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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在澳洲机场的海关控制区域禁止使用手机、相机、摄像等设备。
进入澳洲境内，如果行李有携带食品、植物、动物制品、药品等，一
定要记得申报，在入境卡上填写，会有专门人员检查。如果申报不实
被查出，就要准备受到起诉和支付巨额罚款。详细的入境须知请参考
澳大利亚海关网站，里面有中文说明。

★ 澳大利亚海关规定，从今年 9月1号起， 从海外来澳洲， 仅仅允
许携带 50支香烟免税进口。如果任何人携带一整条香烟进口， 澳
洲海关将征收额外得 $95澳元关税。

★ 中国电器在澳大利亚使用不需要电压转换器，但是澳洲的插座都
是三孔扁头的， 国内的两孔插头需要插头转换器。

★ 澳大利亚的楼层设置和中国有些不同。比如地面层Ground Floor
指的是国内的一层，而一层Level 1指的是国内通常的二层，电梯按
键时候一定要注意。

★ 在澳洲搭乘公车不能只是在车站等，一定要在公车经过车站时候
招手，不然司机不会停车。到站下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按铃表示有人
要下车，反之不按铃司机即认为无人下车，到站是不停车的。

★ 澳洲的餐厅、咖啡厅和酒店等室内公共场所几乎是全部禁烟的，
烟民们要抽烟记得去室外。

★ 澳大利亚以阳光海滩而闻名，防晒霜是旅行必备品，不然很容易
被晒伤。

★ 大家去海滩的时候，不要只顾拿相机到处寻拍泳装美女，这种举
动会被认为是非常无礼的。

作者：深夜飞行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11月8日

当地人生活
澳大利亚人的生活节奏很慢，从他们平时泡泡海，坐坐沙滩，吹吹
海风，喝喝咖啡，躺在草坪上晒晒太阳，读书、聊天的生活状态就
能体现出来了。对他们来讲，所谓的生活品质的高低，全在于“悠
闲”的程度。

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英语是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悉尼的华人很多，在一些华人聚居的
区域，类似中国城的地方讲中文也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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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经验
★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
比起待在家里，你在路上会带更多东西。所以，当你在街头的餐厅
或咖啡馆，离开时你很有可能会忘记外套或者笔记本。

★ 把身上的钱放在不同的地方。除了贴身保存的卡和钱包，至少要
把一张卡藏在别的地方，如果在路上你丢了卡可没那么容易补办。
网吧里慎用信用卡，有些网吧可能安装了能记录键盘输入的软件。

★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上几份，
和原件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好所有的重要文件放在自己的
邮箱里。即使行李全部丢了，只要能上网，就能找到需要的文件。

★ 出发之前买好保险。如果你在海外生病或者受伤，即使是一点小
伤，也可能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所以保险还是划算的，而且有时是
办签证的必要条件。

★ 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虽然
这属于常识，但是总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http://www.customs.gov.au/knowbeforeyougo/default.asp
http://www.customs.gov.au/knowbeforeyougo/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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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悉尼的中心游览区域为悉尼湾向南面延伸约2公里以内的区域。这里
摩天大楼林立，建有如悉尼市政厅和维多利亚女皇大厦的宏伟建
筑，另有天然美景作为点缀。东面邻接不少公园，如海德公园、
The Domain、皇家植物公园及悉尼港的农场湾(Farm Cove)；西
临旅游胜地情人港；而中央站则位于中心区域的尽头。乔治街是悉
尼中心地区主要大街，南北走向。中心南部，街道建设稍呈格状，
井然有序；而在较古旧的中心城区北部，街道则较杂乱。

★ 悉尼歌剧院 Opera House 见地图标识 
这栋白色贝壳状建筑物，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建筑的
悉尼歌剧院，不但作为悉尼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更是现代澳洲
的国家象征。悉尼歌剧院每天会提供官方中文普通话游览项目，每
场三十分钟。期间会有知识丰富的普通话导游讲解。

地址：Sydney Opera House，GPO Box R239，Royal 
Exchange，Sydney NSW 1225
到达方式：乘坐城铁(City Rail)或者市区内免费Shuttle BUS 555
路到达Circular Quay (环形码头)下车步行5-10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09:00-17:00
门票：外部参观游览不需要门票。
内部中文游览: 成人票：24澳元， 学生及16岁以下儿童：16.8澳
元。(中文游览需要到楼上Guided Tour Desk 导游游览处预定)
中文讲解场次为：上午：09:30；10:15；11:00；11:45；
                        下午：14:00；14:45；15:30；16:15。
www.sydneyoperahouse.com 

★ 悉尼海港大桥 Sydney Harbor Bridge 见地图标识  
这个和歌剧院隔海相望，外观像衣服架一样的桥，是连接北岸商业
区和CBD的通道。在1932年建这座大桥的时候，可是花了不少
钱。东南部塔楼建有塔楼观景台，可供游客游览。你可以选择开车
过桥，或者步行慢慢欣赏桥上风景，还可以与大海近距离接触，选
择乘坐渡轮从桥下经过。如果你是户外高手，也可以考虑冒个险攀
登一下试试。

到达方式：乘坐城铁或者免费巴士到环形码头下车，步行即可。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17:00；圣诞节除外。
门票：成人11澳元, 儿童4澳元。
www.pylonlookout.com.au

★ 岩石区 The Rocks 见地图标识  

这里算得上是悉尼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澳洲最古老的历史
街。这里依然保存着古色古香的街道，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充满文艺
气质的咖啡店、美术工艺品店、餐厅和展馆。周末这里还有市集，
可以淘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是价格都不便宜。喜欢摄影的朋友需
要注意，市集里有一些摊铺是不允许拍照的。

到达方式：乘城铁或者免费巴士到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下车，
向西北方向走五分钟即可到达。

★ 情人港 Darling Harbor 
这里是悉尼的著名地标。周围汇聚了购物餐饮场所(Harbourside)、海

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见地图标识 、悉尼会展中
心(Exhibition Centre)、 IMAX电影院、多家水岸餐厅酒吧、水族馆
和野生动物馆等一系列休闲娱乐场所。

到达方式：从市政厅 (Town Hall) 沿Market街西行大概5分钟即可到
达情人港东岸。或者从中国城沿德信街(Dixon)向北走大概10分钟经
过中国友谊公园外墙就可进入情人港南堤。

★ Tips: 情人港交通
搭乘Monorail (单轨列车)虽然可以从中国城或者市政厅到达情人港，
但是坐一次就要5澳元，费用稍贵。

★ 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见地图标识 
皇家植物园坐落在歌剧院的后方，里面种植着许多澳洲特有的植
物。殖民时代的澳洲总督府当年就建立在这里，澳大利亚独立建国
后，这里就改成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沿着园内东侧的伊丽莎白女
王通道Queen Elizabeth Walk可以直接通往麦考瑞夫人岬角Mrs. 

