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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尔本：淘金历险记

墨尔本(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墨尔本是一座因金矿而存在，因金矿而致富的城市。在1835年之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原，

根本无人居住。但随着1851年墨尔本金矿的发现，世界各地怀揣着淘金梦的人都蜂窝至这座城市

。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淘金潮在慢慢褪去，移民潮却一直没有停下，没有了黄金外衣的

墨尔本，是如何让全世界移民着迷的？占据全市1/4以上的公园绿地、口味丰富的数千家美味餐厅

，墨尔本——这座有着“花园之州”美誉的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城市，是世界上少数兼有河流及海

滨的城市，贯穿墨尔本的亚拉河无时不刻地对它进行着滋养。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墨尔本成

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黄金的魔力散去以后，这里仍是那么

多人魂牵梦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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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赞叹的大型购物中心与百货公司是大城市理所当然的“标配”，墨尔本自然也不会少，

但最有趣味的墨尔本却隐藏在街道里。这里的每一条街道都有着自己的个性，雅痞街是“可以欣

赏别人，同时也在被别人欣赏”；布朗史维克街散发着浓重的波西米亚颓废风格；布洛克拱廊本

身就是最为精致、典雅的建筑。漫步在这些街道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

。

　　就像之前所说的，这座美丽的移民城市历史并不悠久，所以只要你对于这段旅途足够地投入

，也许还能偷听到200年前那些淘金者发现金矿时的爽朗笑声。走遍墨尔本，在黄金之城开始自己

的“淘金”历险记。 

墨尔本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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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访必读

   

1、签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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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42

mailto:immigration.beijing@dfat.gov.au
mailto:immigration.shanghai@dfat.gov.au
mailto:visaenquiries.guangzhou@dfat.gov.au


�������

墨尔本：花园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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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旅游时间：

　　墨尔本最好的旅游季节在秋季（3～5月）。平均温度在20℃，比较适宜出游，植物颜色缤纷

多彩。夏季为12-次年2月，日间阳光充沛，白天气温在25～29℃之间，有时候甚至达到40℃。春

季为9-11月，天朗气清，到处充满生机。冬季为6-8月，天气寒冷，是滑雪的最佳季节。如果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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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动，最好在夏季访问墨尔本；如果喜欢温和的气候，可以在春秋访问。

　　旅人提示：

春夏是墨尔本气温变化最无常的，前后两天最高气温相差15℃不足为奇，而且白天晚上的温差很

大，甚至于会差15～20℃。冬天最低气温一般5～9℃，有时也会到1～3℃，因此及时增减衣物很

必要。

时差：

　　墨尔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两个小时。

货币：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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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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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卡：

                                             14 / 142



�������

墨尔本：花园之州
　　信用卡：当地广泛使用的信用卡是美国运通卡（AMEX）、银行卡（Bankcard）、大来卡（Di

ners Club）、万事达卡（Master）、威士卡（VISA）及其附属卡，在大部分商店购物时都接受信

用卡（万事达卡Mast card,威士卡Visa card最常用），在规模较小的城镇、乡间或小型商店购物时

，使用信用卡会受限制，以支付澳元现金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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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费：

　　澳洲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旅馆和餐厅也不会把小费计入账单。机场搬运员出租车司机旅馆

的服务员都不会要求小费，但可自由付给。火车站搬运员则有规定收费。在比较高级的餐厅内，

通常会给端送食物和饮料的侍者高达10%账单的小费以奖励他们良好的服务。一般而言，是否给

予小费全凭个人决定，如对对方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不妨给点小费作为奖励。  

通讯：

　　澳大利亚当地区号为61，墨尔本区号为3。

　　中国SIM卡在澳洲的使用：中国移动的SIM卡在墨尔本可以使用，但必须开通国际漫游。具体

收费情况请咨询中国移动客服。

　　当地SIM卡的使用：中国的手机能使用澳洲当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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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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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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打中国电话方式：0018 86 国内区号（0省去），固定电话号码

　　拨打中国手机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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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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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携带的电器是100伏特，请

检查是否有110/240伏特的转换器，如果没有，便需使用变压器。高级旅馆通常备有110/240伏特通

用的电动剃须刀插座。

购物及退税：

　　当地商店一般在周一到周五9：00-17：00营业，中午有休息时间，周六、周日都休息，周四

晚上延长到21：00。

　　在澳洲与机场连锁的免税商店购买免税物品，要将装订好的商品拿到离境国际机场经海关收

取免税单后才能拆封。在澳大利亚的商店（免税店除外）里购买的物品，单张发票上金额超过300

澳元可以在机场办理退税，税金在10%左右，一般会在5个星期的工作日内打到您的银行卡上，或

寄支票。 

上网：

　　墨尔本网吧当地广泛分布，在St Kilda和Flinders

Street上网吧数量较多。网吧上网速度较快，价格在每小时2.5-12澳元。

   

3、实用信息

1、常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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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游客信息中心：0061396589658

