大盛事，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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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花展。

   

3、自驾在珀斯，野性与激情完美的体验

(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这里是一处缤纷多彩的神奇土地：国家公园里遍布峡谷飞瀑的景观和珍惜的野生动植物；蓝天白

云下，奇特的红砂岩地貌与天然的港湾海滩觥筹交错；还有世界级的冲浪胜地与顶级的葡萄酒庄

园，这一切都可看出珀斯与弗里曼特尔依然保留着悠闲的生活气息。 

自驾线路推荐：

第一种线路从珀斯驶向南邦国家公园，经过卡尔巴里国家公园和沙克湾。去南邦国家公园看看荒

凉又奇特的尖峰石阵，再去兰斯林尝尝沙漠过山车的刺激，最后到沙克湾一睹大自然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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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刺激和浪漫的完美结合，从珀斯出发，经过罗丁汉姆湾，到达玛格丽特河：漫步于醉人

的葡萄园，体验劲爽的玛格丽特河冲浪，再来段与海豚共舞；然后沿着玛格丽特河，经过巴塞顿

湿地、曼吉马普、海登。这段路程可以看到一系列令人谈为观止的景观：世界少有珍奇鸟类湿地

、52米高的嘉利树观景台、波浪岩等；最后从海登返回珀斯。

但是无论哪种路线，只要一脚油门踩下，全程柏油路面的海岸公路，带来的岂止是海风的舒爽，

无数叫不出名字的美丽海湾就是一幅幅3D风景画。

旅人提示：

1）驾照要求：中国驾驶员凭第二代驾驶证(中英文版)即可在澳洲各地办理租车，如持第一代驾照

则要在户口所在地的公证处出具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公证书(有效期一般在3个月到1年)。

2）交通规则：在澳大利亚开车，切记一定要靠左行驶(与中国大陆正好相反)；在西澳的路上经常

有各种动物跨越，例如袋鼠，开车一定要小心。

   

4、漫步在遮天蔽日的参天按树下，在国王公园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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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如果巴黎不快乐 提供)

游人可穿过国王公园里的丛林自然小径，漫步在遮天蔽日的参天按树下，经过明镜般的湖泊、景

观花园和野餐区，最后登上15米高的DNA塔的顶部时，一定会被珀斯城的全景和天鹅河与达令山

脉的壮丽景色所惊呆。也可以与当地原住民向导同行，了解丛林生存的技能，品尝当地bush

tucker（野菜和野果），倾听向导给你讲彩虹蛇的故事，仿佛一下子与自然融合在了一起。

   

5、玛格丽特河：品尝世界级的葡萄酒，让你的度假活力四射

这座位于珀斯西南方向的小镇，拥有着美丽的风光：高空冲浪，起伏的丛林。但这座小镇最引以

为傲的东西是葡萄酒，这里是世界顶级的葡萄酒酿酒区，澳大利亚一些最好的酿酒厂在这里，使

得玛格丽特河成为了澳大利亚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当地还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葡萄酒

鉴赏课程，游人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制作属于自己的美酒。

玛格丽特河的巧克力和甜点工厂也是大名鼎鼎，美味的巧克力配上顺滑的甜酒，滴滴香浓，甜到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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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河品尝葡萄酒(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旅人提示：这里一年节庆活动不断，２月会举行澳大利亚有名的Leeuwin Estate露天演唱会，3月和

11月都会有冲浪比赛，而每年最盛大的美食葡萄酒盛会则是在11月举行。

   

6、罗德内斯特岛上放松身心，感受不一样的宁静

这座距离弗里曼特尔19公里的小岛，由僻静的热带海滩和海湾所环绕，在这个宁静无车的岛上，

游人可以在碧水中浮潜或潜水，探访珊瑚礁和十三处古老的沉船点； 在斯特里克兰湾、鲑鱼湾和

斯塔克湾冲浪；或带上鱼竿，尽情享受岛上的钓鱼乐趣；或者在导游带领下，了解该岛作为原住

民监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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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但以上这些只是这里受欢迎活动的一部分，沿着11公里长，4.5公里宽的海岛骑自行车才是这里真

正的亮点，骑着自行车在海岛上转上一圈，选择一个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海滩位置，懒懒散散的度

过一天，那种感觉是何等的惬意。

   

7、宁格罗：与鲸鲨一起游泳并观赏美丽珊瑚群

因为珊瑚宁格罗变的非常特别，这片水域中有记录的硬珊瑚已超过220种，从生长缓慢的珊瑚礁岩

，到精巧的分支品种。这里的硬珊瑚不像其他地方的软珊瑚色彩丰富，但构造很奇特。

也因为这种珊瑚吸引了公园最大的景观：独行独往的斑点鲸鲨。宁格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种温

顺巨型动物每年准时来到的地方。游人可以与这些温顺的动物一起同游，它们一般会在四月到六

月在此出没。除了鲸鲨这里还有其他无数令人惊讶的海洋生物，包括鲨鱼、蝠魟、座头鲸、海龟

以及超过500种的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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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鲨(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全年精彩海洋活动：

11月至2月海龟：已知有四种海龟在沙滩上筑巢产卵。

3月和4月珊瑚产卵：月圆之后10至12天，这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5月至7月鲸鲨：这些大家伙是因为珊瑚产卵而来。

7月至11月：座头鲸：它们会经过这里向南方迁徙，一路上嘻戏着拍打海面。

   

8、在珀斯学习冲浪，做白色海浪上一只飞翔的海燕

很多人看来踩着冲浪板在大海上乘风破浪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放开胆子

去尝试，你也许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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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在珀斯感受海上冲浪带来的乐趣是一件一定要尝试的事情，这里有澳大利亚最干净的海水，温暖

的气候、迷人的海滨，温柔的微风，这一切为珀斯创造了完美的冲浪条件。那你还等什么，选择

好冲浪最佳时间，拿起冲浪板一起下海吧。

旅人提示：距离珀斯30分钟的斯卡波罗夫海滩(Scarborough beach) 是世界十大冲浪圣地之一，斯卡

波罗夫海滩属于西澳大利亚的珀斯地区，这里每年都举办国际级的冲浪大赛.。

   