Macquarie's Point 见地图标识 。通道终点有个平台被称作“麦
考瑞夫人的椅子”，那些经常出现在旅游书里面的前景为歌剧院，
背景为悉尼海港大桥的经典照片，就是从这个角度拍摄出来的。

地址：Mrs. Macquaries Road
门票：免费入园
开放时间：07:00-日落
 www.rbgsyd.nsw.gov.au

★ 美术馆 Art Gallery 见地图标识 
坐落在皇家植物园隔壁的The Domain领地公园内。里面保存着澳
大利亚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艺术作品以及一些亚洲国家的雕塑作
品。如果想要逃避外面世界的车水马龙，不如到美术馆转一转。美
术馆不需要门票进入，但是不定期举办需要付费的艺术展出。票价
请参考网站上的实时信息。

地址： Art Gallery Road, The Domain
到达方式：地铁A线至Flaminio站下车后，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
或者从Termini火车站乘坐公交910路在Museo Borghese站下车
步行200多米即到。
开放时间：10:00-17:00(每周三延长至21:00)
www.artgallery.nsw.gov.au

★ 邦代海滩 Bondi Beach   
邦代海滩据说是以一名传奇的冲浪选手Bondi的名字命名的。它位
处于悉尼东海岸，距离市中心15公里，是总长1.5公里的弧形沙
滩。这里面向太平洋，风急浪高，是新南威尔士州两大冲浪度假圣
地之一。沿岸道路旁有各式多元餐厅，咖啡店，冲浪用品店，和纪
念品店。

到达方式: 可从市区搭乘Bondi线城铁到终点站Bondi Junction，
下车后就是公车转乘中心，在A站牌转乘380路公车，大约15分钟
就可以到邦代海滩。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www.bondivillage.com

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whatson/asianspotlighttour_09.aspx
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whatson/asianspotlighttour_09.aspx
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
http://www.sydneyoperahouse.com
http://www.pylonlookout.com.au
http://www.pylonlookout.com.au
http://www.rbgsyd.nsw.gov.au
http://www.rbgsyd.nsw.gov.au
http://www.artgallery.nsw.gov.au
http://www.artgallery.nsw.gov.au
http://www.bondivillage.com
http://www.bondivillage.com


P 5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路线 
★ 悉尼市中心一日路线
悉尼市中心的免费公车555路的线路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市中心旅游

景点，其中包括市政厅 见地图标识 及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见地图
标识 ，市中心商业圈(一些大型的购物中心, 如Myer, David 

Jones, Westfield等)，悉尼塔 见地图标识 ，环形码头 见地图标
识 (可步行至悉尼歌剧院，岩石区，海港大桥以及皇家植物园)，
马丁广场Martin Place(原州政府的政体广场，也是全澳洲地价总值
最贵的黄金广场)，Macquarie Street(在Martin Place或者St 
James站下车。Macquarie St算是一条历史街道，上面有州图书
馆，州立音乐院，州议会，和旧钱币制造局等建筑)，国家博物馆和

         ★ Tips: 邦代海滩周边
         从1993年开始，每个周日的早晨10:00到17:00，在Bondi海
滩相邻的马路对面的Campbell Parade有邦代集市(Bondi 
Market)，里面可以淘到有很有意思的小东西。

从邦代海滩沿海岸可以一直沿规划的人行步道步行至Coogee海滩，
大约6公里，会途经多个小沙滩，风景很美，时间充裕不妨走走看。
(下文提到的邦代雕塑展就在这条沿线展出)

★ 曼莉海滩 Manly Beach 
曼莉海滩位于悉尼港的东北方向，它的码头设在内港，但是沙滩是
在外海，也就是南太平洋。这里就是新南威尔士州的另一个冲浪度
假胜地。曼莉海滩的沙滩十分宽阔，长约2.5公里，可以容纳数万人
休闲日光浴，所以一到节假日这里就人潮汹涌。

到达方式：从环形码头的3号栈桥乘渡船到曼莉码头，航程约半个小
时，下船后沿与码头垂直的街(街上有很多咖啡店和小商店)走大概
300米就到了沙滩。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www.manlyaustralia.com.au

★ Tips: 曼莉海滩步行道
沿着曼莉海滩的人行步道一直走，路边会有迷你型的金属雕塑，造
型十分可爱，有时间可以走走看。

★ 屈臣氏湾和缝隙风景区 Watson's Bay & The Gap
想要欣赏被海浪冲蚀的自然景观，那就一定要去屈臣氏湾的The 
Gap。这里的陆地岩石经过千万年的海浪侵蚀，形成绵延三四公
里，落差约200米的海崖。 同时因为这里的地形缘故，在过去的很
多年里，The Gap也是澳洲最知名的“自杀断崖”，埋葬着许多人
的冤魂(别害怕，这里景色真的很美！)

到达方式：在环形码头的4号栈桥搭乘屈臣氏湾线搭乘渡轮，50分
钟一班，航程40分钟，途径Rose Bay(玫瑰湾), Double Bay(双湾)
等其他南岸海湾，顺便欣赏南岸海湾的风景。终点站到达屈臣氏湾
后沿海湾的草坪坡，步行约十分钟到达高处就可以进入The Gap风
景区了。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www.sydney.com.au/watsons-bay.htm