墨尔本旅游服务中心：0061396589933

墨尔本迎宾服务：0061396589658

中国领事馆：0061398220604

电话查询服务：1223

紧急电话（警察局，救护车，消防车）：000

防止犯罪热线：1800333000

centrelink（中文）：131202

citylink：132629

海关：0061392448000

移民局：131881

火车时刻表：131638

国家巴士：0061396191111

路局vicroads：131171

事故拖车服务：131176

天气报告weather：1196or1900155344

报时：1900912000or005530254

法律援助：96510333

翻译服务：131450

2、在墨尔本星期四、五、六三天，无论午餐或晚餐最好预先订位比较好。

3、墨尔本餐馆通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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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墨尔本不管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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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洲一般人对于大声讲话的人会反感地瞪你一眼。

5、墨尔本市以多元文化城市著称，当地居民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多数欧洲和亚洲移民或移民后

代，无特殊风俗，但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有自己的风俗需注意。

6、在墨尔本旅行乘坐公共交通最省钱的方式是购买日票（Daily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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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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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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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墨尔本

　　来到澳洲，你会听到关于悉尼和墨尔本的双城记——悉尼若为热力四射的美少女，墨尔本就

是风姿绰约的贵妇人；悉尼是北美的纽约，墨尔本就是欧洲的伦敦。

历史概述：

　　1835年之前，墨尔本基本上是没有人居住的。1840年，墨尔本的人口是一万人。1851年，在

墨尔本发现了金矿，大量的人从世界各地（主要为美国人）前来墨尔本淘金，包括大量的华工。

由于淘金热潮，墨尔本的人口迅速增长，根据历史记载，在1836年，墨尔本的人口只有177人，到

了1851年，人口是29000人，到1854年，已经达到12万3000人，使藏金极富的美国旧金山（三藩市

）黯然失色，故墨尔本又被华人称为新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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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维多利亚港边的海鸥(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1901年至1927年，墨尔本曾经是澳大利亚的首都，长达26年之久。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

，澳大利亚的首都就是墨尔本，当时的墨尔本比悉尼要繁华。随着悉尼的日益繁荣，悉尼市民十

分希望悉尼成为澳大利亚的首都。澳大利亚政府后来决定，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建造一个新的城

市堪培拉，作为新首都。1927年，澳大利亚迁都堪培拉。有趣的是，新首都并非位于悉尼和墨尔

本的正中央，它距离悉尼约四小时车程，距离墨尔本约七小时车程。

一年一季，一日四季

　　墨尔本冬季平均气温在17度，夏天则为26℃，季节温差变化不大，故有一年一季的说法。但

是据此说墨尔本的气候是海洋性气候，那就错了。墨尔本属于亚热带与温带交叉型气候，天气就

像美女的脾气，说变就变，翻脸比翻书还快，出门时还是万里无云，过一条马路的工夫，大雨就

倾盆而来。因此，出门不管看着多灿烂的天儿，最好带上伞。

最让游客始料未及的，是它一日多变的温差。2月的墨尔本，阳光下满街入眼的都是短袖短裤衩的

，在圣科达（St Kilda）海滩裸着上身晒日光浴的男女比比皆是。可是天气一阴，或者下场雨，吹

来海风，温度急剧下降，穿羽绒服也不算过分。

最夸张的日温差有30℃。作为游客，无论什么季节去澳洲，防晒霜、墨镜、宽边帽是必带品，当

然还要记得带上件御寒的衣服。女孩最省心的打扮则是吊带衫，再在腰间系上件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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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生活方式令人羡慕

　　墨尔本1/4的土地为公园及绿地。马路两边，到处郁郁葱葱。一片片地毯般的草坪和高大茂密

的树木，错落有致，不时可以看到小鸟、松鼠嬉戏其间。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花草繁茂，花园之城

名不虚传。墨尔本人们热爱这些公园绿地，喜欢到那里散步、游憩、呼吸新鲜空气，在鲜花绿树

中，享受惬意的生活。

当地政府为方便居民休闲，特意在公园绿地、景区休息地，都建造了不少烧烤灶，供人们免费使

用。这种烧烤炉，以前是用煤气的，现在为了安全，改成了电炉。不少当地居民带着孩子，拴着

狗狗，席地而坐，一边聊天晒太阳，一边BBQ，优哉游哉地享受大自然美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

说，生活就是3B：BBQ、BEACH、BEER。这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雷打不动的准时下班和

周末休息的习惯。

保护动物和多元文化

　　在墨尔本餐厅吃饭，时常会有小鸟飞来停在餐桌上看着你，丝毫不惧怕人类。当地人甚至会

开玩笑说，在澳洲孩子第一位，老人第二，女性第三，动物第四，男人排在最后。澳洲的小动物

与人类很友好，经常会看见路牌上标明“此处有鸭子过马路，请减速”等等。

由于受到非常保护，这里的动物都心宽体胖。有些小鸟几乎胖得飞不动，蹒跚地走在路边，偶尔

跳几下。喂袋鼠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只要一伸手，会有很多只袋鼠跳跃过来，任人抚摸，与人

亲近。但如果喂它们劣质的食品则会给你带来麻烦。离墨尔本40公里一个叫基隆的（Geelong）地

方，那里有大片桉树林，生长着澳洲考拉。

墨尔本迷人之处

　　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的海岸风光是全球最佳的地点之一。

如果想观赏墨尔本的全景，可登上55层的墨尔本著名的观景点丽爱图塔观景台（Rialto Towers

Observation Deck）。

墨尔本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在菲力浦岛上参观企鹅，它已成为游人必去的景点之一。