9、弗里曼特尔品尝不一样卡布奇诺

这个位于天鹅河口的城市，俨然已经成为最受珀斯市民欢迎的旅游城市，越来越多的国外和当地

游客来这里旅游。

来到这座城市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在生机勃勃的卡布奇诺地带享用一杯咖啡，这种咖啡是当地所特

有的，和你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喝到的卡布奇诺味道都不一样，虽然一开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太

习惯，但经过慢慢品尝后最终会适应并喜欢上的，这就跟这座城市一样要慢慢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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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咖啡以后就需要用心来品味这个城市了，行走在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街道上，旁边卖艺

的乐手和魔术师使这里热闹非凡。  徜徉于艺术品夹道的曲折小巷，逛逛熙熙攘攘的周末集市，

或前往高街寻觅名师设计的时装和原住民工艺品。 

当做完这一切你会发现原来弗里曼特尔是如此的吸引人，虽然这里有着很多19世纪殖民时期的建

筑，但这座城市并不不保守，反而给人感觉这里如此的创新、放松、怪不得无数的画家、音乐家

、作家把这里当做了自己舒适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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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巴斯敦长桥许下那天长地久的承诺

珀斯的巴斯敦长桥是南半球最长的木建筑，长1300多米，情人们很喜欢这个建筑，他们认为这是

一座浪漫的大桥。情人们顺着大桥漫步，看斜阳西下，然后走到大海的中央。站在长桥的尽头，

海的中央时，任何人都可以说些海誓山盟的话⋯⋯在黎优赢海角，印度洋和南大洋于此激情交汇

，相互依靠，却又相互挤推，和谐地“竞争”着。 

(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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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珀斯景点

珀斯位置

   

1、珀斯文化中心（Perth Cultural Centre）

珀斯文化中心是一座带花园的楼房。这个文化中心里的澳大利亚西部艺术画廊陈列着一系列现代

土著、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作品。文化中心坐落在珀斯火车站北面，在北桥的商业街和罗伊街之间

。包括了州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珀斯当代艺术研究院。

 1）西澳大利亚州博物馆(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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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如果巴黎不快乐 提供)

西澳大利亚州博物馆与珀斯文化中心位于同一幢大楼里，博物馆与文化中心之间则是旧珀斯监狱

，里面展示了当时斯旺河殖民地人民的生活，这里是殖民者修建的第一批房屋。西澳大利亚州博

物馆里展出的主要内容是“在广阔土地上的生活模式”，向人们讲述了西澳大利亚州土著居民的

历史、生活方式和文化，还有该州考古学家们一系列惊人发现、这座博物馆对于想了解这一地区

历史文化的游客来说，是不容错过的。

电话：9212 3700

门票：捐款进入

营业时间：9:30-17:00

地址：Perth Cultural Centre ,Northbridge

网址：www.museum.wa.gov.au

2）西澳大利亚州美术馆（Art Galler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州美术馆收集了精彩的土著艺术作品，提供了永久性的欧洲、澳大利亚和亚太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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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里也经常会有一些临时的展览，还有一个非常棒的礼品店。

电话：9492 6600

门票：免费

营业时间：10:00-17:00

地址：Perth Cultural Centre ,Northbridge

网址：www.artgallery.wa.gov.au

3）珀斯当代艺术研究院(Pert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研究院有时髦的当代艺术—行为艺术、雕刻、视频作品。研究院的画廊一直致力于推动新艺术和

实验艺术的发展，并且每年举办一次毕业作品展。

电话：9227 6114

门票：免费

营业时间：周二—周日11:00-18:00

地址：Perth Cultural Centre ,Northbridge

网址：www.pic.org.au

   

2、圣乔治圣工会教堂（St George’s Cathedral）

建于1888年的圣乔治教堂是珀斯唯一的圣工会教址。1841—1845年，珀斯在以前的教堂遗址上修

建了第一个复兴风格的圣工会教堂。到了1875年，当地的人们都觉得他们需要一个更气派的教堂

，所以拆了旧教堂，重新修建了圣乔治教堂，并保留了旧教堂里的一些人工制品，包括一些桉树

制作的教堂靠背长椅和雕刻着雄鹰的诵经台。这座哥特式的复兴建筑最大的特色是其东南面窗户

下的雪花石膏屏风和一个专门为十字军铸造的现代派大奖章，另外这里还保留着一些19世纪俄国

人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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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电话：9325 5766

地址：Cnr Pier St & George Terrace

   

3、索伦多码头（Sorrento Quay)

索伦多码头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这里由于地处南印度洋海湾，景致独特，风光迷人，充满着

热带海洋风情，与东澳的悉尼和黄金海岸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里可以冲浪，划艇和享受海滨阳

光浴，岸边的咖啡馆和海鲜餐厅也是风格各异，美味飘香。

地址：Hillarys Boat 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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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澳大利亚州水族馆(Aquarium of Western Australia)

去过珀斯的人很少有人不对西澳大利亚州水族馆印象深刻的。在这里游人可以漫步于98米长的水

下渠道，硕大的海龟、黄貂鱼和鲨鱼悄悄地游到你头部的上方。一系列的袖珍海洋世界炫耀着西

澳大利亚州水下的珍藏：迷人的海龙，海马，海月水母，有毒的鱼和海蛇。游人还可以在水下观

察区看黄貂鱼、海豹玩耍。 

(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胆子大的游客可以在馆内潜水大师的帮助下，进入巨大的水族馆里和鲨鱼一起潜水，当然这个价

格也是不菲的，需要105澳元。（这项活动需要提前预定）

电话：9447 7500

门票：成人/儿童 24/13澳元

营业时间：10:00-17:00

地址：Hillarys Boat Harbour, West Coast Dr, Hillarys

网址：www.aqw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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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姆斯阿考特画廊(Holmes a Court Gallery)

霍姆斯阿考特画廊位于田园般的东珀斯河边，举办变化多端的艺术品展览，包括澳大利亚最好的

私人艺术收藏品以及巡回展品。艺术馆由已故的百万富翁实业家罗伯特.霍姆斯阿考特在20世纪70

年代开办，到现在收藏了超过3000件的艺术品。其中大约三分之一为土著作品，引以为豪的有土

著艺术家制作的最好的帆布和树皮画；其他包括一些澳大利亚当代的顶级艺术品。

电话：9218 4540

门票：免费

营业时间：周四到周日 中午12:00-17:00

地址：11 Brown St

网址：www.holmesacourtgallery.com

   