★ Tips: 海鲜店
下船后可以看见悉尼海鲜第一名店：Doyles餐厅，栈桥口有它家的
外卖部，价格不贵，有兴趣可以去尝尝看。

★ 动物园 Taronga Zoo 
Taronga 动物园坐落在悉尼港北岸半岛的小丘陵上，悉尼歌剧院的
斜对岸。园区本身具有地理的优势，是欣赏悉尼港景色的绝佳地点。
动物园内有澳洲特有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每天不同时间段会安排
动物表演(详细时间可参考官方网站)。乘船从环形码头至动物园，沿
途可欣赏到歌剧院，岩石区，海港大桥等多处景观，可以说是欣赏悉
尼港美景的完美航线之一。

到达方式：在环形码头2号栈桥乘船前往，约每30分钟/班，航程约
12分钟，到达Taronga栈桥下船后转乘巴士(船票内已含巴士票)到山

顶入园参观。一路下行参观，最后到达底部的码头栈桥(反之亦可，
但是要走上坡路段，所以建议从山顶入园)。
开放时间：每天09:00-17:00(包括圣诞节);
               12月31日：09:00-16:00
门票：成人44澳元， 4-15岁儿童22澳元，4岁以下儿童免费，如果
想要节约排队时间，可提前网上购票(网站提供中文界面)。
www.taronga.org.au

★ Tips: 动物园的优惠
在环形码头购买动物园一票通(Zoo pass-Sydney Ferry)可以有10%
的优惠，在环形码头处就可以购买，里面包括船票和动物园门票。还
有一种联票(Combine Ticket)，除了包括门票和船票，还包括了动
物园的上下山的缆车票。这两种票的具体价格网站上没有标明。

悉尼动物园没有墨尔本的动物园大型动物种类多，也不像昆士兰州的
动物园可以抱考拉(新南威尔士州不能抱)，它的优势在于有绝佳景色
的往返航路和俯视悉尼港的角度。如果已经去过其他的动物园，这个
景点就不建议再去了。

★ 蓝山Blue Mountain
已经被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的蓝山公园位于悉尼市西100公里，拥
有类似美国大峡谷的地质地貌。蓝山比较有名的景点有：黄金瀑布 
(Golden Falls)、观景台(Leura Cascades)，回声角(Echo 
Point，这里和Scenic World都可以看见那个总在明信片上出现的
三姐妹峰，东侧有条约700m的小径，从这里进入山岩中有个悬空
走廊，不恐高的去走走吧！)，高空缆车站(Skyway Station)，
Katoomba瀑布，主题园(Scenic World)。

到达方式：从中央车站乘坐Katoomba线(全天有11班次)，两个小
时到Katoomba，出站后走50米转乘叫Blue Mountain Trolley 
Tours的周游蓝山的观光车即可到达。

★ Tips: Trolley Tours营运时间
每日09:50-16:50，每小时一班，一日票20澳元/人，上车后直接
向司机购票，可以在喜欢的景点下车，游玩后搭乘下班车继续下面
的景点。这条线路共停靠29站，如果每站都要下来玩，一天时间是
不够的。建议优先选择上文提到的景点。可以在高空缆车站 
Skyway Station下车买票坐缆车到Scenic World站鸟瞰蓝山，16
澳元/次。如果不坐缆车，可以从这站步行走到Scenic World站，
欣赏山中风景，不赶时间的朋友，建议选择这条步行路线。 大家要
记得提前计划好要去的景点和大概的时间衔接，不要玩得错过了最
后一班回悉尼的火车。

http://www.manlyaustralia.com.au
http://www.manlyaustralia.com.au
http://www.sydney.com.au/watsons-bay.htm
http://www.sydney.com.au/watsons-bay.htm
http://www.taronga.org.au
http://www.taronga.org.au


P 6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海德公园Hyde Park 见地图标识 (在Hyde Park或者
          Museum站下车。在海德公园里面的喷水雕塑旁坐下休息一
下，或者是去公园东侧的全澳洲最有历史感的哥特式教堂---St. 
Mary's Cathedral圣玛丽教堂参观，都是不错的选择)，中国城(中
央车站附近车站下车)，和情人港(从中国城步行进入)。搭乘免费公
车一天就可以把市中心的大小景点都转过来，轻松又省钱。 

★ Tips: 公车时刻
记得把握好555路公车的运营时间，下文里面有介绍。

★ 三日游推荐行程
如果可以停留一天以上的时间，不如找一天买一张当日的交通通票
Daytripper(详细信息参见公共交通通票)，可以坐渡轮去曼莉海
滩，动物园，屈臣氏湾等之前推荐的景点，往返途中还可以欣赏沿
岸的美丽风光。傍晚回来可以在环形码头5号栈桥坐渡轮去情人港欣
赏悉尼港湾的夜景(因为Daytripper一天无限制乘坐很超值)。蓝山
游览活动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觉得免费公车一日游太匆忙的人也
可以分两天慢慢参观之前所说的景点。 或者不想晒太阳喜欢逛街的
朋友可以去购物中心晃一晃，累了随便找家咖啡店休息一下，一天
的时间就轻松过去了。

推荐：
第一日：搭乘免费555路公车游览悉尼市中心
第二日：蓝山
第三日：游览东岸海滩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见地图标识 
悉尼国际机场抵达大厅就可以看见游客信息中心，可以免费领取到
旅行宣传册和地图。
在市中心也有两个游客中心，分别在Darling Harbor (情人港)和 
The Rocks (岩石区)
开放时间都是：09:30-17:30(圣诞节和Good Friday，即复活节
前的周五除外)。

具体地址：
The Rocks: Argyle 和Playfair streets 两条街的交接拐角处；
Darling Harbour: Palm Grove between Cockle Bay Wharf 
and Harbourside(在情人港的IMAX电影院附近)。
www.sydney.com/visitor-information-centres