要想体验一下皇室的气派，皇家植物园则是一个供游客参观的好地方。

造型新颖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国立美术馆，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不可错过。

亚拉河（Yarra River）浪漫游船之旅，周遭的景色会令你迷醉。

   

5、企鹅与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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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岛看企鹅归巢

　　墨尔本有一道很吸引人的景观，那就是观看企鹅归巢。很多人会以为只有南极洲有企鹅，到

了墨尔本你会发现，世界上还有一种玲珑可爱的小企鹅生活在温暖的南太平洋海岸。 

墨尔本“袖珍”企鹅(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从墨尔本出发，到达企鹅的家——菲利普岛，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面积跟香港差不多。菲利

普岛对墨尔本市民来说，是冲浪、驾船、钓鱼、滑水等活动的海滩度假胜地，但使它成名的，却

是那群驻扎在岛西南端诺毕斯岬附近的夏陆滩（Summerland Peninsula）上的小企鹅。

在菲利普岛，成千上万的企鹅原住民，比当地人口还要多（当地人口只有5000人左右）。相比高

达一米的南极帝企鹅，菲利普岛上的企鹅身高只有30厘米、体重约1公斤，是企鹅中的“袖珍版本

”。由于体积较小，为躲避天敌，每天日落前1-2小时，小企鹅就会成群结对地从海里归巢。企鹅

很敏感，稍有杂声，就会顿足，甚至撤回海中。

游客可以从栈桥上面看这群可爱的小精灵。栈桥离地一米左右、宽约三米，架在岩石的上面，一

直蜿蜒到海边。自1920年代对公众开放以来，每年大约有50万名游客会在这个看台上等待企鹅回

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企鹅回家的旅途充满惊险，勇敢的先遣队必须要先观察四周动静，确保

没有敌人之后，才引导大部队登陆。海浪声，鸟鸣声，甚至远处一绺光线，都会让先遣队队员惊

觉万分，它们反反复复地上来又下去，折腾一阵后，部分勇敢的小企鹅先走上岸，紧接着，一群

                                             21 / 14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53&do=album&picid=42577


�������

墨尔本：花园之州
群小企鹅出现在浅海滩上，像穿着燕尾服的绅士，摇摇摆摆地一起回家。

新金山，梦想的发源地

　　墨尔本的往事要从淘金开始说起。170多年前，墨尔本基本没有人居住，直到人们在墨尔本附

近的疏芬山发现了金矿。这个被称为新金山的地方，一下子人满为患，似乎是一夜之间，全世界

有梦想的人都涌来这里。根据历史记载，1836年，墨尔本的人口只有177人，到1851年，人口是290

00人，到1854年，已经达到123000人，使当时藏金极富的美国旧金山黯然失色。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疏芬山感受到当年矿工淘金的生活。作为一座大型的露天博物馆，疏

芬山讲述的是一段伟大的历史，它生动再现了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淘金热时人们轰轰烈烈的生活

画卷。

这里有一座生机勃勃的“古代城区”，古老的商店、旅馆、邮局、作坊鳞次栉比，连卖货的店主

、巡逻的警察，甚至乘凉的婴童和老妇人都是19世纪淘金小镇的装扮。

在采矿区，你可以手持淘金盆在小溪里淘金，运气好的话，真的可以带走自己掏出来的黄金，体

验当时矿工们一步步接近自己梦想时的兴奋与喜悦。

游览疏芬山的地下矿区也非常有趣。你可以在微弱的烛光中探游整个金矿，观摩当时矿工掘金的

真实场景。在矿区深处放映的小电影《密室》，讲述了一对中国兄弟在金矿寻找财富的艰辛历程

，感人至深。

走在疏芬山，整个人便回到了19世纪，买点金箔制作的纪念品，或是邮寄一张盖着19世纪疏芬山

邮戳的明信片回家，总能让你觉得，漫长的时空，浓缩，再浓缩，最后便呈现出你所喜爱的这座

城市。

   

6、活力四射体育之城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城市之一，墨尔本人对运动的热爱，绝不亚于对文化艺术的痴迷。

这里曾举办澳大利亚以至南半球首次的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以及2006年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

此外，贯穿于全年的运赛事庆也同样精彩纷呈。无论是网球、足球、曲棍球，还是赛马、F1和板

球，每场赛事都饱含墨尔本人对运动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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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众多体育赛事(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世界级的赛马比赛——墨尔本杯

　　墨尔本杯赛马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赛马，创办于1861年，在澳大利亚被誉为“让举国屏息呼

吸的赛事”，该比赛接受三岁或以上纯种马参加，比赛距离为3200米，是全世界两英里赛马中最

具有影响力的。墨尔本杯赛马从1861年至今每年举办一次，在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也没有中断过

。比赛举行的日子也是墨尔本及其附近地区的公众假日。在比赛当天，其实同一个场地大约有十

场赛马，每场相隔半小时，而墨尔本杯是其中的一场（一般是第七场）。

　　时间：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盛夏网球盛典——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Australian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是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之一，简称