6、珀斯铸币厂

珀斯铸币厂位于珀斯市中心海伊大街上，在这里，游人不仅可以参观制币过程和购买纪念币，观

看该厂收藏的令人心动的金块、贵重硬币、当地生产的礼物以及澳大利亚独有的珠宝，还能触摸

金库里价值200,000澳币一块的金条，甚至可以要求为自己定制或亲手做一枚世上独一无二的纪念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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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如果巴黎不快乐 提供)

珀斯铸币厂是世界上仍在生产中的最古老的铸币厂，其历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淘金时代。

如今，珀斯铸币厂以生产精美的金银纪念币而享誉世界。

电话：9421 7223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6:00,周六和周日9:00-13:00

地址：310 Hay St

   

7、珀斯国王公园（Kings Park）

国王公园建于19世纪末期，面积约为400公顷，是一个繁茂的温带草木区。从位于伊莱山上的公园

里可以看到珀斯城和斯旺河的风景。公园里最高处的DNA瞭望台上则可以看到公园里大片的灌木

丛，还有许多小路贯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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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公园东边有一个植物园和一系列人工池塘和瀑布。园内有一条629米长的建在树冠上的步道，游客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俯瞰公园。安萨峭壁上的战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死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澳大利

亚州人。米玛拉纪念碑和妇女先驱纪念碑则是为了纪念那些帮助建设斯旺河殖民地和西部地区的

妇女。

   

8、天鹅河

美丽的珀斯由一条天鹅河分为两部分。河北岸的圣乔治大道是珀斯金融、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集中

地，有办公街之称。圣乔治大道北邻的海伊步行街则是珀斯的商业闹市中心。这两条街均为东西

向，夹在中央火车站和天鹅河之间。

珀斯市中心的巴莱克街码头一带是天鹅河的观光地，这里有很多咖啡馆、酒吧、餐厅，也有游船

载人欣赏天鹅河及两岸的美丽风光，每晚七点半从巴莱克街码头启航，大约深夜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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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珀斯动物园

珀斯动物园位于珀斯城南，要乘坐渡轮才能到达。这个作为保护区的动物园里具备所有国际标准

动物园的特点，到处是美丽的花园。主要景点包括一栋非常有趣的大楼、一座野生公园，一个非

洲热带动物展区和一片热带雨林景区。

电话：9474 3551

门票：成人/儿童/家庭 17/9/45澳元

开放时间：9:00-17:00

地址：20 Labouchere Rd, South Perth.

   

10、希尔森林

距离珀斯市中心30分钟路程的希尔森林位于达令山脉中，人们可以在此进行各种丛林探险。从191

9年开始，这个森林就作为蒙达令水库的蓄水地被保护了起来，为19世纪的南部金矿区供水。如今

希尔森林已经成为一个自然保护区和娱乐场所，是烤肉、野炊和宿营的好地方。另外蒙达令栅栏

围起来的花园里也是野炊的理想选择。森林北面边缘是西澳大利亚州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地址：Via Great Western H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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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珀斯周边景点

   

1、古色古香—弗里曼特尔

弗里曼特尔位于天鹅河口，距离珀斯19公里，它是澳大利亚西部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许多19

世纪的建筑，包括淘金时代华丽的建筑风格都还保存完好。同时这座城市创新、放松、思想开放

，成为了无数画家、作家、音乐家舒适的乐园。

(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1）西澳海事博物馆(Western Australian Maritim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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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海事博物馆是全澳唯一专门收藏17～18世纪荷兰航海船只的博物馆。在18世纪初是荷兰东印

度公司(印度尼西亚)最强大的时期，他们以东印度的雅加达作为贸易中心。西澳海事博物馆收藏

的就是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4艘船的遗骸和文字资料，这4艘船都是前往东印度的途中分别在西澳

的海域中触礁搁浅。

西澳海事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二号”的展览也是不容错过的，这艘有名的翼龙骨帆船赢得了20世纪80年代

的美洲杯帆船比赛（结束了美国人长达132年的对该赛事的统治）。

电话：9431 8444

门票：成人/儿童 10/3澳元，海底游8/3澳元，通票：15/5澳元

开放时间：9:30-17:00

地址：Cliff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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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useum.wa.gov.au

2）弗里曼特尔市场

1897年，弗里曼特尔政府宣布将以招标的形式设计一个合适的市场大厅，获胜的设计蓝图执行于1

897年，这座市场大厅如今矗立在那里。1975年经过重建之后，到现在还做为市场使用。市场里有

170多个摊铺出售从新鲜蔬菜到猫眼石的各种货物。

电话：9335 2515

开放时间：周五到周日（周五晚上开放到晚上10点）

地址：Cnr South Terrace & Henderson

3）老弗里曼特尔监狱（Old Fremantle Prison）

(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19世纪50年代，当第一批殖民者到达斯旺河殖民地时，首先任务就是建一个大监狱。这个监狱由

第一批殖民者建于1855年，其冰冷可怕的石灰石天花板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监狱一直到1911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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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其使命。现在游客可以参观简历的每个牢房（有些墙上还有囚犯们画的图画）、刑房、礼拜

堂和直到1964年才关闭的绞刑房。如果觉得监狱里太黑还可以点蜡烛参观。

电话：9336 9200

门票：日间游 成人/儿童 15/8澳元， 夜间游20/11澳元。

开放时间：10:00-18:00

地址：1 The Tce

网址：www. fremanteleprison.com.au

4）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和历史博物馆

这栋美丽的哥特式建筑最初是由罪犯建于19世纪60年代，主要部分建于1861—1862年，如今是弗

里曼特尔历史博物馆。扩建的部分建于1880—1902年，现在是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

这栋建筑曾经有过许多用途：精神病院、战时美军指挥部和西澳大利亚州海洋博物馆。虽然1967

年时人们提议将它拆除，但是由于当时市长的坚持，这个建筑终于被保留了下来。

弗里曼特尔博物馆主要开展对19世纪来到西澳大利亚州开展新生活的人们的研究，这里的展品讲

述了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并努力生活的故事。

电话：9430 7966

门票：免费

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向人们展示了当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有些作品还可以出售。另外，这里有

