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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澳首府

一直以来，南澳大利亚州都被认为是澳大利亚著名的“鱼米之乡”，以盛产奶制品、葡萄酒和小

麦著称。而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阿德莱德，同样也是物资丰富，风景优美。 

(图片由网友 @私奔到月球 提供)

阿德莱德是南澳州的首府，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被称为教会城，南半球的雅典。这座

始建于1836年的城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整座城市从东至西驾车只需要20分钟，非常方便，因

此也被人们昵称为“二十分钟的城市”。这里又是一个旅游胜地，城市的规划及架构很集中，观

光客可徒步游览，相当方便。这里既干净又平和，没有悉尼和墨尔本的繁华和喧嚣，几乎不存在

交通堵塞和城市污染之类的问题。

阿德莱德人多年来保持着纯朴的生活传统，城市优雅宜人，四周被翠绿园林所环抱，各式各色的

花园赋予城市高贵典雅的气质。历史性殖民风格的酒吧、经过翻修的教堂和现代设施以及维多利

亚和爱德华式建筑是城市中的亮点。

最佳旅游时间：

阿德莱德的气候为地中海型气候，夏季干旱温暖，冬季凉爽多雨，五月到九月的降雨量为全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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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阿德莱德的四季： 夏季是从每年12月至隔年2月。 秋季是从每年3月至5月。

冬季是从每年6月至8月。 春季是从每年9月至11月。

去阿德莱德旅游最好避开盛夏和严冬，选择春秋两个季节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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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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65



�������

阿德莱德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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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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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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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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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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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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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签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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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专办员开放

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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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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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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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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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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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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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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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带齐东西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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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讯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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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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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移动提供商要认准了啊

上网：

Aztec Cyber/Internet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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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8212-0282

地址：94a Gouger Street, Adelaide SA 5000，Australia

公交车站： 坐公交在Victoria Square Tram Stop(350米）Tram

邮局：

Australia Post

澳大利亚邮政办公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9:00-17:00在一些大商场中有些邮政门市部在星期六也开

门，时间是10:30-15:00。另外酒店大堂的顾客接待处。纪念品店内、有邮票自动销售机销售邮票

。 

澳大利亚的邮局

地址：141 King William St，Adelaide SA 5000,Australia 1313178

网址：http://auspost.com.au/index.html

公交车站：Pirie St Tram Stop

   

6、阿德莱德重大节日和活动

有“节庆之州”美誉的阿德莱德以庆典、葡萄酒闻名，百万民众喜爱举办众多庆祝活动，如艺术

节、美酒节、美食节、玫瑰节、汽车大赛、赛马节等。

阿德莱德节日中心（Festival Centre）是南澳大利亚文艺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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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艺术节的活动中心。

阿德莱德艺术节是展现世界不同文化、户外音乐和舞蹈的节日，在偶数年举行，二月份开始。节

日期间，澳大利亚各个地区的来访者会蜂拥而至，来观看现场话剧、舞蹈和音乐表演。艺术节包

括：作家周、画展和诗歌朗诵周。全世界各国家的来访者会在艺术节上演讲和表演。同时举行的

艺穗节是当代音乐和艺术形式表演的舞台。

市郊的葡萄园，酿造出许多澳大利亚最好的美酒；在奇数年时，则过Barossa(芭萝莎)的葡萄酒节(

Vintage Festival)，有许多国内外的观光客到此，十分热闹。

1月

1月1日：新年元旦

1月5日—1月12日：Tour Down Unvder,100多位全市最好的自行车手在这一周的六轮比赛和街道庆

典上挥汗如雨。第一至第五阶段的比赛要穿越南澳全境55个城镇，而最终的决赛冲刺是在阿德莱

德。 

Tour Down Unvder(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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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国庆，为纪念白人进入澳大利亚的建国纪念日，（1788年，菲力浦船长宣布澳大利亚为

英国领地）但在一些州也以接近周末的周一、周五作为国庆节假。

3月

3月1日左右：阿德莱德艺术节，文艺爱好者能享受文化盛宴，观看来自国际和澳大利亚本土的团

体演出舞蹈、戏剧、歌剧以及其他舞台演出。艺术节每逢偶数年举行。

3月1日左右：阿德莱德艺穗节，这是独立举办的年度艺术节，仅次于爱丁堡先锋艺术节。

3月10日：阿德莱德世界艺术节，世界上最好的现代音乐节之一，有来自全世界300多位音乐家和

演员参加。

3月28日—3月31日：复活节，从28日耶稣受难日开始，为期4天。

4月至7月

4月25日：澳纽兵团日，为纪念一战中被英国借派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联军在土耳其波里半岛的决

死登录而设。

6月9日：女王诞生日，伊丽莎白女王的生日，假日设在6月的第二个周一以便连休，只有西澳大利

亚是9月29日。

6月15日：阿德莱德Cabaret节，全国唯一的类似节日。

11和12月

11月末：圣诞巡游，这是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著名活动—彩车、乐队、游行队伍占据城市街道

整整一天。

12月25日：圣诞节

12月26日：开盒节，打开圣诞所赠礼盒的日子，在南澳大利亚，称为“宣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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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阿德莱德不可错过的Ｎ件事

   

1、体验阿德莱德的红酒与海鲜佳肴

来到阿德莱德，最不可错过这里的红酒和海鲜美食。阿德莱德的芭萝莎是澳洲葡萄酒最大的酿酒

区。这里坐拥一望无尽的葡萄园，有全世界销量最高的杰卡斯酒庄以及全球最佳百大酒庄之一的

奔富酒厂。芭萝莎全区共有五十几家酿酒厂，种类不同，口味各异的葡萄酒为各地游客提供了品

酒的好机会。除了品酒，还可以亲自调制标有自己名字的葡萄酒当纪念品带回家珍藏留念。 

(图片由网友 @悟空回来吧 提供)

阿德莱德还以“最靓生蚝出产地”闻名，因为这里大海相当的纯净，以致捞上来的新鲜生蚝可以

直接蘸芥末生吃。三文鱼、生的八爪鱼同样可以直接入口。葡萄美酒搭配这里的海鲜料理，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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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难以拒绝。

   

2、在明媚秀丽的乡村风景中感受慢生活节奏

在阿德莱德，要感受明媚秀丽的乡村风景，可以来到汉多夫德国村，这里是澳洲现存历史最古老

的德国人聚居点，才2000人，不少居民是德国的后裔。据说，在1839年，首批德国难民抵达南澳

，就被这里的气候所吸引，决定在这里生根。漫步在主街道上，与富有德国建筑风格的殖民拓荒

者农舍、房屋、商店擦身而过，让人有置身德国的错觉。 

(图片由网友 @私奔到月球 提供)

如今，这个小村庄已经成为阿德莱德地区品尝德国美食的好地方，这里的大多数咖啡馆和餐馆都

设有露天的座位。坐在枫树叶下，一边品尝德国特色的熏膀、各种味道的香肠、牛排、面包、肉

丸，一边喝着店主自家酿制、入口香醇的德国麦芽啤酒，在澳大利亚能品尝到正宗的德国风味，

如此奇妙的经历，让人十分惬意。游人还可以骑上自行车前往麦洛夫山顶上眺望阿德莱德市的全

景，真正陶醉于当地写意的慢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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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地球上最后的处女地与袋鼠来次亲密接触