“澳网”，这是一项与法国公开赛、英国温布顿网球赛和美国公开赛齐名的世界4大网球公开赛之

一。澳大利亚公开赛自1905年创办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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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每年1月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大赛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大赛――随着裁判手上的旗帜一挥，时速高达300公里的赛车竞赛在亚伯

特公园（Albert Park）便成为全球瞩目的唯一焦点。无论是震耳欲聋的引擎声、高分贝的尖叫声，

还是现场频繁摇曳的彩旗，都会让您感受到这项国际赛事的魅力和震撼！

　　时间：每年3月

全民沸腾的狂热运动——澳大利亚足球联赛

　　澳大利亚足球联赛 (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这项在墨尔本诞生的运动，已经风靡了100

年。可以想象墨尔本人对足球的重视。每年8－9月间，墨尔本全城都陷入疯狂，所有的话题都围

绕着足球明星，仿佛自己就是联赛队员。

　　时间：每年8－9月间

最受欢迎的全民运动——板球

　　澳大利亚人玩板球的历史已经超过200年，板球是澳大利亚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之一。夏天，人

们在野餐时玩，在烧烤时玩，在海滩上玩，在公园里玩，谈论的都是有关板球的话题。澳大利亚

板球队，带着他们标志性的绿色宽松帽，成为城市中的焦点。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比赛就是在墨尔

本板球场举行的节礼日（Boxing Day）比赛。

　　旅人提示：

每逢足球和板球赛季，墨尔本都会向观众推出特别套票，票中包含了澳大利亚体育美术馆及奥林

匹克博物馆入场券。

   

7、有轨电车轮下的历史

　　墨尔本人管市中心的那片区域叫“城”，这有点像以前住在杨浦区的上海人把到市中心称为

“去上海”一样。

有轨电车：

　　走在墨尔本市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叮叮当当”驶过的有轨电车，与昔日上海的8路有轨电

车颇为相似。墨尔本的居民对有轨电车情有独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城市都陆续

拆掉了各自的有轨电车。唯独墨尔本经过居民投票而保留并发展了它。如今遍布街头的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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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墨尔本的标志，成了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景观。 

墨尔本有轨电车（city circle tram）(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有轨电车是木制的，线路四通八达，在宽敞的道路上，设有有轨电车专用车道。而在较窄的

道路上，汽车也可以使用有轨电车道。当有轨电车停站开门时，安在后门上的STOP标记牌同时伸

出，跟在电车后面和在道路外侧车道行驶的车辆都要停下来，等待乘客上下。所以在墨尔本，没

有抢道揿喇叭的现象，大家心态平和，车速不快，但是道路通畅。

　　墨尔本还有车号为“00”的免费环城观光电车。这种红色车身的古董电车环绕城区双向行驶

，下车后步行即可进入城内。环城电车上配有许多介绍墨尔本游览点的小册子和地图，服务员姑

娘也会热心地解答你的问题。面对面有两辆电车驶过，两个司机则会同时伸出大拇指，笑着跟对

方打个招呼。真诚友好的微笑，和睦的人际关系，这种温情的场面给游客带来的视觉享受，超过

自然美景。乘坐这种舒适的传统风格的轨道交通，慢悠悠随兴游览墨尔本老城区，沉醉于墨尔本

优雅的气质里，点点滴滴的渗透，你不会惊艳，但绝对会怦然心动。

特别推荐：餐厅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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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尔本有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餐厅电车。两个小时的行程，穿越墨尔本的大街小巷，同时提供

了最地道的墨尔本美食和葡萄酒。最值得推荐的是傍晚六点钟的一班，从夕阳西下到华灯初上，

夜幕下的墨尔本，很有感觉。

棋盘式CITY：

　　墨尔本城里行走不会迷路，它完全就像一张中国象棋的棋盘。CITY道路规划和建成早在19世

纪，至今没有做任何修改。与亚拉河并排6条道路，交叉纵向9条道路，每条马路宽30米，等距间

隔成一个个方块。在方格的横向，还间隔10米的小道，据说当初是专为马车通行设计的，现在依

然管用。

　　这样的创意也出现在CITY的一些商业场所。有的一整面墙看起来就像是被揉皱的牛皮纸，像

极了牛皮纸的质感和光泽。与其说是建筑，更不如说是雕塑。即使巷子里的那些七彩涂鸦，也显

得颇有艺术趣味。

   

8、乘热气球俯瞰花园城市

热气球：

　　世界上少有大城市适合热气球飞行，墨尔本却是少数中的佼佼者，不仅如此，墨尔本更是澳

大利亚唯一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玩热气球的城市。在这号称是“生活在童话里”的城市中，清晨

便是童话王国浮现的时刻。在渐亮的蓝天白云下，总是可以看到高低分布飘着很多热气球，这是

墨尔本的一项特别游览项目——乘热气球看日出。要想乘坐热气球看这童话城市的日出，必须清

晨4点来到位于Birdwood Avenue街的皇家植物园的热气球升空地集合。每天早上，那里都会有十

几个大家伙整齐排列，准备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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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热气球(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热气球升空需要平稳的气流，所以一般只能在清晨或黄昏飞行。热气球升空过程非常安全而