★ 地图

在机场，游客中心，还有居住的旅馆都可以拿到免费的市中心地图
和公共交通线路图。

★ 电话
悉尼比较大的电信公司有Telstra, Optus, Vodafone等，其中
Telstra的信号是最好的，Vodafone的信号相对差一些。悉尼的手
机卡一般分充值和签约计划两种。充值卡可以在中国手机上使用。
手机和电话都是单向收费的。买卡和充值在7-11之类的便利店就可
以操作。这里推荐Optus的$2 Days，就是大家说的两元卡，提前
充值，价格是2澳元/天，可无限次拨打澳洲境内电话和手机，无限
制收发澳洲境内短讯，无限制上网流量。如果拨打回国，价格是十

分钟1澳元，国际短讯0.35澳元/条。但是要注意充值卡是有有效期
限的，一般10澳元为十天，15澳元为15天，以此类推。悉尼国际
机场出来大厅右转就有Optus的柜台可以购买电话卡，然后可直接
请营业员帮忙开通。
www.optus.com.au/shop/prepaidmobile/2dollardays 

打国际长途的电话卡(类似国内的IP卡)非常多种，比如hello China, 
大唐卡之类，一张10块钱的电话卡就可以通话很长时间，在一些华
人的商店可能还会有折扣。亦或可以买一张lebara sim card，他
的价格和电话卡相当，但更加便捷。

★ Tips: 国内SIM卡的使用
中国移动和联通的SIM卡在悉尼可以使用，不过要确定是否有开通
国际漫游服务，具体价格要询问中国移动/联通的运营商。

★ 网络
悉尼主要城区均覆盖有3G信号，但地下铁路或者途径隧道通常会有
信号覆盖不到的情况发生。其中，Telstra公司的信号最好，
Vodafone公司的信号较弱。尚不支持4G服务。部分的餐厅和咖啡
店会提供免费WIFI热点，比如大部分的麦当劳和星巴克，但是因为
人流太多速度会很慢。悉尼市中心有很多网吧 (Internet Café)，
大概几澳元/小时，有些网吧也按分钟计算收取上网费用。

★ 货币帮助 
兑换：
在机场、市中心街头、主要旅游景点等地附近，随处可见外币兑换
处(Money Exchange)。比较大的授权外币兑换处为Trevelex或
Amex。悉尼各大银行均设有专门的外币兑换窗口，但是部分不提
供人民币兑换服务。外币兑换网店均采用即时汇率，凭护照支付手
续费办理，不过汇率都很低。如果是旅行团体在指定的外币兑换网
点可以免收兑换手续费。

银联取现：
澳大利亚约有近万台ATM机可以使用银联卡来提取澳币，具有以下
标识的都可以。

★ Tips: 中文操作
汇丰银行和NAB的ATM有中文界面。

刷卡：
悉尼大多数酒店餐饮机构和商家普遍接受信用卡，例如Visa和
Mastercard主流信用卡，但是部分商家不接受American 
Express和Diners Club。澳大利亚目前大约有九万多家商户可以
使用银联卡消费，凡是贴有“银联”标贴的商店均可以受理银联卡
消费。部分没有张贴的，可以主动询问店家是否可以使用。刷银联
卡无需支付手续费。但是信用卡取现需要支付透支利息，建议提款
使用银联借记卡。在悉尼用借记卡可以直接通过ATM，银行，或者
EFTPOS从账户中划账，只需记住你的密码(PIN)输入就可以使用
了。但是根据不同银行不同卡收取费用也是不同的，具体要提前咨
询发卡银行。

http://www.sydney.com/visitor-information-centres
http://www.sydney.com/visitor-information-centres
http://www.optus.com.au/shop/prepaidmobile/2dollardays
http://www.optus.com.au/shop/prepaidmobile/2dollar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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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悉尼因为地处南半球，和中国的季节正好相反，一年四季没有明显
的界限。春秋季有些干燥，早晚偏凉，需要准备厚一些的衣服，白
天也会出现很热或者很冷的天气。夏天通常阳光很大，气温有时候
会骤然飙到40度，湿热天气有时候也会出现。夏天是进行水上活
动，尤其是去海边的好季节。今年(2012年)气候反常，夏季一直在
下雨，而且还要准备好外套保暖。冬天比较冷，常下雨，虽然没有
北方冬天冷到零下几度的程度，但是也还是需要穿棉衣。悉尼的最
佳旅行时间是在十月到来年四月之间。

★ Tips: 气温提示
悉尼气温有时候会出现“一日四季”的现象，厚毛衣和秋衣秋裤并
不那么实用，随身带着能够随穿随脱的外套才是实用的。晴天户外
活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霜，不然真的会晒伤！还有，在选择住宿的
时候要看有没有空调。如果是夏天赶上酷热天气，有些青年旅社只
有电扇没有空调会很不舒服。

★ 节日
悉尼是个节日众多的城市，1月尤为突出，称为悉尼节Sydney 
Festival，整个1月悉尼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包括中国农历新
年庆典活动在内会有一连串的艺术活动，例如Domain举办的免费
露天音乐会等，庆祝活动会在1月26日那天达到顶峰。

中国农历新年庆典活动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1月20日-1月22日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中央车站附近的Belmore
公园的农历新年市场，可以品尝到各式亚洲美食，欣赏到舞狮舞龙表
演以及亚洲流行音乐。2月4日和5日会在情人港举行龙舟竞渡活动。
www.sydneychinesenewyear.com

澳大利亚国庆日 Australia Day
每年的1月26日为澳大利亚国庆日，在这期间会赛舟会，BBQ烧
烤，傍晚烟火表演庆祝活动。

同性恋大游行 Mardi Gras 
3月3日。每年一度的悉尼同性恋游行，始于1978年，和旧金山，
阿姆斯特丹同性恋游行被誉为世界三大最有名的同性恋游行。参与
者用他们大胆独特的服饰造型勇敢的向社会表达性别的平等化自由
化。地点是在海德公园附近的Oxford Street, Flinders Street以
及Taylor Square。记得提前去网址查询具体路线，提前去占观看
游行的好位置。www.mardigras.org.au 
          