袋鼠岛是阿德莱德最主要的景点。从阿德莱德市区坐车约2个小时到达渡船码头，乘坐SEA－LINK

渡轮约1个小时抵达袋鼠岛。如果运气好，能看见海豚和章鱼。 

岛上可爱的动物(图片由网友 @悟空回来吧 提供)

整个岛就是一个国家自然公园，一路可看见草原、沙漠及气势磅礴的灌木林，还有海边开阔的山

崖和巨大的怪石，最吸引人的是保持完好的原始生态系统和丰富的动物种群。据说岛上一半丛林

和原始森林保持它们在1802年袋鼠岛被发现时的模样，英国报纸曾把袋鼠岛誉为“地球上最后的

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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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悟空回来吧 提供)

岛上道路两边是参天古树，阳光像被筛子筛过一样，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却不会被晒伤；海风

夹着青草的芳香吹拂在脸颊上，沁人心脾；成群的牛羊在阳光下低着头，吃着草，一派田园风光

；这里没有红绿灯，需要注意的只有要过马路的袋鼠。也许是见多了游客，袋鼠并不害怕汽车，

所以在岛上开车一定要小心，如果撞到了可爱的袋鼠估计就要吃官司了。

   

4、穿梭于阿德莱德大街小巷，寻找不同风格的人文文化

与其他澳大利亚城市不同的，当初阿德莱德市不是犯人的流放地，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

。市内很多典雅的维多利亚式及爱德华式建筑物，并且还有殖民地时代的房屋。

市内有几个移民时期留下来的广场，格调典雅，也将见证历史的建筑物与现代的建筑融合在了一

起。其中维多利亚广场位于阿德莱德市中心，从广场周围可同时眺望新旧两代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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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除了这种移民风格的文化，在阿德莱德还经常能看见土著人。当来自远方的游客第一次看见这些

土著人时，都会觉得他们很野蛮，其实他们都很友善的，而且这些人在澳大利亚已经有5000多年

历史了。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形式，整个民族随处可见岩石艺术表现在颜色形状和图案

堆积上，记录他们长达五万年历史长河中的传说、图腾及宗教信仰。每当周末时这些土著人会穿

上本民族的特色服装在商业街上进行各种精彩表演。

   

5、一边逛中央市场，一边品尝美食

阿德莱德市中心有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市场“中央市场”，在这样昂贵的地段能容许一座拥有140年

历史的菜市场屹立不倒，当地人对待食材的重视态度就可见一斑。走进市场，立即会被各式各样

的新鲜食材所吸引。摊贩们精心摆卖着自家最好的货品，巧妙堆起的各色水果、悬挂起来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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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肉，以及各类不同口味的芝士，看着这些食材的“卖相”就已经让人胃口大开。据说，不少摊

贩都已经是几代经营了，他们和附近的农田牧场都保持了长期良好的关系，所以总能预先获得最

好的食材。

(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中央市场十分欢迎游客，一些小店甚至会主动邀请游客试吃，就算不买也无所谓。据说，连当地

的厨师或者食品店的老板都喜欢带着他们的顾客游览中央市场，为他们介绍食材的来源和用途等

，让顾客了解每道菜背后厨师的心思和含义。记得一定要品尝一下海鲜店的新鲜生蚝，无需添加

任何佐料，生吃就能品尝出难得一试的鲜美，淡淡的海水味让生蚝的肥美更加突出。

在中央市场里，还有不少特色店铺，其中有一家名为WaterWorld的小店颇有意思，店里售卖近百

种不同的矿泉水，各式各样漂亮的瓶子装着含有不同矿物质的水，十分赏心悦目。据说不同的水

含有不同的矿物质，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口味选择自己喜欢的水，能让你在店里耗费一段时间呢！

而另一家摆卖着上百种乳酪的小店，则是乳酪爱好者的最爱，这里有俊男美女的服务员为游客提

供奶酪试吃以及鉴赏课程，正是现在流行的所谓“edutainment”，将娱乐和教育结合为一体，更

增添了旅程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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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广阔的南澳丛林中徒步旅行

南澳大利亚州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拥有数千公里有清晰标识的小道，这些林中小道穿过了壮丽的

景区和原生植物群落。在阿德莱德附近洛夫蒂山脉有许多适合不同人群的徒步活动，包括在Belair

国家公园和Morialta Conservation Park保护公园区中的活动。

(图片由网友 @私奔到月球 提供)

在这些丛林小道中最著名的当属长达1200公里的黑森小道了，这个以南澳大利亚著名画家汉斯.黑

森的名字命名的小道，盘绕在洛夫蒂山与弗林德斯山脉的山脊。这条小道经过了全州风景最好，

最具历史意义的地区，并穿越全州最美的两片保护区Mt Remarkable 山以及弗林德斯山脉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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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条线路设计长度很长，但沿途有不少入口，使得它很适合半天或全天的徒步旅行。每年1

2月至次年4月间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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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德莱德的景点

   

1、南澳大利亚美术馆(Art Gallery of South Australia)

无与伦比的南澳大利亚美术馆展出了澳大利亚艺术史上众多大师们的作品，还拥有珍贵的国际性

收藏品（包括罗丹的作品），并举办各种短期展。如果有时间应该每过几天就来这里看一下。当

然如果时间有限，那么就不妨只在Elder

Wing参观一下殖民时期的藏品和澳大利亚风光展（Australia Federation Landscapes)。 

南澳大利亚美术馆(图片由网友 @悟空回来吧 提供)

电话：8207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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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10:00-17:00

价格：免费

地址：North Tce

网址：www.artgallery.sa.gov.au

   

2、南澳博物馆（South Australian Museum)

迷人的展览包括澳大利亚自然历史展，鲸类展，以及南极探险家Douglas Mawson爵士的生平展（

展出有当年探险的影音资料）。令人神往的土著文化馆内展出了库龙和墨累河下游Ngurunderi人

祖先在梦幻时代(Dreamtime)的故事以及墨累河是如何产生的。 

(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电话：8207 7500

价格：早&午  10-15澳元

网址：www.samuseum.sa.gov.au

   

3、移民博物馆(Migratio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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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州立博物馆的边上，讲述了移民们是如何从世界各地来到南澳大利亚地区创建新的家园。数

据库里有100多个民族的资料，并有不少令人心酸的个人故事。 

(图片由网友 @私奔到月球 提供)

电话：8207 758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7:00，周六周日13:00-17:00

地址：82 Kintore Ave

网址：www.history.sa.gov.au

   

4、黑氏巧克力店（Haigh‘s Chocolates)

黑氏巧克力厂是专业的巧克力制造商，游客可以参观整个工厂，一睹巧克力生产的整个过程，可

以品尝令人垂帘欲滴的的样品，但去参观前一定要预约。这里是目前全世界仍然使用可可豆直接

制作巧克力不多的工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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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372 7077

价格：免费参观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30，周六9:00-17:00

地址：154 Greenhill Rd

网址：www.haighschocolates.com

   

5、北大街（North Terrace)

北大街有时候称为“文化大道”，整条街绿树成荫是阿德莱德最重要的文化宝藏聚集地。它是艺

术、历史、知识的核心地带，同样也是人们活动的中心区域。加入到他们当中，不仅要走进庄严

的机构，还要踏入这里的庭园、纪念公园、雕像与艺术水景旁边去，或到小餐馆与咖啡馆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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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私奔到月球 提供)

电话：8223 2713

地址：North Terrace，Adelaide SA 5000，Australia

   