时还有露天音乐会和各种赞助活动。

电话：9432 9555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Ord St & Finnerty 交叉路口

5）布道者圣约翰圣公会教堂、

这座金碧辉煌的教堂建于1882年，当这座教堂建成后由此取代了此地的另一个小教堂。教堂玻璃

上的彩绘向大家讲述了一个开拓家庭七代人的故事。他们于18世纪离开英国到澳大利亚农场开辟

新的生活。教堂的天花板和祭坛是用当地的红桉木制作的。

电话：9335 2213

地址：Cnr Adelaide & Queen 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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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弗里曼特尔圆屋

圆屋建于海事博物馆附近那天街的西端，这个建筑建于1831年，它是希腊最古老的公共建筑。最

初这里是监狱的绞刑场所，后又成为土著人的暂时安置场所，直到他们被赶到罗特内斯岛。对于

土著人来说这里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他们被关押于此地时，有大量土著人被杀害。

电话：9336 6897

门票：捐款进入

开放时间：10:30-15:30

   

2、罗特内斯特岛

佛里曼德尔以西不到20千米的地方是风景如画的罗特内斯特岛，罗特内斯特岛是一个集沙滩海湾

和冲浪海滩为一体的岛屿。喜欢海上运动或者喜欢休闲安静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项

目：体验捕鱼、潜水、冲浪的欢乐刺激，在西南部温暖的卢因水流中沐浴修养，适合的才是最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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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如果巴黎不快乐 提供)

在罗特内斯特岛上还能看到许多澳大利亚南部罕见的热带鱼在水中漫步，鱼儿的生活也是人们向

往的生活状态。历史悠久的建筑、古朴典雅的咖啡馆，给这个自然的岛屿增添了许多生活的气息

。

岩石湾

位于艾德琳女士海滩以下的岩石海湾景色秀丽，海湾上还有1886年沉没的米拉三桅船的残骸。

罗特内斯特灯塔

瓦杰马普山上的灯塔建于1895年，瓦杰马普是罗特内斯特岛土著的名字。

约克海湾城

因为罗特内斯特岛最悲惨的一次船只失事而得名，1899年一只海船由于误解了灯塔发出的信号而

撞向岩石并失事。

斯特瑞兰德海湾

以罗特内斯特岛的长官杰尔拉德.斯特瑞兰德的名字命名，是该岛主要的冲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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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坞湾

是罗特内斯特岛

最受欢迎的沙滩，那些带着小孩的家庭特别喜欢在此宿营。游客可以从汤姆逊海湾走过去。

罗特内斯特博物馆

位于1857年修建的旧谷仓里，里面的展品内容包括小岛地形、船只残骸、岛上的动植物。

   

3、波浪岩

在西澳大利亚重要的小麦产区，小镇海登以东5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该州最为壮观的岩石造型

之一波浪岩。波浪岩是澳洲知名的观光景点，距离西澳首府珀斯350公里车程。 

(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这里的岩石经过数千年的化学侵蚀形成了一片高达15米，长约110米波浪形的花岗岩，在与雨水的

相互作用下呈现出红色和灰色的条纹。仿佛是海浪凝固了一般的巨大岩石让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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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斧神工。每年有大批的欧美观光客慕名而来，为的就是一睹波浪岩奇特壮观的景象。近些年，

越来越多的亚洲年轻旅游者来到这里旅游。波浪岩附件还有耐浪岩和河马打哈欠等岩石造型。

海登东北部18千米处的岩洞里有几幅精美的原始石壁画，是古代土著居民遗留下来的珍贵信息。

如何到达：：在珀斯租车前往，车程大概5个小时

波浪岩旅游服务中心

电话：9880 5200

营业时间：9:00-17:00

   

4、布鲁姆小镇（Broome）

布鲁姆位于珀斯北方2213公里处，曾经是世界珍珠生产中心。这里既有迷人的拓荒历史，又有五

星级酒店，每栋楼房的不同建筑风格和人们随和开朗的性格，反映出这个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 

凯布尔海滩骆驼游(图片由网友 @如果巴黎不快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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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郊区是世界驰名的海布尔海滩，印度洋的碧绿海水轻轻地冲刷着20米宽的白色沙滩，在这

里可以好好松弛一下。

电话：9192 2222

地址：Hwy&Short St

网址：www.broomevisitorcentre.com.au

交通:在珀斯租车或者坐飞机前往

   

5、尖峰石阵

尖峰石阵位于珀斯北方260公里处，为南邦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里有一片横跨沙漠的奇异活化石

原始森林，再加上数以千计、甚至高达4公尺的石灰岩柱，蔚为奇观。 

(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在太古时代，这里曾是有着森林的海边。从海边吹来的沙让沙地形成了，在原始森林枯萎、大地

被风化后，沙沉下去了，残存在根须间的石灰岩就像塔一样遗留了下来。可以乘坐珀斯出发的四

轮驱动车旅游团来此地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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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于珀斯以北245公里处，可在珀斯自己租车前往，车程3小时30分钟。

   

6、玛格丽特河

玛格丽特河风景如画，位于珀斯以南280公里处，是西澳著名的酿酒区，那里三面环海，有超过60

座大大小小的葡萄园。另外，这里还以冲浪海滩、附近的石灰岩洞穴、游泳、钓鱼、风景优美的

驾驶路线与一年一度音乐会而著称。 

(图片由网友 @谈琴不谈情 提供)

交通：珀斯驾车到玛格丽特河只需3小时，从20号高速公路行驶到10号高速公路。

   

7、世界遗产沙克湾海洋公园

沙克湾国家公园在199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区。这个公园有许多濒临灭绝的动植物。此外，几

千年来自然界各种不同寻常的进化过程造就了此处令人惊诧的自然风光和引人注目的海岸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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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公园是世界遗产保护区，所以游客们必须遵守这里的规定，尤其在钓鱼的时候要加倍小

心。游客如果想在公园内四处游览一番，最好租辆四轮驱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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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珀斯的特色美食