缓慢，升空高度约为3000尺，升空过程非常平稳，只要眼望前方，很容易克服畏高心理。

赌场：

　　如果说墨尔本是澳洲的娱乐之都，那么称“皇冠（Crown）”为逍遥之都，实在一点不为过

，皇冠赌场是南半球最大的赌场，也是一座综合了精品店、美食店、电影院等娱乐设施于一身的

“逍遥之都”。有全澳最大的复合式赌场，三百三十张游戏桌，可提供二十多种不同赌法，另有

两千五百部游戏机。只要荷包够满，在“皇冠”就可以体验到皇帝般的乐趣。

　　皇冠内的水火同源柱是八根高十米的柱子。白天时喷水，每到夜晚，石柱口就会定时喷出火

球，火舌最高可达十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火球。

   

9、咖啡美酒：不羁的城市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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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城市有灵魂，那咖啡和美酒则是墨尔本的灵魂。对于墨尔本人来说，她们就是伴侣和

恋人，总能让你沉迷其间，欲罢不能，其情其景随处可见。

回味咖啡时光

　　墨尔本不断繁荣的咖啡文化使澳大利亚“咖啡之都”的美名享誉天下。时尚的咖啡店散布在

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而墨尔本宽敞大气的街道尤其是探寻那些备受当地人欢迎的咖啡小屋的最

好去处。

位于卡尔顿（Carlton）区的莱贡街（Lygon Street）是墨尔本意大利人的聚居中心，也是这个城市

著名的咖啡文化发源地。1950年，就是这个街道上的一家意大利人咖啡店引进了墨尔本最早的意

式浓缩咖啡机器。今天，附近墨尔本大学的学者和学生经常聚集在这里，一边聊天，一边品尝意

式浓缩咖啡，而购物爱好者也可以在附近各式的小店尽情淘宝。  

咖啡师(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许多墨尔本的咖啡店都有一个“Barista”,“Barista”一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

“咖啡师”，这个词汇在几年前还无人知晓，而现在却成为墨尔本咖啡店内词汇的一部分。有些

意式浓缩咖啡店支付额外的费用聘请合格的咖啡师，因为他们精通如何在短时间内调制口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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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品咖啡。

知名咖啡馆推荐：

　　漫步在墨尔本市区内，随意走进Quists这样的著名咖啡店。Quists是墨尔本最古老的烤肉店，

从1938年就开始发展壮大，店内以陈列当时的旧机器为荣。这里出售16中不同品种的咖啡。

另外一个著名的咖啡聚集点是在史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和弗林德斯大街（Flinders Lane）交

叉路口的Brunetti店。这个意大利店的旗舰店位于卡尔顿（Carlton）区，这里的咖啡与美味的甜点

以及意大利浓糖浆热巧克力齐名。

墨尔本的郊区也有非常棒的咖啡屋，包括位于圣科达（St.Kilda）Marine Parade的Cafe Racer。那里

每个周末举行定期赛事，不同年龄的自行车运动爱好者聚集到那里品尝咖啡，享用早点和美味的

午餐，漫步海边。

墨尔本咖啡俚语：

　　普通无糖咖啡（flat

white）是用陶瓷杯子装盛的像卡布其诺cappuccino的品种（上面不加泡沫或巧克力）。

小杯黑咖啡（short black）是盛装在小型咖啡杯里的意大利浓咖啡。

大杯黑咖啡（long black）是加入热水调配的一杯意大利浓咖啡。

低脂咖啡（skinny

cap）是一杯用脱脂牛奶，而不是全脂牛奶调制的卡布其诺咖啡（cappuccino）。

拿铁（latte）是在一杯意大利浓咖啡（大约30毫升）中加入热牛奶，顶部有一公分的泡沫。

低脂无咖啡因拿铁（skinny decaf latte）的特点是低脂和低咖啡因。

玛奇雅朵咖啡（macchiato）是意大利式浓缩咖啡配上一勺牛奶泡沫。

双份豆浆拿铁（double shot soy latt）是双倍的咖啡配豆浆牛奶，而不是牛奶。

婴儿奇诺（babycino）是用小的意大利式浓缩咖啡杯盛装的起泡牛奶，不含咖啡。通常适合儿童

饮用。

美酒美食：味蕾的诱惑

　　当地人有一说法：墨尔本有三多，苍蝇多、酒鬼多、胖子多。前者，是因为澳大利亚夏季炎

热，地广人稀，大部分土地是牧场所致；后两者，则是因为墨尔本人不但拥有挑剔的味蕾，更有

一流的美味佳酿——大片的酒庄供给着嗜酒如命的墨尔本人；擅于集合中西饮食文化精粹的澳大

利亚厨师，则会将各国风味个中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创制出新颖而独特的烹饪方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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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你的胃，更能满足你对人生最质朴却也最极致的追求。

墨尔本有一年一度的美食美酒节，堪称是墨尔本的一张城市名片。周末，人们聚齐在马场，鲜绿

的草坪上，白色的餐桌，诱人的食物和炫彩的酒杯，边品味美食美酒边谈笑风生，再为自己钟情

的马匹下上几注，人生惬意不过如此了。

值得一提的是墨尔本的女士，出席盛会，总会精心装扮。单英伦风情的各式帽子就有数百种之多

，女性营造了墨尔本独特的贵族气质以及文化氛围，成为这城市的独特景致。 

如果没有赶上墨尔本美食美酒节，也可以到离墨尔本一小时车程的亚拉河谷品尝葡萄酒。亚拉河

谷便是与悉尼的猎人谷、南澳的巴罗萨谷齐名的澳洲著名的葡萄园区。这里有30多家大小葡萄酒

厂，每年出产众多品种的葡萄酒。相比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酒庄的传统、古老和庄重，亚拉河