6、阿德莱德动物园（Adelaide Zoo)

动物园中饲养者1400多只本土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动物，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最吸引人

的要数这里的南澳热带雨林展区。可以从Pop-eye的节日中心前的老年公园坐船直接进入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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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里的中国国宝(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电话：8267 3255

价格：成人/儿童/家庭 18/10/52澳元

开放时间：9:30-17:00

地址：Frome Rd，North Adelaide

网址：www.adelaidezoo.com.au

   

7、格累尔(Glendlg)

格累尔是阿德莱德著名的海滩，在那里可以享受SPA，出海巡游，甚至可以与海豚一起游泳。“

魅力航海”，“Temptation Sailing”公司组织的海豚之旅，都可以提供与海豚亲密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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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俯视图(图片由网友 @私奔到月球 提供)

这里又被称为“海湾”，海滨可怕的摩天大楼俯瞰着下面的门庭若市的露天咖啡馆一条街，这条

街一直延伸到海水十分温暖的海滩。海滩是非常理想的散步地点。可以从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广场

乘坐古老的有轨电车连词一览日落时的美景。

交通：从阿德莱德的高楼大厦群驱车仅20分钟即可到达格雷尔的海滩。

   

8、布莱德曼收藏展

布莱德曼先生大事记简要回顾了这位天才板球选手辉煌的职业生涯，所展出的物品均是由布莱德

曼生前所捐赠的，看着这些展品，布莱德曼先生的崇拜者们将会泪湿衣襟。参观一下爵士当年使

用过的球拍，球拍一一见证了他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电话：8207 7595

价格：免费

地址：Institute Bldg，North Tce和Kintore Ave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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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亨利海滩

比起格雷尔来要小，但是气氛很棒，并更富有当地特色。此外这里还有海边最好的酒吧。在这里

游人可以很悠闲地逛逛阿德莱德港附近奢华的商店和博物馆。这里有三家博物馆，分别是海事博

物馆、国家铁路博物馆和南澳航天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悟空回来吧 提供)

交通：从Gremfell St和Currie St街乘坐130至137路公共汽车可以前往。

   

10、老阿德莱德监狱

该监狱建于1878年，于1988年停止使用，展出一些自制的越狱工具。想自己浏览的游客可听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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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而导游服务是上午11点和中午以及周日下午1点。陪同导游需要预约。

(图片由网友 @私奔到月球 提供)

电话：8231 4062

价格：成人/学生 8/5.5澳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1:00-17:00，周日11:00-15:30

地址：18 Gaol Rd，Theb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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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味阿德莱德特色美食

阿德莱德被认为是美食、佳肴、户外用膳和舒适生活之城，拥有高级的餐馆和上等的美酒。这里

是澳大利亚所有城市中餐厅数目和人口数目比例最高的，而且相比之下，阿德莱德的饮食消费将

比澳洲其他大城市，如墨尔本或悉尼等少约20-50%。 

意大利菜

这里有多种风味的料理，如：中国烹饪、日本料理、意大利餐、马来西亚饭和斋菜。太平洋岸著

名的“联合料理”是传统的德国料理，主要使用海鲜，上个世纪的德国移民留下了这道独特的菜

肴。

在O'Connell Street，超过40间各式餐厅、咖啡厅可以提供多种选择，游人可一边在露天餐厅欣赏阿

德莱德的景色，一边享受美酒佳肴。如果想多试其它美食，Rundle

Street云集世界来自如希腊、泰国、美国及现代澳洲的美食。到阿德莱德又怎少得海鲜，沿着

Hindley Street或在Victorian buildings，便可找到理想的美味。在Gaucho's街上到处是餐馆，供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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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菜到阿根廷菜的各式美味佳肴。

当地的风味佳肴：桉树熏袋鼠肉，金枪鱼，鲑鱼，鳕鱼，纽西兰鲷鱼，鲨鱼，长嘴硬鳞鱼，岩石

龙虾，鲍鱼，生蚝和小龙虾等。到了阿德莱德一定要抓紧时间细细品尝。 

作为一个酒类高产量的地区，阿德莱德的山区出产的酒包括夏多娜白葡萄酒(Chardonnay)、希哈

红酒(Shiraz)和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

推荐餐厅：

市中心

Gouger St 街与中央广场(Central Market）

当游人来到这条街的附近，只会剩下一件事情需要做，那就是好好的大吃一顿，这里到处都是美

食，绝对不会让人失望—从阿根廷菜到越南菜，还有其他任何地方的风味。

中央市场（Central Market）

这里是阿德莱德主要的市场，靠近维多利亚广场，有各种美食，价廉物美。想要购买新鲜的肉类

包括海鲜和禽类，请前往Angelakis Bros.紧邻市场西边的是中国城，无数忙忙碌碌的餐馆（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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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里面坐满了喝着浓汤吃着面条的食客，他们都吃得心满意足。 

(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地址：Gouger St和Grote St交叉路口

营业时间：周二7:00-17:30，周四9:00-17:30，周五7:00-21:00，周六7:00-15:00

Mesa Lunga

有谁不喜欢餐前小吃？即便你不喜欢，那么尝过蒜泥蛋黄酱串烧贝壳或小鱿鱼配以填料荷兰芹、

鸡蛋和finos淡色干雪利酒后你或许会改变看法。用Sangria汽酒配着美味。

电话：8410 7617

价格：餐前小吃4-10澳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午餐，周二至周日晚餐

地址：Gouger St和 Morphett St 交叉路口

Drift Cafe

一间时髦的素食餐馆，朴实但感觉很好，供应汉堡（如巨型素汉堡包、香蒜酱、鳄梨、西红柿干

、烧茄子、新鲜豆芽、腰果和有机生菜）、沙拉、意式脆面包片和素式卷，偶尔还有咖喱和比萨

饼。

电话：8212 0711

价格：主菜5.5澳元-11.5澳元

地址：270 Morphett St

东区（East End)

Rundle St 街的东端(Rundle Mall商业街附近）及它的支路一带有许多不错的露天小餐馆和餐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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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艺品和家具店以及成衣店。

Sprouts

素食者和严格素食者的乐园—到这里你就有伴儿了。这是一家小小的、独具特色的餐馆，门口醒

目地写着各种食草类动物的名字。这里供应阿卡迪亚风味的辣豆腐以及蘑菇卷。 

电话：8232 6977

价格：主菜14-19澳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 午餐，周二至周六晚餐

地址：39 Hindmarsh Sq

Austral

在这里喝完一杯啤酒后，你会感觉自己像个当地人。高高的天花板，简单的座椅，简谱的墙壁和

木质地板围绕着长长的吧台，当欢快的现场音乐旋律奏响时，脚尖跟着音乐节拍走的感觉真好。

这里供应的美味包括Coppers啤酒炸薯条和浸泡过牛汁和鲜橙汁的地中海炸羊扒。周末还提供餐前

小食。

电话：8223 4660

价格：主菜15-26澳元

地址：205 Rundle St

西区（West End)