悉尼美食活动Taste of Sydney
3月8日-11日。每年一度，在悉尼的Centennial Park会举办品尝
悉尼一些顶级餐厅厨师手艺的美食活动。参展餐厅提供小份食物，
参观者购买代金券(Crowns)，需要使用代金券来支付想要品尝的美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 Tips: 取款提示
         EFTPOS是一种网络的电子转账服务，消费者可以使用银行
卡代替现金付账。在消费时先划卡，在小键盘上选择Saving(借记卡
按这个), Cheque或者Credit(信用卡按这个)，然后输入密码之后按
enter键(如果是信用卡签名的话，直接按enter键就好了)。当打印
出来的纸上显示“Approve” 就代表交易成功了。
如果在一些大型商场或者超市消费用EFTPOS消费还可以同时要求
提取现金(Cash Out)，记得在准备付账前就告诉店员提取金额 (当
然不能太多)，根据加入银行的不同，手续费和一天内能够提取现金
的额度也不同。

ATM机使用方法: 插卡→一些提款机会显示语言选择→输入密码
PIN→选择交易类型Withdrawal(取现)或者Balance(查询余额)→选
择账户类型Saving, Cheque,或者Credit(这个和刷EFTPOS机类
似)→机器会询问你是否要打印显示余额的单据→输入金额/有些机器是
提供一些金额的选项，如果自行输入想取的金额就选择“Other”项 
(ATM机只能提供20澳元和50面额澳元的纸币，所以这能提出20或者
50倍数的金额)→有些提款机会让你选择提取金额货币值的组合，有些
没有这一项的请自行忽略→卡会先退出→现金退出。

提前一定要和持卡所在银行确认一天能取现的最高金额，比如持银
联卡一天内不能提取超过等值于10,000人民币的澳币。信用卡提现
真的很不合适，手续费会很高，不推荐。在悉尼市中心设有中国银
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悉尼总部
地址：39-41 York Street, Sydney, NSW 200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四： 09:30-16:30；周五：09:30-17:00

中国银行中国城分行
地址：68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四：09:30-16:30；周五：09:30-17:00；
周六、日：10:00-14:00

中国工商银行
地址：220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工作时间：官网上没有写明具体的营业时间，一般银行营业时间都
是9:30-16:30；周六、日大部分银行不营业。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悉尼市中心有多家邮局，右图是邮局的主要标
志。邮筒分布很广，分红色和黄色。红色为普
通邮寄，黄色为快递。从悉尼寄卡片或者明信片到中国的邮资是1.6
澳元，递送周期为三到十个工作日。市中心主要邮局地址及营业时间：

Sydney GPO Post Shop: 1 Martin Place(在主街George Street 
上就可以看见)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08:15-17:30；周六
10:00-14:00；周日休息

Queen Victoria Build Post Shop: 44 Market Street (离Town 
Hall地铁站和QVB很近)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08:30-17:00；周
六、日休息

Royal Exchange Post Shop: 38-40 Pitt Street(和George 
Street平行的一条街， 相对前两间这间距离Circular Quay环形码
头较近)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09:00-17:00；周六、日休息

Haymarket Post Shop: 477 Pitt Street(距离华人街还有火车
Central站比较近)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08:30-17:00

World Square Post Shop：644 George Street(在World 
Square的购物商铺的一条通道里，相对其他的几间有点难找)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

http://www.sydneychinesenewyear.com
http://www.sydneychinesenewyear.com
http://www.mardigras.org.au
http://www.mardigras.org.au


P 8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城际交通
★ 机场 
✈ 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机场 (Sydney Kingsford Smith Airport，机
场代码：SYD)
机场位于市区以南10km，从市区出发大概20-30分钟车程。分为T1
国际航站楼和T2国内航站楼，两个航站楼之间无法通过步行到达。

机场快线(Airport Link)：这条线路途经市区主要站点为市政厅
(Town Hall)，Wynyard，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St. James, 博
物馆(Museum)，中央车站(Central)，Green Square和Mascot
站。从中央车站到国际航站楼大约12分钟车程，成人单程票价为
15.8澳元, 儿童票为10.4澳元，在车站售票口或售票机都可以购买。

机场大巴(Airport Shuttle)：主要往返于机场和酒店。主要的营运
公司有Kingsford Smith Transport(kst.com.au/airport.php)、
Sydney Airport Shuttle和Sydney Bus Service，接受电话、网
络预约。 
www.easyshuttle.com.au

出租车：市中心到机场大约出租车费用为40澳元，车程约为20分
钟。一般不用付司机小费，但如果行李很多需要司机帮忙，通常会
付给司机2澳元左右的小费。

★ 火车 
州际列车和城际列车在悉尼的终点站都在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 

见地图标识 ，该座车站坐落在悉尼市中心，Central Station有26
个月台，其中1-10站台是Country Link铁路公司的列车月台，州际
列车和城际列车等中长途列车都从这里发车。中央车站的11-26月台
是市铁月台。因为悉尼大部分的城市轨道交通都建在地上，所以被称
为“City Rail”，即城铁而不是地铁。之后在市内交通会详细介绍。

Country Link公司的信息中心在中央车站大厅。
工作时间：06:00-22:00。
地址：Eddy Ave
www.countrylink.inf

★ 长途汽车 
澳洲灰狗巴士是连接澳洲所有主要城市的长途客运巴士，坐落在中
央车站北侧正面一楼。大巴非常耽误时间 ，不推荐。
www.greyhound.com.au

市内交通
火车，公车和轮渡是悉尼市民日常生活的主要交通工具。

★ 公共交通通票 My Multi
在指定区间内可以使用市铁，公车，轮渡以及轻轨通用的定期通
票，有效期分1周、1个月、3个月，和1年四个种类。根据所搭乘的
不同区间票价相应不同。

车票 My Multi 1 My Multi 2 My Multi 3

当天 ― ― $21

周票（7天） $43 $51 $60

月票（28天） $164 $194 $232

季票 （90天） $452 $533 $638

年票 （365天） $1632 $1929 $2311

My Multi在City Rail的车站售票处和书报亭都可以买到。详细信息
查询公共交通网：www.131500.com.au

★ Tips：My Multi 使用期限
下午3点以后购买通票的话，购买日当天使用是不算在使用期限里
的。使用期限是从第二天开始计算，7日内都可以使用。
推荐购买21澳元的My Multi Day Pass(也叫daytripper)，可当日
无限次乘坐火车轮渡公车轻轨，一天玩转好多景点，非常的划算！