谷的酒庄显得年轻且时尚。在Rochford酒庄里，庞大的庄园内不仅设有屡获旅游业内奖项的餐馆

和咖啡馆，还有可供户外演出时使用的音响设施和舞台，不时举办音乐会，就连洛得�斯图尔特

和诺拉�琼斯也亲临演出。在这里吃个精致的午餐，品尝美酒，在微醺的状态下，尽情享受午间

美丽的阳光，饭后到葡萄园走走，都是很好的享受。

   

10、艺术之都：从涂鸦到艺术集市

膜拜涂鸦天堂：

　　涂鸦是墨尔本近年来很流行的城市语言，走进当地人称为Laneway的小路，色彩明艳、活力四

射的涂鸦便扑面而来，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这些涂鸦有文艺小青年的随意发

泄，也有大师的作品，每一处都精彩绝伦。那么墨尔本的涂鸦作品有多少？有旅行社专门推出的

涂鸦团，据说得花上两个小时才能将墨尔本精彩的涂鸦墙全部看到，可见它的规模。

　　City Laneways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涂鸦，还在于寻找的过程。因为分散在各处，所以你要

找遍墨尔本的大街小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将看到什么，惊喜总是突如其来。

比如，在墨尔本最古老的Flinders Street 火车站左侧，沿着Elizabeth

Street往后走，然后左转进入Bourke Street，最后找到著名的Union LA，一进入巷子，就会看到一整

面墙的涂鸦，仔细看看，这些画风格各异，有的是可爱动物，有的是抽象表达，还有美女帅哥，

虽然环境幽暗，也不怎么干净，但丝毫不能减少震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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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街道涂鸦(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推荐观赏地： 布伦瑞克大街

　　布伦瑞克是一个旧区，这里没有新落成的摩登大厦，到处充满了空置的低矮房子和随性的涂

鸦，正是Brunswick这种骨子里的反叛个性和廉价的租金，使得它与年轻人之趣味一拍即合，也吸

引了大批年轻的艺术家。于是，艺术家画廊，广告、杂志、音乐公司的工作室纷纷搬来这里，使

得这个颓废街区增添了当代艺术的个性。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墨尔本的年轻文化、街道文化和反传

统文化的力量，一定要到不伦瑞克街。

城市名片：墨尔本艺术地标

　　很多人都说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有“欧洲范儿”的城市，此言不假，墨尔本不仅有着全澳洲

最多的英式维多利亚老建筑，还有库克船长的“故居”——小屋坐落在墨尔本市区的费兹罗花园

（FITZROY GARDEN）内，是1934年墨尔本建市100周年时，澳洲大亨出资800英镑从英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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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给墨尔本人的礼物从英国海运到这里的。如果今天去那里，能看到纯粹的石屋被绿树掩映，

一位身着英式传统服装的老妇人安静地坐在屋前，岁月仿佛静止一般。

　　同时墨尔本的现代建筑也令人惊叹，以联邦广场为代表，夸张的几何造型以及诸多元素的巧

妙结合使之成为全球人的朝圣地。许多造型各异的实验建筑，不管美与丑，绝对让人印象深刻。 

坐在联邦广场上，可以看到其它墨尔本标志性建筑圣保罗大教堂和费林德斯老火车站，可以看到

穿梭往来的百年历史的有轨电车，可以看到亚拉河畔的灯红酒绿，还可以看到坐在草坪上看屏幕

电影的人群。另一标志性建筑为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它高达162米，始建于1973年，耗时11年之久

。如今，“芭蕾舞裙”不仅是维多利亚艺术中心的醒目标志，而且成为墨尔本以及整个澳大利亚

艺术的标志。尤其当夜晚来临，这座不断变换颜色的高塔，就是墨尔本夜空中最灿烂夺目的高柱

。

艺术集市：

圣科达海边艺术假日市集

　　位于海边的圣科达海边艺术假日市集是一处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市场。这个够地道又价廉物

美的艺术假日市场，每到周日便犹如热闹的嘉年华一般，让当地人或者游客买得开心，看得过瘾

。

　　这个集市最大的特色是所有商品都是独家手工制作的，每个摊主既是商品的设计师、制作者

，又是卖家。“创意无限”是圣科达海边艺术假日集市永恒的主题，也为这个略带波希米亚色彩

的墨尔本海边郊区增添不少色彩。懂得欣赏艺术品的买家，要么边走边精挑细选，要么驻足欣赏

摊主现场制作的精湛手艺。如果累了，只要步行5分钟就可以顺便来海滩晒晒太阳，小憩一下。

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周日市场

　　同样只在周日开放的还有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周日市场，市场从墨尔本的时尚地标“维多利亚