阿德莱德最初的“罪恶之地”，是城里艺术家的聚集区，在灯光闪耀的酒吧之中有不少美味的餐

馆和好玩的俱乐部。

                                               37 / 65



�������

阿德莱德攻略
Worldsend Hotel

这件有些脏乱的酒吧有着昏暗的吧台，明亮的用餐区及朴实的酒吧花园，为各种游客提供便宜的

酒吧食品。整个下午都供应食物，还提供甘醇的James

Squire啤酒。两人份的海鲜拼盘售价为45澳元。 

电话：8231 9137

价格：酒吧餐食8-12澳元，餐厅主菜13-25澳元

地址：208 Hindley St

市中心附近

Spats

这是一个每天营业到深夜的地方，在这里客人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里，可以品尝极棒的产品

、热巧克力以及利口酒吧咖啡。此外还可以点一杯久负盛名的南澳大利亚葡萄酒。

电话：8272 6170

价格：甜品9澳元

地址：108 king William Rd，Hyde Park

Good Life

在这两家闲适而独特的姐妹比萨饼店，有机比萨饼会以创纪录的速度被销售一空。薄薄的面饼配

上厚厚的可口馅料，如新鲜辣椒和罗勒配Spencer

Gulf大虾，想象一下用香菇和春葱生姜只配烤鸭。要提前预定。

电话：8223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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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比萨饼14.5-24澳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午餐，每天晚餐

地址：170 Hutt St

北阿德莱德（North Adelaide)

Melbourne St 街和O'Connell

St街上有许多高质量的小餐馆和餐厅。这两条大街是通向市区的要到。

Kwik Stix

这家餐厅会让偏好亚洲菜的游客大饱口福（包括马来西亚菜、越南菜和日本菜），并且价格非常

便宜。包括炒菜，炭烧和铁板类的菜肴，如越南柠檬草虾。还提供儿童主菜，售价5澳元。

电话：8239 2023

价格：主菜9-14澳元

地址：O'Connell St

Archer

这是一家当代澳大利亚餐馆，提供许多色味俱全的肉菜，它有着一些解构主义特色。这里长长的

酒单列出了许多南澳地区的美酒。酒吧里有汉堡包、咖喱和烤肉，这里还有维多利亚和西澳的生

啤。

电话：8361 9300

价格：酒吧菜单10-16澳元，主菜25-30澳元

开放时间：午餐和晚餐

地址：60 O'Connell St

Royal Oak Hotel

在这里可以靠在一张老式汽车的后座上，看着墙上挂着的铜管乐器，享受这个极具澳大利亚乡土

氛围的折中主义怀旧酒吧。这里有现场音乐演出，主要是爵士乐。菜肴价格并不便宜，但有一些

精美菜式，如霸王蟹面和小牛肉火腿鸡胸卷。

电话：8267 2488

价格：主菜19-23澳元

开放时间：周六和周日早餐，周三—周日 午餐，周二—周日晚餐

地址：123 O'Connell St

格莱内尔格与海滨郊区

格莱内尔格的Jetty Rd 路和码头有许多餐馆，制作不同的菜肴，你可以到处逛逛，挑选自己所喜欢

的。亨利海滩的广场总是一派生龙活虎的气象，它的周围有许多时尚的小餐馆。

Cafe Zest

这个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画廊兼餐馆，气氛轻松，这里的主人一直都对当地艺术社区提供帮助，试

试独创的早餐和Hell's Eggs，让你精神抖擞地迎接一天的开始。对于午餐，经典的菜式是带着美味

沙拉或填料的法式面包、面包圈和土耳其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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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295 3599

价格：早餐5-10澳元，午餐主菜7.5-13澳元

地址：2A Sussex St，Glenelg

Rickshaws

快捷、简单、这里供应价格低廉的亚洲美食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印度的菜肴。坐在窗口柜台

前使用或要求外带。

电话：8375 0629

价格：主菜15-20澳元

地址：Stamford Grand，Moseley Sq，Glene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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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阿德莱德的住宿

阿德莱德游览起来很方便，所以住到中央商务区外围是个不错的选择。12月至1月之间，海边的宾

馆房间都要预定，到了学校放假的日子，房价会上涨不少。

经济形

一些市里的酒吧都有房间，但市中心的旅舍是最超值的。

青年旅社（Hostels)

Cannob St Backers

每个城市都需要一个这样的背包旅社：一个兄弟会式家庭风格的聚会场所，最有名的是它的背包

客酒吧。这里开放式仓库的氛围令人感觉有些不悦；如果你厌倦了酒吧，想出去转转，可以看看

提示板上写的阿德莱德周围可做的101件事。布告牌上还有关于露营租赁、前往全国各地的搭便车

机会和工作的信息。

电话：1800 069 731，8410 1218

价格：19-22澳元

地址：110 Frankin St

网址：www.cannonst.com.au

My Place

那些大型而正统的旅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里令人宾至如归，距离酒吧和Light

Sq广场夜生活区只有几步之遥。旅舍内设有一个舒适的电视房、桑拿以及一个长满植物的露台， 

你可以在上面懒懒地消磨时光。在晚上热情的服务人员会带你到当地的酒吧玩玩—特别适合单独

的旅行者。这里还提供六人间的宿舍，并请注意：夏天不设双人间。出租自行车每天10澳元。

电话：8221 5299

价格：宿包早餐 24澳元，双包早餐&电视57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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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57 waymouth St

酒店

Hamoshire Hotel

就在唐人街的斜对面，该旅馆欢迎同性恋者光临，提供简朴、公用设备的四人间宿舍，每周二至

周六这里有各种娱乐表演，房间里没有安装空调，但配有电扇。

电话：8231 5169

价格：宿/双 无浴室22/65澳元

地址：110 Grote St

Princes Lodge Motel

位于一所古老的大楼里，可以眺望林地与阿德莱德丘陵，该旅馆建于1913年，有一种庄严褪去之

后和平和的气氛。这是一家非常划算的旅馆，提供各种类型的房间—没有两个房间相同，较贵的

房间配有浴室，而最贵的房间则配有翻修一新的浴室。选择楼上的房间可以欣赏到不错的景观。

电话：8267 5566

价格：单51-82澳元，双71-92澳元

地址：73 Lefevre Tce

网址：www.princeslodge.com.au

中档

这个档次的汽车旅馆一般都是准四星级的，房间里有电视和冰箱，有的可能还有微波炉。它们多

分布于市区东南部，沿着Glen Osmond Rd路一带，这里一般称为”汽车旅馆一条街“，所以有时

会比较吵，如果你想住在特别安静的地方，那请考虑到绿树成荫的北阿德莱德去，它在市中心向

北2公里处。

公寓（Apartments)

Greenways Apartments

说实话，这些公寓已经过了兴盛的时期，但是如果你极为反感亮的合金，开放式平面布置，死板

功能性的21世纪居所，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会投你所好。我们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公寓。此外，你还

能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样一个既能靠近市中心，又如此便宜的居所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

电话：8267 5903

价格：1/2/3卧室公寓 95/12/170澳元

地址：45 King William Rd

网址：www.greenwaysapartm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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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 on King William

这些一尘不染的公寓客房地理位置极佳，方便游览市中心，这里还靠近中央商务区，是商务旅客

的理想之选。小型公寓配有小厨房，而两居室公寓则配有设施齐全的厨房，有洗衣房并且还可以

享用无线因特网接入。

电话：8217 5000

价格：1/2卧室公寓 195/260澳元

地址：82 King William St

网址：www.questonkingwilliam.com.au

汽车旅馆和酒店

Festival City

尽管它的老式房间不像周围其他旅店的房间那样属于精品，但是这里的房价合理，地段优越，它

对面就是一个赌场，到节日中心也就几步路。尽管选择建筑物后面的房间，那里较为安静。

电话：8212 7877

价格：单/双/三 90/11/0135澳元

地址：140 North Tce

Hotel Richmond

这件时尚的酒店位于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宏伟建筑物内，有着装潢简约但精致的客房，内设