★ 城市铁路 City Rail 见地图标识 
城市铁路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主要交通工具。乘坐前请通过火车站
的电子显示屏确认路线，找到目的地的出发站台和时间。购票可以
通过自动售票机和人工售票窗口。路线图和时间表可以在Central，
Town Hall等大站的信息咨询处获取。

          食。里面的美食都不便宜，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门票和代
          金券都比较贵，如果提前在网站上买会比现场买便宜一些。
www.tasteofsydney.com.au

皇家复活节演出 Royal Easter Show
4月5日-4月18日。每年复活节期间会举行的活动，其中包括农业
食品展览，农场动物展出，音乐表演以及嘉年华活动。
地点：Sydney Showground，坐落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到达方式：搭乘火车在奥林匹克公园站下车可以看见入园指示牌。
票价：成人36澳元, 儿童13澳元，提前两周在网上买票会有折扣。
www.eastershow.com.au

悉尼电影节 Sydney Film Festival
6月6日-6月17日。为期14天的电影狂欢节，展出澳洲本地和世界
其他国家的电影。主要观影地点为州电影院(State Theatre)，市中
心乔治街George Street上的Event电影院，州美术馆(Art Gallery 
of NSW-皇家植物园附近),和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岩石区和环形码头附近)。www.sff.org.au

动感活力悉尼灯光节 Vivid Sydney
5月25日-6月11日。谁说悉尼这种沿海城市到了冬天只能喝西北
风，自2009年开始，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悉尼举办，给进入冬
季的南半球增添了绚丽的色彩。每天晚上6点到午夜12点，创意的
3D炫彩灯光将投影在悉尼歌剧院、海关大楼、现代艺术馆这些标志
性建筑上，打造出异彩纷呈不一样的悉尼。

邦代海滩雕塑展 Sculpture by the Sea
10月18日-11月4日。在邦代海滩到Tamarama海滩沿线的徒步路
线中，会有2公里长的免费雕塑展览，在这里每年都有别出心裁的
设计，供游人欣赏。
www.sculpturebythesea.com

新年烟火表演
12月31日。每年这一天都会在情人港和海港大桥燃放烟火庆祝新年
活动，人山人海，要想去的话一定要上午就去排队占好有利地形。

http://www.easyshuttle.com.au
http://www.easyshuttle.com.au
http://www.countrylink.inf
http://www.countrylink.inf
http://www.greyhound.com.au
http://www.greyhound.com.au
http://www.131500.com.au
http://www.131500.com.au
http://www.tasteofsydney.com.au
http://www.tasteofsydney.com.au
http://www.eastershow.com.a
http://www.eastershow.com.a
http://www.eastershow.com.a
http://www.eastershow.com.a
http://www.sff.org.au
http://www.sff.org.au
http://www.sculpturebythesea.com
http://www.sculpturebythes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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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票(My Train)分为单程(Single)和往返(Return)两种，价
         格根据距离长短计算，起价3.2澳元。4到16岁的儿童可以购
买半价票，4岁以下儿童免费乘车。

★ Tips：最佳时段
建议在非高峰时间(工作日的上午九点以后到凌晨4点之前，周末以
及公共假期)出行，购买非高峰时段往返票(Off Peak Return)要比
高峰时间段便宜很多。

套票：有周票、半月票、月票、季度票、年票等多种类型，在有效
区域内自由通行，可以在售票窗口或者City Rail网站上购买。

夜间或者周末有时候会出现铁路检修(Track Work)火车暂时停运的
情况，此时会有公车代替运行，在这个时段需要出行记得要提前查
询，City Rail的网站可以查到相关信息。

★ 公共汽车
悉尼公交车的运行路线有些复杂，不过车票相对火车便宜，车次也
较多。为了确保高峰时段的乘车效率，悉尼的公交车分为提前买票
才能乘车的Prepay Only和在乘车时买票的公车。工作日时在
07:00-19:00期间显示Prepay Only的公车基本都要提前买票才能
上车，这一时段车站附近有售票的工作人员。上车时将车票插入车
票读取器后机器自动检阅并打印相应信息。

公交车票(My Bus)分为单程(Single)和十次票(Travel Ten)两种，
十次票比单程车票便宜20%，没有时间限制，可分十次使用。在
News Agency便利店和主要乘车站都可以买到。

车票 （区间） 单程 十次票

My Bus 1 (1~2) $2.1 $16.8

My Bus 2 (3~5) $3.5 $28

My Bus 3 (6+) $4.5 $36
 
www.sydneybuses.info

★ Tips: 555路免费公交车
悉尼市中心有可搭乘的免费短途公车555路，行驶于环形码头和中
央车站中间，每隔十分钟一班，在有Free Shuttle标示的公车站处
可以搭乘。运行时间：周一，二，三，五09:30-15:30；周四 
09:30-21:00；周六、周日09:30-18:00

★ 悉尼轮渡 Ferries 
在悉尼的环形码头有五个候船厅，可以从这里搭乘开往曼莉
(Manly)，动物园(Taronga Zoo)，屈臣氏湾(Watson's Bay), 情人
港(Darling Harbor)等地的轮渡。

船票分为单程、往返，和十次票，在码头前的售票窗口或自动售票机
上可以购买。

船票 My Ferry 1 (9km以内) My Ferry 2 (9km 以外)

单程 $5.6 $7

往返 $11.2 $14

十次 $44.8 $56

www.sydneyferries.info

★ Tips：免费网络提示
行驶于环形码头站和曼丽站间的轮渡上有免费WIFI。

★ 出租车
在酒店可以很容易搭乘到出租车。在街头遇到车顶亮灯的出租车表示
是该车为空车，可以伸手拦车。每家公司价格稍有不同，刷卡还要加
收10%服务费。参考价位：市区周边区域起步价为3.3澳元，每公里
加收1.99澳元；预约车费2.2澳元；夜间搭乘(22:00-06:00)按夜间
票价计算，需增收20%车费。主要公司有ABC Taxi (13-2522), 
Legion Cabs (13-1451), Taxis Combined (13-3300), Silver 
Service (13-3100), Premier Cabs (13-1017)。