当地风味美食

西澳洲以其精致，新鲜的当地特产而闻名。在这里，游人能找到所有的食物从香甜的芒果，浆果

和番木瓜，到香喷喷的橄榄油，农家奶酪和最新鲜的小龙虾。别忘了品尝一下美味的当地肉食，

如小羊肉，最好的哈维牛肉和野味，包括鹿肉，袋鼠肉，鸸鹋肉和鳄鱼肉。不论你是在崎岖的土

地上探险，还是在感受西南地区的氛围，走到何处都能看到最好的新鲜水果和当地土产。

多汁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

西澳有品种繁多的蔬果，在珊瑚海岸和西北地区，因气候温暖，盛产热带水果，如清甜的番木瓜

，芒果和香蕉。每年的十一月份，有“疯狂芒果”节。在西澳凉爽的南部地区，可以找到季节性

的浆果，桃子和其它坚果，还可以享受到天然水果蜜饯，果酱和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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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丹尼布鲁克的古老的金土地果园和苹果酒工厂有一个果园，同时生产苹果酒，葡萄酒和果汁

。果园里有40公顷的落叶果树－苹果树，梨树，水梨，李子，桃子，杏树和柿子。游客可以在树

下漫步，当成熟季节到来的时候，可以品尝一下美味的水果并购买一些带回家。

甜食和开胃食物

到位于珀斯西南方向的天鹅谷和玛格丽特河去品尝一下美味的西澳洲盛产的巧克力，糖果，软糖

，奶酪和冰棋淋，它们的诱惑是无法阻挡的。在离开时包里肯定会装满一瓶瓶，一盒盒和一包包

的当地土产，满载而归。

地处于玛格丽特河的玛格丽特河巧克力公司和天鹅谷产酒区绝对是巧克力爱好者的天堂。他们一

周七天均对外营业，游客可以进行免费巧克力品尝，观看产品展示，并透过窗户看产品制作过程

，还可以购买到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条，外面包裹的食品，酱料，饼干，冰棋淋，巧克力牛奶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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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巧克力制品。

  位于西南的西蒙 巧克力和娱乐园每年会新鲜制作39种口味的巧克力 。如果你到那，可以享受

一下九洞的高尔夫球场并在公园里与鹿，袋鼠，山羊和“吃巧克力”的鸸鹋一起漫步。

在西南部的Harvey（哈维）是一个牛奶场，出产全澳洲最美味的牛肉。

                                               50 / 80



�������

珀斯：黑天鹅城
  

七、珀斯餐饮

   

1、珀斯的美食

珀斯市区

Annalakshmi

(图片由网友 @谈琴不谈情 提供)

这个餐厅能360度欣赏天鹅河和城市，这一点真的很浪漫，餐厅实际上是一家由志愿者经营的咖喱

风味餐馆。捐款支付，各种风格的嬉皮士和其他人排队等候辛辣的咖喱土豆南瓜和达西尔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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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9221 3003

营业时间：周二—周五午餐，周二—周日晚餐

地址：Jetty 4, Barrack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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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annalakshmi.com.au

Matsuri

这是一家日本餐厅，人们在这里会感觉自己有点像浴缸里的鲤鱼—从地到顶得玻璃环绕着这座历

史悠久的巨大的日本餐馆。

价格：主菜13—21澳元，套餐18澳元

电话：9322 7737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午餐，周一至周日 晚餐

地址：Hay St 与 Milligam st 交叉路口

Balthazar

灯光暗淡，非常纽约华。这里的菜单新鲜独特，受到欧洲烹饪的强烈影响。

价格：主菜26澳元起

电话:9421 1206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午餐，周一至周六晚餐。

地址：Sherwood Ct 与 the Esplanade交叉路口。

珀斯北桥区

好运烤鸭店

这是一家当地比较著名的中餐馆，本地人会举家冲入这里大嚼家庭分量的烤猪肉、烤鸭和面条。

前窗挂着油光发亮的烤鸭，会让你垂涎三尺。

电话：9228 3293

价格：主菜6澳元起

营业时间：周三—周一午餐和晚餐

地址：344 William St

红茶壶餐馆

这家隐秘的餐馆总是很忙碌，顾客很喜欢这里的风味中餐，比如富贵鸡和椒盐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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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228 1981

价格：主菜8澳元起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午餐和晚餐

地址：413 William St

Viet Hoa

不要被这家总是繁忙的街道拐角处的越南餐馆不加收拾的外观所迷糊，否则你将错过新鲜的米卷

和最好的牛肉粉丝汤。

电话：9328 2127

价格：主菜8-16澳元

营业时间：经营午餐和晚餐。

地址：349 william St

珀斯近郊

Must Winebar

这里可以说是珀斯最好的葡萄酒酒吧，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餐馆。品尝一下牛颊肉馄饨，外加

野生蘑菇乳酪或者只是停下来杯喝的。

电话：9328 8255

价格：主菜30—37澳元

营业时间：中午—深夜

地址：519 Beaufort St

Fraser’s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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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餐馆位于国王公园的山顶，俯瞰着城市和闪闪发光的天鹅河，餐馆位置独一无二。食

物多年来也深受好评，标准的现代澳大利亚菜肴，比如炭烤炎龙虾和山鸡肉。

电话：9481 7100

价格：主菜31-39澳元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地址：Fraser Ave, Kings Park

   

2、弗里曼特尔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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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o’s

这里是弗里曼特尔最有名的咖啡馆，现在它已经变为一个旅游景点，当地人扔把它看成是自己的

第二客厅，只是这里的咖啡更好。

(图片由网友 @谈琴不谈情 提供)

电话：9336 1464

价格：主菜9—24澳元

地址：1 South Tce

伊斯坦布尔餐馆

这是一家务实的土耳其餐馆，真的很不错，尤其是对素食者而言，有大盘的沙拉和其他美味。还

有引人注目的肚皮舞。

电话：9335 6068

价格：主菜18-22澳元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地址：77 Market St

玛雅餐馆

白桌布和木制椅子散发着古典气息。做的很棒的印第安美食让它整整一周七天都是受当地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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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周五有特色菜单。