超大床、大理石浴室以及美式橡木和意大利式家具。酒店还配有少见的开放式窗户。房间包含早

餐费，电影和报纸费。

电话：8223 4044

价格：双140澳元起

地址：128 Rundle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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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otelrichmond.com.au

高级

高级的宾馆大多位于市中心。其中的大部分在周末时期都提供全包优惠价。这时的放价要比周中

便宜一些，去旅游前最好先登录一些提供酒店折扣的网站（比如www.needitnow.com

)，这些网站都一般提供较大的优惠，一般来说12岁以下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住。

Rockford Adelaide

这是一家现代化的精品宾馆，里面的房间装饰风格温馨有自然，有巧克力般的丝滑美感。除经济

双人间以外，其他房间都免费提供浴袍，香槟和巧克力。靠河边的房间还有阳台，客人都使用附

近的健身房。

电话：8211 8255

价格：双120起，SPA套间180澳元起

地址：164 Hindley St

网址：www.rockfordhotels.com.au

Stamford Grand Hotel

这是一座豪华的酒店，大楼紧邻海滩，可以远眺圣文森特海湾，入住其中真的是非常享受。

电话：8376 1222

价格：街景/海景 150/200澳元起

地址：Moseley Sq，Glene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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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阿德莱德的夜生活

酒吧

尽管情况时有变化，但在西区与Light Sq广场你应该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夜店，去酒吧、餐馆或者音

乐商店里拿一本《洋葱》杂志，上面有“舞蹈新闻和重磅评论”。

HQ Complex

这里是阿德莱德最新的酒吧和现代音乐场所，位于古老的Heaven综合楼，内设足够多的包间，周

三是20世纪70年代人的魅力之夜，而周六个5个房间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声音和光影则是令夜总会

老友们乐此不疲的玉液琼浆，并成就了城市中的最大型的舞会之一。

电话：7221 1245

地址：1 North Tce 交叉路口

网址：www.hqcomplex.com.au

Savvy

酒吧贵宾区装修一新，充满着新鲜感，伴随着宜人的的音乐饮下浓烈的鸡尾酒。周五的音乐主题

是欢乐新潮，周六播放House音乐，周日则是Groovin’down。

电话：8221 6030

地址：149 Way Mouth St

电影院

查阅一下Aderiser的娱乐版，看看城里面最近上映什么电影。电影院在周二都有优惠。

                                               45 / 65

http://www.hqcomplex.com.au


�������

阿德莱德攻略
新星电影院

这里都上映独立制作的新片、文艺片以及外国影片，也上映了一些主流电影。

电话：8232 3434

价格：成人/优惠 15/11澳元

地址：251 Rundle St

月光电影院

每到夏季，人们准备好野餐食品和驱蚊剂，在星光的照耀下坐在草地上去欣赏一部部景点 电影。

电话：1300 551 908

价格：成人/优惠 14/10

营业时间：12月中旬—2月中旬

地址：Adelaid Botanic Gardens，Hackney Rd

现场音乐

想让自己从头到脚都激动不已吗，去街上拿一本免费的Rip it Up或者db—在唱片店、旅馆、餐馆

和夜总会都可获得，里面列出了在城里演出的各个乐队的DJ，还有关于他们的评论。一些具有专

业精神的网站上提供了及时更新的音乐信息。如阿德莱德的爵士乐演出（

www.jazz.adelaide.onau.net），阿德莱德交响乐团（电话：8223 6233，www.aso.com.au)。

(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Grovernor Hidmarsh Hotel

现场音乐爱好者在去城里时应该询问一下“总餐”饭店里有什么演出。这里有经常当地及国际级

传奇乐手的表演。另类的爱尔兰小提琴乐队在这里的酒吧演出，在后面还有另一个演出场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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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爵士、蓝调、萨尔萨、雷鬼及舞曲的演出。为什么这么大的地方能够如此热闹并活力四射，

自己去找答案吧。

电话：8340 0744

地址：59 Port Rd

网址：www.thegov.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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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阿德莱德购物的天堂

阿得莱德绝对是购物狂一生必到的圣地，在高尚的东部市郊，最新时装及家居用品绝对物有所值

；市中心则有各式精品名店及名牌时装店，在蓝道街上已有超过550间零售商店，而市区威廉国王

街更是全澳洲最精致设计师小店的集中地。如果要搜罗最新唱片或潮流街头打扮，就谨记到韩得

利街或蓝道街朝圣。

另外，要选购城中最新鲜的农产品，一定要来阿得莱德中央市场。这是南半球最大的有盖食物市

场，里面熙来攘往，囊括各式生果蔬菜及小食，保证能令你乐而忘返。

主要购物地点：

伦德广场（Rundle Mall）

它是一处由户外咖啡厅、树林和现代雕塑组合而成的风情街。这里有750间百货公司、品牌服饰店

、书店和超市，也有可供娱乐参与的游行等项目。如果你想买些特别的物品，在Rundle Street

East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时装店和书店。

中央市场

中央市场位于Gouger Street，这里有世界各式美食云集，未吃先闻其香，令人难以抗拒。 可购买

物品：南澳蛋白石和葡萄酒，Haigh巧克力，水果干或腌制水果，手工艺品，Jurlique和Janesce护肤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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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阿德莱德的交通

   

1、如何到达和离开

飞机

阿德莱德机场就位于市中心以西8公里处（5英里），是澳大利亚最具现代化、最新和最有效率的

机场，它于2005年10月开始使用，按计划每年可以接受540万旅客，可以服务新的A380空中客车，

可以同时装卸27架飞机，每小时可以接待3000游客。从悉尼到阿德莱德需要1小时10分钟，从墨尔

本到阿德莱德需要40分钟。Qantas（电话：13 13 13，网址：www.quantas.com.au，地址：144 North

Tce)和Virgin Blue(电话：13 67 89，网址：www.virginblue.com.au)

两家航空公司经营阿德莱德至其他大城市及主要中心地区之间的航班。

乘出租车到阿德莱德机场要另收2澳元的税。从市中心打出租到机场，平均车费为17澳元。SkyLin

k交通车在机场、市区以及州际铁路站之间运营，单程票价为7.5澳元

火车

阿德莱德的洲际火车总站在Keswick和Railway Tce

街，就在市中心的西南面。SkyLink（电话：08-8332

0528，网址：www.skylinkadelaide.com

，订票：7:00-20:30)，为预先订票的旅客提供机场到市中心的班车。

Great Southern Railway

这家公司经营所有出入南澳地区的铁路线路。只要有相应的证件，背包客们可以获得很大的优惠

（大约50%）左右，以及很便宜的六个月通票450澳元。

电话：13 21 47，08-8213 4444

网址：www.trainways.com.au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7:30-20:00，周六8:00-18:00，周日9:00-17:00

长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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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长途汽车通常来说是从一地至另一地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并且汽车公司有比铁路覆盖更广的

网络。所有州际与区域间长途汽车的始发与终点站都是位于阿德莱德富兰克林大街的中央汽车站

（Central Bus Station）。许多公司都提供便宜的跨州旅游线路。（电话：8415 5533，地址：10-111

Franklin St)