★ 其他交通方式
轻轨电车 Light Rail：从Central中央车站发车途经中国城，Star 
City赌场，Fish Market鱼市场的有轨电车。赌场到中央车站之间的
电车为24小时运行。从中央车站到末站Lilyfield的电车运行时间是：
周日到周四06:00-23:00， 周五、周六 06:00-24:00。票价区间
制，一个区间单程成人为3.4澳元, 儿童2.2澳元。有Day Pass(一日
通票)，Weekly Ticket(周票)，和同Monorail通用的通票。

单轨列车 Monorail : 在主街George Street，和情人港的环形载客
的列车。 行经中国城上方，可俯瞰中国城。 运行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07:00-22:00；周六、日08:00-22:00；圣诞节停运。运行间隔
约为每5分钟/班，票价为5澳元。一日通票(Monorail Day Pass) 票
价为9.8澳元。另有可与轻轨Light Rail通用的通票。
www.metrotransport.com.au

http://www.sydneybuses.info
http://www.sydneybuses.info
http://www.sydneyferries.info
http://www.sydneyferries.info
http://www.metrotransport.com.au
http://www.metrotranspor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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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电影

Event Cinema 见地图标识 ：市中心的电影院，座落于主街乔
治街上，属一线影院，会上映最新的影片。

到达方式：从市政厅沿乔治街(George Street)向中央车站方向步行
约三分钟即可到达。
www.eventcinemas.com.au/Cinema/George-Street

如果觉得普通电影院不够过瘾，没关系，在情人港的南堤还有IMAX
立体影院 见地图标识 ，上映影片和时间参看网站： 
www.imax.com.au/home 

餐饮
澳洲饭店营业时间基本上午餐是中午至14:00，晚餐是从18:00至
22:00左右，但是不同类型的饭店营业时间略有不同。 悉尼市中心吃
饭的地方随处可见，周末在饭店吃饭最好提前预约。除了特别高档的
餐厅，在澳洲，一般穿休闲服装都可以进入餐厅。一些餐厅在入口处
有标示，要等待接待员领位。有BYO标示的饭店，是可以自带酒水
的，店家会相应收取一些费用(如果只写了wine only，那么除了葡萄
酒以外的饮料都不能带入内)。有卖酒的餐厅，原则上都是不允许自
带酒进入的。澳大利亚原则上没有给小费的习惯。在高级餐厅里小费
一般是消费金额的10%-15%。

★  当地特色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农业和畜牧业十分发达，气候条件优越，有非常
丰富的蔬菜和时令水果。牛排、美酒、海鲜，算是澳洲本地美食的最
大特色。同时澳大利亚饮食文化受到各国文化的影响，也融合了多元
化民族饮食风格。

Quay 见地图标识 ：连续四年被评为最佳澳洲餐厅
地址：Overseas Passenger Terminal, West Circular Quay
电话：925-156-00

Pancakes on the Rocks 见地图标识 : 已经在岩石区经营了36
年的店。有澳洲本地人喜欢的pancake和烤牛肋骨beef ribs和猪肋
骨pork ribs。24小时营业。
地址：4 Hickson Rd, The Rocks(这家店在情人港还有一家分店)

Palate Café 见地图标识 : 喝咖啡或者吃午饭的好去处，价格适中。
地址：Shop 18, World Square

★  世界特色
在悉尼这样一个多元化民族聚集的城市，要品尝到各国美食并非难
事。不管是日本寿司，韩国烧烤，印度咖喱，还是美式牛排汉堡，意
大利面和披萨，德国猪手，在街道上的餐饮店都很常见。

         水上出租车 Water Taxi：小型的观光船，主要行驶于环形
        码头(Circular Quay)和情人港( Darling Harbour)之间，以及
沿岸的景点和餐厅。费用按照行驶距离和搭乘人数计算。 主要公司
有：Water Taxis Combined (02-9555-8888)、Yellow Water 
Taxis (1300-138-840)、H2O Water Taxis (1300-426-829)

日餐

Masuya鳟屋 见地图标识 : 吃过还想再去吃的日本料理，记得要提
前预约。
地址：12-14 O'Connell St(在环形码头附近)
电话：923-531-91

Miso: 它家的炸猪排很赞。另外套餐和外卖便当都不错，价格适中。
地址：Shop 20, World Square见地图标识 

Takeru虎瑠 见地图标识 ：日式简餐，分量足价格不贵。
地址：10/11 399 Sussex St (中国城附近)

Fuuki 富贵：日本料理，老板的手艺很好，不过就是地方离市中心有
一段距离。
地址：417 Pacific Highway, Crows Nest

韩餐
Madang：很传统的韩式料理，在悉尼的韩国人推荐的一家店。
地址：371A Pitt St(离市政厅不远，但是这家店不是很好找，隐藏
在小巷子里)

美式
Tony Roma's 见地图标识 : 全球连锁的大口吃肉的店。肋骨，牛
排，海鲜都有，很大份。
地址：121-123 Sussex Street

泰国菜

Chat Thai 见地图标识 ：总是人气很旺的一家店。里面的青木瓜
沙拉很不错。
地址：20 Campbell St, Haymarket(在中国城附近）

意大利菜
Lucio's 见地图标识 ：本地美食界口碑很好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菜
式以鱼为主。
地址：47 Windsor St, Paddington （离悉尼市中心不远，坐巴士
大概十分钟车程）

法式甜品

La Renaissance Café 见地图标识 ：岩石区一家法式甜品小店。
地址：47 Argyle Street, The Rocks

★  中餐
悉尼的中餐菜式十分丰富，大江南北各种菜式基本都可以找到。但是
和国内相比中餐的味道还是稍逊一筹。这里简单列举一些。

金唐海鲜酒家 见地图标识 ：著名的海鲜酒家，在中国城附近。
地址： 393-399 Sussex St, Haymarket

水井坊：有很多家分店的四川酒楼
地址：Shop 3, 51-53 Dixon St (中国城附近)