电话：9430 4445

价格：主菜19-25澳元

营业时间：周五 午餐，周二-周日晚餐

地址：77 Market St

Cicerello’s

这是一家繁忙的炸鱼薯条店早在1903年久已经存在了，仍然是弗里曼特尔体验的精华。选好你的

炸鱼薯条，然后再木板路上挑个座位，沐浴着阳光—只是要注意那些海鸥。

澳洲人最经常吃的食品炸鱼和薯条

电话：9335 1911

价格：12-20澳元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地址：44 Mews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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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景点餐饮推荐

罗特内斯特岛

这座岛上没有什么出众的饮食场所；一般而言，自备伙食是你的最佳选择，综合商店就像一个小

超市。

Vlamingh’s

日落后在酒吧里饮酒，走几步路到这家海边饭馆来，菜肴有蘑菇，南瓜和茴香调味饭。

电话：9292 5171

价格：主菜18—30澳元

地址：Thomson Bay

罗特莱斯特茶屋

这里有一个开放式的阳台，游人可提前预定阳台上的座位，大人们可以在这里谈天说地，孩子们

则开心地吃着汉堡包，在这里食客不仅可以品尝到不错的美食还可以看到一览无遗的大海。

电话：9292 5171

价格：主菜18-30澳元

地址：Thomson Bay

塞万提斯和尖峰石阵

Seabreeze Café Park（海风咖啡馆）

如果在螯虾季节（11月至6月），这家咖啡馆的多汁螯虾很值得品尝。

价格：主菜6-30澳元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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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Cadiz St

玛格丽特河

沿着镇中心的主路可以找到很多不错的餐厅，在这里美酒与美食总是分不开的。

Urban Bean

这是一个时髦的小地方，为睡眼惺忪的当地人提供他们每天第一杯咖啡，出售袋装茶及咖啡，午

餐提供很好的乳蛋饼。

电话：9757 3480

价格：7-10澳元

营业时间：7:30-16:00

地址：157 Bussell Hwy

Vat 107

这家店以时髦而闻名，这里的食物仍然是创新和一流的，可以在走廊上喝上一杯咖啡，坐在这里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电话：9758 8877

价格：20/35澳元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地址：107 Bussell H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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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珀斯住宿

珀斯城区非常分散。因此有人要仔细选择你的落脚点，其中北桥区是背包客的聚集点，最适合那

些能忍耐噪音的人。CBD和北桥离各种形式的公共交通都很近，然而靠海滨的科斯洛河斯卡伯勒

对于那些只想休息的游人更合适。

旅人提示：很多中档和高档酒店会每日根据入住率随时调整房价。

   

1、珀斯市中心

经济型

Perth City Y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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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比较普通，感觉是一所寄宿学校，不过这座保存很完好的20世纪40年代的建

筑地板依然闪闪发亮，走在上面还发出迷人的吱吱声，粉刷明亮的房间非常清新。还有家庭房和

双床房。

电话：9287 3333

价格：4床屋/24澳元，6床屋/21澳元，单人间/50澳元

地址：300 Wellington St

网址：www.yha.com.au

Royal Hotel

这是一座吱吱作响，充满个性，历史悠久的建筑，很方便清早出城作短途旅行。家庭房很明亮但

有些吵闹，有厨房和藤条床头。可爱而简朴的单人间有着类似阁楼的屋顶。

电话：9481 1000

价格：单人间60澳元，双人间70澳元。

地址：Wellington St与William St 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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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wentpert@fc-hotels.com.au

中档

Riverview on Mount Street

这个宾馆是所在街区最具有个性的建筑，粉刷一新的上个世纪的客房光线充足、简朴、不过床铺

让人感觉好像还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后面的房间有花园，更安静，但不能欣赏河景。

电话：9321 8963

价格：标间95澳元

地址：42 Mount St

网址：www.riverview.au.com

Miss Maud

任何喜欢斯堪的纳维亚、工艺品或者《音乐之声》的人都可以在阿尔卑斯壁画和考究的房间里发

现几样他们的最爱。更大的，更贵的斯凯的纳维亚房间是最好的。有名的瑞典式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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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大的惊人，足可以喂饱一个羊群。

电话：9325 3900

价格：双人139澳元

地址：Murray St与Pier St交叉路口

网址: www.missmaud.com.au

高级

Medina Grand

这座宾馆装修的很精美，公寓大小的宾馆房间装修简约但很温馨。所有的单人房间都有阳台，Bar

rack St街道上的房间一般有很多的自然光。

Medina Grand perth

电话：9267 0000

价格：双人195澳元

地址：138 Barrack St

                                               62 / 80

http://www.missmaud.com.au


�������

珀斯：黑天鹅城
网址：www.medina.com.au

Saville Park Suites

这座托斯卡纳式的橙色建筑挨着天鹅河，气氛轻松而友好。公寓很宽敞，有洗衣机、洗碗机，很

大的长椅。

电话：9267 4888

价格：双人210澳元

地址：201 Hay St

网址：www.savillesuites.com

   

2、珀斯北桥区及其周边

大部分青年旅社都在这个地区，正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旅社了，里面参差不齐，所以当游人确定是

哪家，将钱交给老板前，可以四处走走，检查下房间。

经济型

大不列颠旅馆（Britannia）

这家简朴的背包客之家位于北桥的中心，有性价比很高的房间，友好的服务人员，以及忙碌的范

围。然而不可否认，厨房有点像剪羊毛工人的食堂，沿这条路前行有本地区最便宜的饮食店。

电话：9227 6000

价格：双人50澳元

地址：253 William St

网址：www.perthbritannia.com

Billabong Backpackers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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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大型的青年旅舍，大约有150张床位。旅舍内墙上的壁画和游泳池边的活动让这里充满了

活力。这里设施很好，性价比比较高。

电话：9328 7720

价格：双人65澳元起，床位20澳元

地址：381 Beaufort St

网址：www.billabongresort.com.au

中档

北桥酒店（Hotel Northbridge）

这家旅馆因为它性价比很高，以及古典的魅力，长期以来成为情侣和乡村人士的首选。最近的重

新装修已经在每一个单人间安置了SPA，考虑到它的中心位置，可谓是中档房间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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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328 5254