Firefly Express

上午8点及晚8点30分有从阿德莱德发往墨尔本的班车。（65澳元，11小时）

电话：1300 730 740

网址：www.fireflyexpress.com.au

澳大利亚灰狗汽车公司（Greyhound Australia）

这家公司有阿德莱德至墨尔本（60澳元，11小时）；经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或伦马克(Renmark

）至悉尼（165澳元，25小时）；以及至艾丽斯泉（250澳元，21小时）的各趟班车。本国学生及

留学生、贵宾卡或Nomads卡持有者，及14以下的儿童可以打九折。

电话：1300 4739 46863

网址：www.greyhound.com.au

   

2、市内交通

公共交通：

阿德莱德城市信息中心（Adeladide Metro Information Centre)

这里有时刻表，并预售包括公共汽车、火车以及去往格莱内尔格的有轨电车在内的车票。你也可

以在车上买票，在火车站售票处买票，或是在路边小食品店和报亭买票。有全日票（7.2澳元），

也有两小时票（高峰时时段3.8澳元，非高峰时段2.3澳元）。火车票可以从车上的自动售票机里买

，也可以在火车站售票处买。上午9点以前及下午3点以后是高峰时段。蜜蜂线和城市环线是免费

乘坐的。

电话：8210 100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8:00，周六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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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King William St和Currie St 交叉路口

网址：www.adelaidemetro.com.au

Wandering Star Service

这家公司可以在指定的地点或夜总会接上车，然后把客人送到市郊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了阿德莱

德丘陵、格莱内尔格以及Marion Plaza广场的各个夜总会。(电话：8210 1000）

先进的新型有轨电车穿梭于Moseley

Sq广场与维多利亚广场之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50分，大约每15分钟一班.

 旅人提示：有轨电车现在正在延伸扩建中，将由King William

St继续向北，最后进入敖德莱德火车站。

出租车：

阿德莱德市里到处都有出租车，实在找不到也可打电话提前预约。这里提供两家出租车公司的联

系方法，Adelaide Independent Taxis（电话：13 22 11）以及Suburban Taxi （13 10 08）。

自行车

游客或者市民可以从市内的Bicycle SA（电话：8232 2644， 地址：46 Hurtle Sq）免费租用自行车2

小时。超过2小时的话，每小时的租费为6澳元或日租费为25澳元。也可以在另外一家名为Glenelg

Cycles （电话：8294 4741，地址：754 Anzac

Hwy，Glenelg）的公司租用自行车，这里的费用为每天30澳元。

租车

这对于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的租车公司不准许将租用的

车开到袋鼠岛(Kangaroo Island）。在比较便宜的公司，租车的费用一般是每天25澳元起。

Acacia Car Rentals

价格便宜，在方圆100公里以内可以租赁。

电话：8443 3313

地址：91 Sir Donald Bradman Dr，Hilton

Wicked Campers

这是一家租赁野营扎寨车辆和装备的公司，一辆基本装备的露营车租赁三周的价格在每天40到60

澳元之间，价格会随着季节的不用而变化，租用时间越长价格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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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00 246 869

网址：www.cutprice.com.au

Show & Go

这家公司位于城市西南21公里处，有小轮摩托车（每天66澳元起），还有摩托车，排量从250cc（

99澳元起）至1000cc（199澳元起）供游客租用。要租用小轮摩托车的话需要驾驶执照，租用摩托

车需要正式的摩托车驾驶执照，租用250cc摩托车学员执照也可。

电话：8376 0333

地址：236 Brighton Rd，Somerton Park

网址：www.showandgo.com.au

Access Rent-a-car(电话：1800 812 580，8359 3200 地址：60 Frome St

                                               52 / 65

http://www.cutprice.com.au
http://www.showandgo.com.au


�������

阿德莱德攻略
  

十、阿德莱德行程推荐

   

1、阿德莱德市内两日游

早上出发后在中央广场吃早餐，如果城里正在举行节庆活动的话就去参加吧，好好玩玩。或者可

以进行徒步游参观市容，欣赏一下沿途的艺术品和展览会。可以在国家酒业中心逗留一下—当然

这是为了学习知识。然后在Good Life 比萨饼店饱餐一顿美味超绝的比萨饼，最后在Governor

Hindmarsh Hotel 听现场音乐。

第二天，去参观Jam Factory Craft &Design

或是布莱曼收藏展之后参观Haigh’s巧克力游客中心，最后坐上有轨电车去格莱内尔格。

   

2、南澳大利亚四日游

在二日游的基础上，可以去中央广场一饱口福，然后去阿德莱德丘陵，麦克拉伦谷或是巴罗萨山

谷这样的美酒产地，第二天去参观南澳大利亚博物馆，以及坦达亚一国家土著文化研究院，最后

在城市中心最好的酒吧里消磨假日时光。

   

3、南澳大利亚精品8日游

第一天:北京—悉尼

下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合，飞往澳洲风情城市悉尼，晚宿于飞机上。       

第二天：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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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机抵达后，驱车前往悉尼以西100公里的著名景点—世界自然遗产【蓝山】(约90分钟). 这里的桉

树挥发的油滴在空中经折射呈现蓝光，所以得名蓝山。蓝山无论是云雾蒙蒙,还是阳光当头，总是

被一层淡蓝色遮蔽，显得异常美丽，亦透着神秘。您可乘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近【90度平行缆车

】进入蓝山深处，漫行于热带雨林中。最后乘上【SKYWAY缆车】横越原始山谷和眩目瀑布，通

往享誉世界的【三姐妹峰】。下午返回悉尼，前往【2000年奥运村】参观。 晚上夜宿悉尼

第三天：悉尼

早餐后，参观悉尼最著名的地标建筑【悉尼歌剧院】，歌剧院美丽的外景与周围的景致美轮美奂

！接着去【皇家植物园】、发现闻所未闻的植物。期间途径悉尼最美观景点的【麦考利夫人长椅

】，届时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尽收眼底。中午前往悉尼著名的海鲜【鱼市场】体验海鲜

美味。鱼市场里生蚝，鲜贝应有尽有！下午游览悉尼【邦迪海滩】，邦迪海滩的名字意思是海水

拍岸的声浪，海滩长达1公里，是澳洲最具历史的冲浪运动中心，是澳洲传统冲浪救生训练基地。

更有别具特色的双湾、玫瑰湾（途径）等着您。晚上夜宿悉尼

第四天：悉尼—阿德莱德

早餐后乘机飞往阿德莱德。班机抵达后，进行市区观光。将搭乘游览车前往南澳第一登陆港葛莱

尼欧(Glenelg)，街道各式各样的商店，餐厅及欧洲式咖啡厅。与1836年登陆的其中一艘帆船(Buffal

o)照相，逛新开发高级商业及住宅区, 项目还包括唐人街、维多利亚广场、威廉国王大街、闻名澳

大利亚的【黑氏巧克力工厂】，步行街、博物馆、美术馆及圣彼得教堂,莱上校了望台,商业街和植

物园.中午在当地餐厅享用精致丰富德国猪手香肠午餐。之后前往【阿德莱德山】上眺望阿德莱德

市全景，草莓园及前往德国文化村--【汉多夫】，宁静小镇寻宝，当地有不少精巧趣制，然后在

当地餐厅享用中式晚餐。晚餐后返回酒店休息。  

第五天：阿德莱德

早餐后出发至【野生动物园】(喂袋鼠,抱考拉熊,并与可爱的考拉熊一起拍照)，之后前往参观风景

优美的水坝,看着蓝天，白云，绿树让你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宽阔心情.午餐后参观手工制大橡木桶，