艺术中心”一直延伸到亚拉河畔。有别于圣科达海边艺术假日市集，这一区是墨尔本文艺活动集

中地，所以这个市场也以销售艺术品而著称。你时常会在这里看到来自各国艺术家的现场表演，

他们不是单纯地为挣钱而表演，更多的可能还是对艺术的追求或自娱自乐。

　　这个市场共有100多家摊铺，卖家大多是墨尔本当地和澳洲的艺术家、工匠甚至主妇。他们将

自己在家中制作的什物，包括家具饰物、花草香料、陶艺、手制画框、珠宝和手绘的丝质衣物拿

到这里出售。这些商品大多新颖别致，手工制作，价格也不是特别昂贵，如果你仔细淘，一定能

够买到心仪又价格公道的澳大利亚之行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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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墨尔本小档案

区号：00613

语言：英语

区域面积：8831平方公里

人口：407万(2010年6月)

地理：

　　墨尔本地处平原，有少量的矮山地，墨尔本也是一个海边城市，面对太平洋。墨尔本有一条

亚拉河（Yarra River，又译雅拉河），是流经墨尔本的主要大河流，全长242公里，每年的流量达7.

18亿立方米，总流域面积4000平方公里。墨尔本整个城市最初就是沿着雅拉河两岸建设开去的，

到2011年为止，雅拉河上跨越两岸的桥梁有25座之多。 

墨尔本中央火车站(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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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义来说，墨尔本指的是墨尔本市中心区（City of

Melbourne）行政区划包括以下十个区域：墨尔本市中心商业区（Melbourne

CBD）、东墨尔本（East Melbourne）、西墨尔本（West Melbourne）、北墨尔本（North

Melbourne）、帕克维尔（Parkville）、卡尔顿（Carlton）、南亚拉（South

Yarra）、圣基达路两旁区域（St Kilda Road）、南岸区（South Bank）、旧码头区（Docklands）。

广义来说，墨尔本包括以上所说的墨尔本中心区和另外几百个郊区（suburbs）组成的大墨尔本地

区（Metropolitan

Melbourne），也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人口三百多万、面积8831平方公里的墨尔本。

气候：

　　墨尔本市最热月通常在22℃以下，最冷月在3℃到15℃之间，终年多雨，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处于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间，夏季偶有最热月超过22摄氏的情形。由于地理位置和洋流影响

的原因，墨尔本日夜温差较大，夏天即使白天气温高达三十多度，晚上就会凉下来至十二度左右

，因此墨尔本的气温有“一天四季”的说法。在冬天，墨尔本不太冷，冬天一般日间气温在十摄

氏度以上，冬天并不下雪，但墨尔本的周围有许多山，冬天的时候寒冷的高山上有积雪，所以每

逢冬季，墨尔本附近的高山又是滑雪的好地方。

民族与宗教：

　　现在每年大约十万名新移民抵达澳大利亚，当中约三分之一往墨尔本定居。移民在墨尔本开

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但同时也各自带来自己民族的传统和习惯。三分之一的墨尔本居民为生于澳

大利亚以外的移民，在墨尔本被使用的语言超过180种之多，墨尔本有来自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

的移民，和116种宗教信仰。

节日和重大活动：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Australian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s)

每年1月，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好手。为期两周的赛事将有超过55万观

众前来观看，使其成为澳大利亚观众最多的年度体育活动。

墨尔本酒食节 (Melbourne Food and Wine Festival)

每年2月。墨尔本酒食节是人们品尝维多利亚和墨尔本精美厨艺的好机会。节日期间，全州境内将

有140项活动，你一定能找到您喜欢的美食佳酿。

墨尔本时尚流行展 (L'Oreal Melbourne Fashio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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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月，在墨尔本时尚流行展期间，墨尔本成为世界高档时装之都。该时装节也成为展示澳大

利亚时装的无限展台。

蒙巴节 (Moomba Waterfest)

每年三月，蒙巴节是澳大利亚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节庆活动之一。这是一项老少皆宜的家庭活动

，狂欢庆祝的人群充满了Birrarung Marr 公园，蒙巴大游行把Swanston

Street变成一个多彩的欢乐海洋。

澳大利亚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大赛 (Formula 1TM Australian Grand Prix)

每年三月，澳大利亚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大赛在维多利亚风景如画的亚伯特公园举行，距墨尔本

市中心只有数分钟车程之遥。大赛期间，观众不仅可以欣赏5.3公里长的赛车道上展现的一级惊险

和刺激，还可有机会观赏精美的时装，品尝美味佳肴，参加各种欢庆活动。

墨尔本国际喜剧节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Comedy Festival)

每年4月，在墨尔本国际喜剧节期间，墨尔本将是世界上最具喜剧色彩的城市。来自世界和本土的

喜剧大师们每年汇聚在墨尔本，将使墨尔本整个城市充满欢声笑语。

墨尔本国际花展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Flower and Garden Show)

每年4月，绚丽的墨尔本国际花展会向观众展示上万多种新鲜切花，届时将有300多个商家参展。

大洋路国际马拉松赛 (Great Ocean Road International Marathon)

每年5月，从Lorne到阿波罗湾（Apollo Bay）的赛程，是世界马拉松赛事中风景最秀丽和最具挑战

性的赛程。优胜者可以获得3万2千澳元。

墨尔本艺术节

每年9月中旬，艺术节为期17天。届时，世界各国的著名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同城竞演，集中展示世