价格：双人140澳元（含SPA）

地址：3 Throssell St

网址：www.hotelnorthbridge.com.au

Pension of Perth

这个酒店法国世纪初的风格很浓烈：躺椅、缀满花的地毯、敞开的壁炉、金边的镜子。两个看得

见海湾的窗户（以及略小的浴室）的双人间，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华丽的海德公园。

电话：9228 9049

价格：双人145澳元

地址：3 Throssell St

网址：www.pensionperth.com.au

   

3、科特斯洛和斯卡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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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

大洋沙滩背包旅社（Ocean Beach Backers）

这座明亮的青年旅社，是冲浪迷们的最爱，它坐落于科特斯洛的心脏地带。宿舍很干净，有单独

的浴室。

电话：9384 5111

价格：双人63澳元

地址：Marine Pde 与 Eric St交叉路口

网址：www.oceanbeachackers.com

中高档

日月度假村（Sun Moon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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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座巴厘岛风格的度假村与斯卡伯勒的结合似乎有点不协调，但是两者还是有机的结 合在了

一起。这里房间很大，铺满陶瓦的地面光脚很凉爽、惬意。蜡烛陈设给简约的房间增添了光彩。

电话：9245 8000

价格：双人198澳元

地址：200 West Coast Hwy

网址：www.sunmoon.com.au

露营

珀斯重要露营公园

这是一座小型的露营公园位于城市以东8公里，离珀斯最近，重修装修过的单卧小屋很实用，双卧

小屋要旧一些，但并不简陋，帐篷营地距离设施很近。

电话：9277 1704

价格：小屋95澳元

地址：34 Central Ave, Redcliffe

网址：www.perthcentr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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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珀斯购物

海伊街和墨累街两条商业街组成了珀斯市的购物中心，James St

Mall商业街上古董店比较多。London Ct 的拱廊里有旅游纪念品和小首饰商店。西面的西客站，有

无数的服饰店。作为高级区域的苏比亚科的Rokeby

Rd路和海伊街都说它们哪里卖的服饰和纪念品是精品。

78 Records

这里建于1978年，这家店的商品种类繁多，有一个很大的仓库。

电话：9322 6384

地址：914 Hay St, Perth

Keith&Lottie

让独立爵士乐迷经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商店，有杂志、徽章、项链、T恤，几件家具、

外套和上衣。

电话：9328 8082

地址：276 William St

Indigenart

这是当地很有名的一家商店，主要出售金伯利等地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编织品、帆布、纸制作品

和限量版出版物。

电话：9388 2899

地址：115 Hay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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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珀斯的交通

   

1、达到和离开

飞机

珀斯国际航空

珀斯有12条国际航线贯通，其中很多每天都有多个航班。从伦敦飞往珀斯需要17个小时，从北京

或者上海出发的话（包括转机所需的时间）一共是13个小时，从香港起飞的话只需８个小时。目

前来往中国和西澳大利亚州的航空公司有澳洲航空，国泰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虎

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其中最便宜的是新加坡虎航和马来西亚的亚洲

航空公司的飞机，

珀斯国内航空

珀斯与国内各主要都市之间的班机也非常频繁，由悉尼至珀斯约需4小时30分钟，由墨尔本需3小

时45分钟，由阿德莱德需要约3小时。珀斯机场位于城市东边20公里处。国内和国际出口都有出租

车等候。从机场到珀斯市中心坐出租车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出租车是8澳元左右，巴士的车费为

3.5澳元。弗里曼特尔距离珀斯20公里，坐出租车的话20分钟。

长途汽车

珀斯与国内各主要都市之间有灰狗与Transwa两家公司的高速巴士往返行驶，自悉尼出发的话需要

约70小时，由墨尔本出发的话大约需50小时，由阿德莱德出发则约需3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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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狗长途汽车

主要长途汽车公司：

澳洲灰狗长途汽车

每天从东珀斯终点站经布鲁日到达达尔文。

电话：13 14 99

  网址：www.greyhound.com.au

         Transwa

         提供从东珀斯(East

Perth)火车站发往很多地区远至埃斯佩兰斯、卡尔巴里(Kalbarri)和卡尔古利的汽车服务。

电话：1300662205

The Nullarbor Traveller

中巴车往返于阿德莱德和珀斯之间。

电话：1800816858的

火车

珀斯与悉尼间有横贯大陆的铁路“lndian Pacific”号列车往返，该线火车是观光列车，所以旅客有

提早预约的必要。每周三次，星期四、星期六、星期日由悉尼准点开出，星期日、星期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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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珀斯开出，约需65小时。从阿德莱德到珀斯单程票价为：经济硬座/经济卧铺/一级卧铺(包括

伙食)/优惠卧铺的价格为$515/1250/1640/1178。“lndian Pacific”号周一和周五上午11点55分从东珀

斯火车站出发。你可以在阿德莱德换乘Overland号到墨尔本或换乘汗(Ghan)到艾丽丝泉。

订票请联系Great Southern Railways

电话：132147

   

2、珀斯市内交通

公共交通

对于旅行者而言，珀斯市中心免费的公交服务（简称CAT)可谓太棒了。在每个车站站点有电脑显

示和音频，告诉人们下班公车什么时候到，使用CAT可以到达绝大多数市内景点。CAT的行驶地

图可以在火车站或者一些街边便利店获取。这一系统分为分为红、黄、蓝、绿、白五种颜色，每

种颜色的巴士行驶不同的路线。行驶时间：06: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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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火车路线示意图

区域间的公共汽车是要收费的，通常汽车在同一区(Zone)内票价$3，两个区$3.20，三个区$5。第

一区覆盖了市郊(包括苏比亚科和Claremont)，第二区扩展到西部的弗里曼特尔。第三区到了城市

外围郊区，包括Armadale、多次票(MultiRider)可以花9次的费用乘坐10次，日票(上午9点后有效)价

格为$7.50等各种不同的车票种类。

轮渡

这是珀斯市内去动物园的一种热门方式，珀斯公交公司轮渡可以穿过这条河流，从这座城市的Bar

rack St街码头去南珀斯的Mends St街码头，一般20分钟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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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6:30-19:30