酒窖并了解葡萄酒的制造过程及品尝不同的红白葡萄酒，之后参观【回音壁】，随后在当地餐厅

享用西式炸鸡排餐+自助色拉，午餐后参观【熏衣草农场】并品尝一杯新鲜的勋衣草茶，之后参

观【杰卡斯酒庄】、澳洲最著名的【奔富酒庄】。之后回酒店休息。

第六天：德莱德—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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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机抵达开始墨尔本市区观光：首先游览的是墨尔本着名的【旧国会大厦】建筑美轮美奂，别具

风格。再驱车前往墨尔本【皇家植物园】，花园以19世纪园林艺术布置，内有大量罕有的植物和

澳大力亚本土特有的植物，是全世界设计最好的植物园之一。随后前往【库克船长小屋】参观留

念。乘坐墨尔本【有轨电车】，不同角度观赏墨尔本市区特色建筑。再游览澳洲最大的罗马天主

教堂【圣派区克大教堂】，南半球最大最高的天主教堂。 

第七天：墨尔本—大洋路—墨尔本

早餐后出发，大约一小时到达维多利亚洲第二大城市吉浪，一路上看到很多由艺术家JAN MITCH

ELL绘制可爱的人像，随后经过TORGUAY-大洋路的起点，前往坎贝尔港。坎贝尔港是大洋路的

沿线小镇，到处都是千万年来大海与陆地造就的杰作。其中【十二门徒岩】是最气势磅礴的一个

景点，他们原是石灰岩的一部分，经过2000万年的长年累月的巨浪拍击、风吹雨打形成。现在的

十二块石头仅剩八块了，在2005年的7月3日其中一块45米高的大岩石瞬间分崩离析。能在十二门

徒完全崩塌前欣赏到这一壮阔美景才不为是一件憾事！【伦敦桥】也是不的不看的一大美景。它

原来只是一个大海崖，海浪将崖底穿透，使得这座崖变成一座双桥孔的大陆桥，在1990年，大桥

被海水冲垮，海崖从此离开了大陆，只剩下一个桥孔伫立在海上，大家称这里为伦敦桥，妙用英

国童谣“伦敦大桥垮下来”。下午返回墨尔本。   

第八天：墨尔本—北京

搭乘国际航班返回北京，结束愉快的南澳阿德莱德精品8日游！        

   

4、澳大利亚、新西兰全景12日

第1天 北京-新加坡

从北京首都机场集合经新加坡转机飞往澳大利亚著名城市：布里斯班，夜宿飞机上。

第2天 新加坡-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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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的首府，更是昆士兰州的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抵达后首先游览：

【袋鼠角】袋鼠角是个观看整个布里斯班城市风光和河流风光的观光点。由于布里斯班河流经这

儿时正好是个U字形， 整片城市风貌以超广角呈现，相当壮观。

【南岸公园】为1988年世界博览会的旧址，市民会在假日时观看广场上街头的表演，是享受亚热

带气候的好去处，也是每年各式庆典活动中心，观看跨年烟火之地！

【布里斯班市政厅】它以前是布里斯班市政理事会的总部，现在称为市政中心。市政厅的门庭有

很多立柱，非常雄伟，顶部高插云霄的市政厅钟塔，深具南欧风情。它高106米，仍保持着澳大利

亚钟塔之最，非常壮观。

之后前往旅游度假胜地—黄金海岸，游览：

【滑浪者天堂】这里有明媚的阳光、连绵的白色沙滩、湛蓝透明的海水、浪漫的棕榈林，可以在

连绵白洁、充满阳光的沙滩上留下双双足印，尽享沙滩的魅力，感受浪漫与阳光。

第3天 黄金海岸-布里斯班

今天继续出发，吃过早餐后游览：

【梦幻世界】，梦幻世界闻名全球的游艺设施堪称精彩绝伦：有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最高的“

自由落体”；有南半球速度最快的“恐怖之塔”；还有让你不断惊声尖叫的“魔爪”等等。无论

是在动感十足的活动中尖叫，还是在色彩缤纷的中心拍照，都一定会使你们一家大小兴趣盎然。

在这里您可观看到精彩的剪羊毛表演和野生动物，同时您还可尽情享用园内各种惊险刺激的娱乐

设施和丰富多彩的节目。

【鹰高艺术小镇逛街】，小镇上新奇的花坊、手工艺术品、黑森林咕咕钟小屋⋯等新奇的商店、

供您仔细的品味与寻宝，或者找一间浪漫的咖啡厅，悠闲地喝杯咖啡，来趟澳大利亚式轻松惬意

的生活！

下午返回布里斯班。

第4天 布里斯班-悉尼-卧龙岗-悉尼

早乘机飞往悉尼，抵达后，沿蓝色海洋路驱车前往卧龙岗，可以欣赏到：

【Sea Cliff

Bridge】是蓝色海洋路最漂亮且别具特色的一段，长达665米的架空天桥，可欣赏到太平洋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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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inmer海滩】，参观全新南韦尔斯州最洁净的海滩，这里的沙质细白，海水碧蓝，年轻的情

侣们更是为这处海滩添色不少。远处巨浪拍打黑黑的礁石激出的朵朵浪花，就象一幅幅的艺术作

品，力量与美尽现其中。

【Flagstaff Hill】可于卧龙岗海港灯塔拍照留念，享受宁静优美的环境。

【Kiyama

天然喷水柱】当海水从东南面的海洋涌进，便会形成高达60米的天然水柱，令人叹为观止。

【南天寺】南半球最大的寺庙。

之后返回悉尼市区。

第5天 悉尼

早餐后，进行悉尼市区游览：

【海德公园】对于仅200多年历史的澳洲来说，应该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公园。作为伦敦式样的典范

，那大片洁净的草坪，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柔和的丘陵和亚奇伯德喷泉，都是游人们流连忘返

的地方。

【圣玛利亚大教堂】它是悉尼大主教的所在地，建于悉尼第一个天主教堂的旧址。大教堂是由当

地的砂岩建成，“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是欧洲中世纪大教堂的建筑遗风。它始建于1821年，而天

主教神父正式来到澳大利亚是在1820年，因此圣玛利亚大教堂又被称为澳大利亚天主教堂之母。

【麦考里夫人椅子】

第6天 悉尼

早餐后，继续我们的悉尼游览：

【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全国表演艺术中心，它矗立在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市贝尼朗岬角上

，紧靠着世界著名的海港大桥的一块小半岛上，三面环海，建筑造型新颖奇特、雄伟瑰丽，像一

枚枚屹立在海滩上的洁白大贝壳，与周围海上的景色浑然一体。

【悉尼海港大桥】是早期悉尼的代表建筑，它像一道横贯海湾的长虹，巍峨俊秀，气势磅礴，与

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隔海相望，成为悉尼的象征。

第7天 悉尼-阿德莱德

早乘机飞往南澳首府阿德莱德，抵达后游览：

【奔富酒庄】：是澳大利亚最大最著名的葡萄酒庄，它是澳洲红酒的象征，被称为澳洲葡萄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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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贵族。这里你可以了解有关葡萄酒的酿造、醇化、品酒礼仪,甚至存酒木桶制作的方式等。最精