明海 Minh Hai 见地图标识 : 装潢比较简陋的港式快餐店，里面
的香菇鸡肉煲仔饭十分推荐，量大料足价格也不贵。
地址：615 George St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http://www.eventcinemas.com.au/Cinema/George-Street
http://www.eventcinemas.com.au/Cinema/George-Street
http://www.imax.com.au/home
http://www.imax.com.au/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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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澳大利亚盛产羊毛制品，健康保健品(蜂胶，深海鱼油等)，葡萄酒，
绵羊油，都很值得礼品馈赠友人。健康保健品、绵羊油在普通药店
(Chemist)和超市就可以买到，没有必要去土特产店。

★ 百货公司、商场、购物街
超市
Woolworths和Coles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购买日常用品的超市。
在市中心市政厅Town Hall对面就有一家Woolworths，营业到晚间
24点，里面东西比较齐全。

Market Street周边 
悉尼市中心比较大的商场和购物中心都在Market Street附近，比如

Westfield 见地图标识 、David Jones、以及Myer。悉尼大部分
的商店平时在17:30左右关门(Myer和David Jones关门略晚一些)。
每个周四是购物日，营业时间会延迟至21:00。每年大型的打折活动
有两次，分别是6、7月，和圣诞节前后。12月26日式打折活动最激
烈的一天，大型购物中心通常早晨六点开始营业至晚间十二点，但是
人非常多。

★ 纪念品、小店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见地图标识 
和市政厅隔一条马路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ueen Victoria Building 
(QVB)是1898年设计并建造的罗马式建筑，内部结构富丽堂皇，有
各具特色的商店，名品店，餐厅，咖啡店，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历史
文物收藏，千万不要错过进去逛一逛。  

跳蚤市场
每个周末悉尼都会有一些跳蚤市场开放，像是在岩石区、Paddington、
Glebe、邦代海滩，里面可以淘到有趣的小艺术品和装饰品。其中比
较推荐每周六在Paddington的跳蚤市场，市场周围还有很多小店也
值得一逛。

市场
中国城的Paddy's Market：卖蔬菜水果，家用百货，服饰，旅游纪
念品的市场。蔬菜水果非常新鲜，如果住的地方可以做饭，这里是采
购食材的最佳选择。其他东西不推荐买，很像是国内的商品批发市场
的感觉，不过可以去体验一下。

★ 退税
在悉尼，出境前30天内，在同一家商店所购买的消费总金额超过300

澳元的物品，可以通过TRS(The Tourist Refund Scheme旅客购物

住宿 
悉尼市住宿十分完善，无论是市中心还是海边，从豪华酒店到经济
型背包旅店， 都可以找到适合你需求的。冬季住宿价格比较便宜，
旺季(11月到来年2月)来临时，旅馆价格通常会上涨40%左右。悉
尼市中心最高档的观光酒店聚集区(环形码头周围)，平季双人房价
基本300澳元起，市中心其他区域，如情人港，中央车站等地的
三、四星级酒店双人房需要200澳元以上。两星经济饭店双人房大
概需要120澳元左右。还有青年旅馆(YHA)，背包客栈之类的低阶
旅店，不介意和陌生驴友同住的可以选择此类旅店，约为30澳元左
右一个床位。

悉尼市中心最大最多元的旅馆集聚区就在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
附近，无论是乘坐机场快线，搭乘城际或者州际列车，城铁(city 
rail)，市中心电车Tram(搭乘可以去赌场star city和鱼市场fish 
market)，还是乘坐长途客运BUS站-澳洲灰狗BUS，都十分的方
便。中央车站距离中国城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餐以及去附近超市
购买食品都很便利。这里离其他市中心景点也不是太远，步行都可
以到达。

退税制度)在出境时进行退税。购买的物品必须手提出境然后在海关

TRS柜台办理退税。退税人必须有购物所在商店开具的包括详细购买

信息的发票，退税申请要在飞机出发前三十分钟内结束。返还金额会

汇到信用卡或者澳洲本地银行账户。

www.customs.gov.au/site/page4646.asp

         鼎泰丰：比较大的店，每次去都要等位。推荐红油抄手。
         地址： Level 1, Shop 11, 644 George St(也是在World 
Square附近）

★  其他
在悉尼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咖啡店，走累了，不如随便
找一家小店喝个咖啡，在浓浓的咖啡香里面放松心情。在离悉尼市中
心不远的一些区，例如Glebe, Paddington，Newton都有很多风格
不同的咖啡店，值得一去。其实在很多购物商区周围都有美食广场
(Foodcourt)，里面有各种不同国家的美食快餐，价格便宜，方便快
捷，也是解决温饱问题的好选择。

安全
急救、匪警、火警：000

拨通后告诉接线员需要警察、消防还是救护车，并且说明事发区
域，然后电话会被转接到距离事发区域最近的站点，最后向接线员
说明地址和当时情况。

★ 治安
悉尼晚间的治安不是很好，天黑之后尽量结伴而行，避免走一些偏僻街
道小巷。 看管好自身的财务，尤其是手机。之前有段时间经常出现本地
青少年抢劫手机的案例。

★ Tips：搭乘火车的安全
晚上八点以后搭乘火车建议乘坐在有保安人员的两处安全车厢 (安装蓝色
警示灯的车厢)。

★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地址：39 Dunblane Street, Camperdown, NSW 2050
办公时间：
证件业务(护照，签证，公证，认证)：周一至周五 09:00-12:00 
其他部门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08:30-12:00；14:00-17:00
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61-2-859-580-29
遇危急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非工作时间可打：
+61-413-647-168
www.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chn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646.asp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646.asp
http://www.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chn
http://www.sydney.chineseconsulate.org/chn


P 12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 医疗应急
         生命热线Life line (提供咨询服务)：131114
在澳洲一般的疾病诊断都在家庭医生GP(General Practitioner)处
进行，诊费大概是30-50澳元, 在GP处取得处方单才可以去药店买
药。医院(Hospital)没有所谓的门诊，主要是急救和手术治疗。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subject=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subject=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