出租车

珀斯有一套很好的出租车系统，但是在繁忙的时候，仍然很难打到出租车，乘客可以提前打电话

预定。

这里有两家比较著名的出租车公司：Swan Taxis(13 13 90)和Black&White（13 10

08）都提供轮椅服务。

汽车租赁

艾维斯租车公司(AVIS Rent a Car )

艾维斯租车公司澳洲分公司是全澳最大的租车公司，在全澳各大中城市和机场都有租车分店，有

上百种车型供您选择预订，提供全澳各地异地还车，机场取车，送车到酒店等周到细致的服务。

电话：13 63 33

地址：46 Hill St,Perth

澳洲网络租车公司(Web car hire )

澳洲网络租车公司代理多家澳洲当地租车公司的网络订车服务。车款多样，价格优惠

Maui Motorhome

玛威租车是全球最大的度假房车出租公司，在全澳洲的主要观光城市都有分行，车型从2人睡床车

到6人睡床，全新度假房车，舒适安全，是体验澳洲的最佳旅行方式。

地点：471 Great Eastern Highway Redcliffe，WA，

电话：08 927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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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推荐行程

   

1、珀斯市及周边短线路推荐

珀斯二日游：

第一天早上出门进行徒步珀斯，沿着曲折迂回的徒步路线一路向上去广阔的国王公园里享受野餐

，晚上在北桥区的餐馆里品尝各种风味的美食。

第二天早上坐上开往弗里曼特尔的火车，逛过当地博物馆后直奔Little Creatures去喝杯淡色啤酒，

然后去品尝当地特有的卡普奇诺咖啡。如果是周五至周日来到这里，一定要去弗里曼特尔市场。

珀斯四日游：

完成两日游后乘第一天早晨码头搭乘渡船到罗特内斯特岛，如果阳光灿烂，可以在岛上骑自行车

，冲浪，还可以潜水或观看短尾矮袋鼠。

第二天可以在科特斯洛度过，当灿烂的阳光照在印度洋上的时候，来到酒店的阳台上欣赏这美丽

的风光。

   

2、珀斯全景七天完美行程

第一天：

北京—珀斯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坐飞往澳大利亚珀斯的国际航班，开始美妙的旅程。经过13个小时的颠簸

后，飞机终于降落在珀斯机场，出关后前往事先预定好的酒店入住。

第二天：

珀斯—弗里曼特尔

早上来到租车公司取事先预定好的车，熟悉右舵方向盘后，变开车前往第一站弗里曼特尔。在弗

里曼特尔可参观当地的海事博物馆、圆屋、南方大道、弗里曼特尔监狱等殖民时期的建筑。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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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找一个咖啡厅或者酒吧消磨时光，然后前往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进行参观。傍晚在渔人码头搭

乘游船观赏日落的壮观场面。晚上回到南方大道找一家餐厅吃晚饭（夜宿弗里曼特尔）。

旅人提示：如果是周五到周日来到这里，还可以去参观当地的弗里曼特尔市场

第三天：

弗里曼特尔—波浪岩—约克—诺瑟姆

早上开车前往西澳著名景观波浪岩，途中经过北湖（North Lake)，可停车游览一下。中午赶到波

浪岩后，先吃中午饭，午饭后步行前往景点即可。下午在参观完波浪岩后开车前往诺瑟姆，途中

经过约克小镇，可游览当地的约克老市政厅（晚上夜宿诺瑟姆）。

第四天：

诺瑟姆—扬切普国家公园—塞万提斯（尖峰石阵）

早上驱车返回珀斯并一直往北行驶，目的地是尖峰石阵。途中经过Swan Valley

酒庄，可去参观一下那里的葡萄园和葡萄酒。然后前往扬切普国家公园(Yanchep National Park)，

这里是西澳最悠久的国家公园之一，也是树熊和无数大袋鼠的栖息地。中午吃完饭后继续北行至

塞万提斯(Cervantes)小镇，下午到达小镇后如时间准许可先去旅馆办理入住手续，稍事休息后开

车前往尖峰石阵参观（11澳元/车），观赏横跨沙漠的奇异活化石，蔚为奇观的石灰岩柱。傍晚返

回塞万提斯吃饭并漫步印度洋海滩欣赏日落。

第五天：

塞万提斯—珀斯

早上9点退房后驱车返回珀斯，到达珀斯时估计已时近中午，可先吃午餐。下午先去Lake

Monger游览，随后前往国王花园（King's Park）游览，站在国王公园最高处可一览珀斯全景。接

着再到预定的旅馆办理入住手续。手续办理后，将车停好后，步行出游，可以参观珀斯铸币厂（

门票：15澳元/人）和玛利亚天主教教堂。

第六天：

珀斯

全天在珀斯进行活动，早上起来后搭乘免费的Red CAT

Bus在市区体验珀斯巴士游。可考虑在第27站Gordon St下车，旁边有一家珀斯著名的大型购物中心

，午餐可在商店里吃。下午再到南珀斯的天鹅河岸边休闲发呆，欣赏天鹅河和珀斯市中心的日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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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珀斯—北京

早起后办理退房手续和退车手续，随后乘坐机场巴士前往机场，搭乘飞机返回北京，结束完美西

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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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特别提示

   

1、珀斯的节庆活动

珀斯艺术节

珀斯艺术节(Perth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自1953年开始由西澳大利亚州大学举办，现发展成为澳

大利亚最重要的艺术节之一。每年2月份举办，节目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等多种形式，其

节目质量可与阿德莱德艺术节一比高低。

野花节

珀斯被喻为“野花之都”，野花节每年9月份举办，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园艺展览，在世界上也

久负盛名。花节期间，正值春季，鲜花盛开的品种超过7000种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花的世界、花

的海洋。野花节的主会场在国王公园和珀斯植物园。

   

2、旅游常用电话

城市信息站

这里有志愿者回答你的问题，并经营徒步游的活动。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四和周六9:30-16:30，周五9:30-20:00，周日中午-16:30

地址：Murry St Mall

西澳游客中心

电话：1300 361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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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8:30-17:30，周五8:30-18:00，周六9:30-16:30，周日中午-16:30

地址：Forrest Pl 与Wellington St交叉路口

网址：www.westernaustra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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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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