彩的是您有机会亲手酿造一瓶标有您名字的奔富酒。

【阿得莱德山】：该地区的丛林、葡萄园和果园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迷人的景色。 在这儿，您

将找到历史悠久且风景如画的乡村、野生动物与保育公园、葱郁的花园、标示清楚的徒步路线、

葡萄酒厂、艺术与手工艺品展馆以及古董店。

【德国村】：由德国后裔组成的城市。设有德国式咖啡厅，餐馆，博物馆艺术和手工艺店，草莓

园中新鲜的草莓等着你边采摘边大快朵颐。色彩缤纷的巧克力工厂等着你仔细浏览他们的传统制

作，除此之外，少不了的还有要尝尝正宗的德国猪脚和腊肠和德国啤酒。

第8天 阿德莱德-墨尔本

早乘机飞往墨尔本，抵达后游览：

【皇家植物园】花园以19世纪园林艺术布置，内有大量罕有的植物和澳大利亚本土特有的植物，

是全世界设计最好的植物园之一。皇家植物园建于1845年，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植物园之一。

【意大利区莱贡街】，在墨尔本的传统意大利风味餐厅TOTO’S享用比萨，是全澳洲第一家批萨

店， 1961开店至今每天提供以澳洲当地食材为主的意大利传统风味PIZZA。

【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内部金碧辉煌程度媲美悉尼歌剧院，包括可以容纳

2600人的音乐厅，三间供歌剧、芭蕾舞剧和戏剧表演的剧院，外部建有一座 156

公尺高的艾菲尔式尖塔，耸立在亚拉河畔，为色彩缤纷的墨尔本市注入一股静谧。

第9天 墨尔本-奥克兰

早乘机飞往奥克兰，抵达后前往：

【帕内尔文化区】，【海港大桥】，【工党纪念碑】，【马信海滩】

【伊甸山】是奥克兰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景区位于奥克兰市中心以南约5公里处，是一座著名的死

火山。山顶设有瞭望台，视野开阔，是眺望市景的好地方。

第10天 奥克兰-罗吐鲁阿

早晨吃过早餐后前往新西兰地热中心—罗吐鲁阿，它是南半球最有名的泥火山和温泉区，

今天的行程如下：

【Matamata小镇】它可是大名鼎鼎的《魔戒》首部曲中,霍比特人居住村庄的取景点。

【毛利文化村】，在此可以了解毛利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史，参观毛利工艺展览，了解毛利人的传

统编织和木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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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保护区及火山喷泉区】游客置身于地热区内，仿佛腾云驾雾。这里的热泉及泥浆池多不胜

数，到处蒸气弥漫，泥浆跳跃，传出阵阵浓郁的硫磺气味。当地的华卡雷瓦喷泉定时喷发，擎天

水柱如喷泉倾泻而出，蔚为奇观，成为罗吐露阿的最佳地标。

【温泉地热公园足浴】游览数平方公里的地热公园，这里的地热喷泉眼全部裸露地表，可以在此

放松一下，泡泡温泉足浴，亲密接触一下新西兰的地热。

【爱歌顿农场】乘坐农场专用车，沿途可以喂小羊，小牛和鹿，还可以看到有着软黄金之称的驼

羊，参观奇异果园， 品尝特色饮品。您有充足的时间充分体验当地地道的牧场生活。

第11天 罗吐鲁阿-奥克兰-新加坡

【红树森林】这是一大片人工栽种的红树林，因林中生长着高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的红木树

而得其名。整个红木林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这里有着最清新，最纯洁的空气，这里是吐故

纳新，呼吸天地精华的最佳场所。美丽的红木森林是新西兰人最壮观的大自然财富之一。

【鸭子湖】奥克兰最大的人工湖。这里黑白天鹅成群，它们和结队的鹅、鸭、海鸥和平共处。很

多人周末来这里放松。环绕湖区一周，与鸭鹅们一起在草坪上漫步，欣赏海鸥扑食，游览异国风

光。其实这个公园的最大看点是那上百只出双入对的黑天鹅，它们都依靠游人提供食物。

晚乘机飞往新加坡，夜宿机上。

第12天 新加坡-北京

抵达北京，结束愉快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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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特别提示

1、所有澳大利亚车辆都是右边方向盘，记住要在道路的“左侧”行驶。道路距离按公里计算，车

速的单位是公里每小时（KM/H)。

2、澳洲的电源插座是和中国大陆的扁三相插座一样的。（在澳洲买一个最便宜的转换插头要9.99

澳元。约为人民币60元。所以尽量带一个转换插头比较好）

3、澳洲的公交都是没有售票员的，但是有时会有抽查员，如果被查到没买票，要被罚款200澳元/

次。

4、一定要带上高度数的防晒霜，而且在城市里也要每天都擦。如果去海滩，每天不可以少于两遍

（不要因为没看见太阳就掉以轻心，因为“晒伤”皮肤的是紫外线，和是否有阳光没有关系）。

5、南澳旅游委员会游客中心，电话：1300 655 276，08-8303 2220 地址：18 King William St

网址：www.southaustralia.com

6、皇家阿德莱德医院，电话：8222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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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阿德莱德旅游关键词

电影：

《闪亮的风采》

本片根据澳大利亚钢琴家戴维�赫尔夫戈特的真人真事改编，拍摄于1997年。 

故事讲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时，生于犹太人家庭的少年戴维就已显露钢琴家的才华，他的父亲彼

得更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时时督促他勤学苦练。戴维的琴艺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之

后，接到赴美学习的邀请，但彼得不放他走。后来，戴维又得到赴英美学习的邀请，但彼得不放

他走。再后来，戴维又得到赴英深造的奖学金，带着父亲“永远不许回家”的禁令离开了澳大利

亚。在皇家音乐学院，他师从塞西尔教授，并继续与作家曾里查德太太通信，同时废寝忘食地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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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音乐会上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由于精神负担太重，他在演出结束时晕倒，

被送进医院。在妻子吉莉安的鼓励下，他终于成功地举办了音乐会。

本片获1997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星际传奇》

在浩瀚的宇宙间，一艘名为猎人号的商用飞船正进行着漫长的旅程。船上搭载着40位乘客，其中

包括重刑罪犯理查�雷迪克（Vin Diesel 饰）。当行驶到丹吉尔星系时，突如其来的事故令飞船遭

受重创，空气飞速泄漏，最终迫降到一颗炎热而荒凉的星球上。着陆时的巨大冲击力几乎让飞船

支离破碎，死伤者众多。幸存者们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着每一个人，不同

民族不同职业的他们此时必须捐弃前嫌，联合起来。他们不仅要与天空中三个太阳作抗争，还要

时刻提防隐藏在黑暗中的危险⋯⋯ 

本片荣获2001年澳大利亚摄影师协会年度最佳摄影师和金三角架奖。

《驯马人莫兰特》

这部电影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在布尔战争期间，上尉莫兰特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在英国驻

                                               62 / 65



�������

阿德莱德攻略
南非军队服役，在一次围剿布尔游击队的行动中，上尉亨特受伤被布尔人抓住并残忍的杀害，莫

兰特于是奉上司的命令追击游击队并枪杀了所有的俘虏，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报复与方报复，双

方的领导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把莫兰特和他的朋友推出来在替罪羊，以此来推卸战争中的责任。 

这部电影就是在广阔的南澳大利亚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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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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