界一流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节目。

澳大利亚国际摩托车赛车大赛 (Australian Motorcycle Grand Prix)

每年10月，菲利普岛是澳大利亚国际摩托车赛车大赛的大本营，每年举办的摩托车大奖赛是世界

摩托车大奖赛的一个赛段。在为期三天的大奖赛期间，来自世界的顶尖骑手将参加三个级别角逐

。

墨尔本国际艺术节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每年10月，在墨尔本国际艺术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和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将在舞蹈、戏剧、音乐

、歌剧等视觉艺术方面做精彩演出。这些独特的免费室外活动使墨尔本国际艺术节赞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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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赛马嘉年华 (Spring Racing Carnival)

每年10月，在激动人心的六个星期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马良驹将汇聚在维多利亚赛马场，奋力

仰蹄勇争先。无论您是热衷于赛马和时装，还是只想度过美妙的一天，今年的春季赛马嘉年华都

是您不容错过的必选活动。

墨尔本杯赛马节 (Melbourne Cup Carnival)

每年11月，墨尔本的意义已远不只是一次赛马会，它拥有145年的社会和文化历史，是澳大利亚的

一个万人空巷的活动。在观看精彩的世界级赛马活动的同时，观众可以欣赏时装，品尝美食和晚

宴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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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墨尔本不可不做的N件事

   

1、到圣基尔达海滩 赏世界最美日升日落

　　经常能看到偶像剧里的情侣前一个镜头还在城里的高级餐厅约会，后一个镜头已经跑到海边

漫步了。在墨尔本，这一点也不夸张。墨尔本是有海滩的，圣基尔达海滩就是浪漫的代名词，墨

尔本人都喜欢去那里享受温柔海风和舒适惬意的周末生活。

　　弯弯的一线海岸边，有众多悠闲的餐厅酒吧，对着大海，海风微吹，实在是一大发呆胜地。

更要提到的是，圣基尔达海滩可以看到企鹅！就在一条深入海湾的栈桥尽头的防洪堤坝处，夜幕

降临后可以听到众多小企鹅此起彼伏前后呼叫，胖胖的、呆呆的企鹅们上岸后就在那些乱石堆上

站着。千万别用闪光灯拍照，会惊扰它们，也别去摸它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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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圣基尔达海滩上的日落、夜晚及海滩上的企鹅(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2、徒步大洋路 看十二使徒岩瞬间成就历史

　　路过维多利亚州而不去大洋路，不看十二使徒岩？那你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大洋路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岸公路风光，而十二使徒岩则是大洋路上的点睛之笔，没有比

这更完美的销魂组合了。最初的时候，这12块石头被称为“母猪和小猪”，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

被改名为更加吸引人的“十二使徒岩”（出典于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尽管那时仅存有9块石头了

⋯⋯

　　其实十二使徒岩不需要什么介绍，不需要什么离奇故事，甚至不需要什么名字，它们本身壮

阔沉静的存在就绝不会辜负你千山万水寻来一睹盛景的渴慕之心，尽管现在仅存有7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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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洋路航拍、十二使徒岩及大洋路徒步爱好者(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3、含情“墨墨” 纵贯墨尔本水陆空

　　你是否已厌倦了阳光海滩、椰林树影这些传统的度假地？有没有想过飞到南半球感受一番别

具特色的水陆空三维立体的罗曼之旅，一起品味这座童话之城的种种情愫？还等什么？快来墨尔

本！

　　你可以选择在维多利亚州的郊区搭乘热气球饱览河谷，也可以选择在市区搭乘，一览墨尔本

市的迷人风貌。从玻璃帷幕的高楼大厦飘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式平房，从国会大厦飘到菲兹罗花

园，随着葡萄藤和酒庄的轮廓出现在地面，金色的晨曦划破天幕，气球被缓缓神奇的朝阳定格在

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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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墨尔本特有的热气球(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当然，若你觉得飘在空中没有安全感，也可以选择在墨尔本的母亲河——亚拉河上荡起双桨

体验河流的温情。亚拉河穿城而过，河的两边，城市泾渭分明，一边清静，一边繁华。穿越城市

的河流总是风情万种，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亚拉河上泛舟，坐在游船紫色的丝绒椅子上，沿

着延绵不绝的亚拉河畔，静静感受墨尔本的风情，在澳大利亚，唯有墨尔本可以带给你古典与现

代的最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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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游船在亚拉河上(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要是这也不足以满足你全方位了解墨尔本的需求，那就再乘上马车感受马路风情好了。乘坐1

9世纪风格的观光马车，游览澳大利亚最具英伦风情的城市风光，坐在马车内悠闲地安静的听着马

蹄敲打着地面的声音，恍然感觉像是看到了贵族穿着雍容华贵的礼服乘坐漂亮的马车赴约参加皇

宫宴请的景象，就连车夫也会穿上整套英式绅士礼服。但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又经常给你拽回现

实当中，这种时光穿梭的感觉在精心安排的墨尔本马车观光中才能感受得到。

　　你以为这就叫水陆空体验吗？接下来的体验才真叫过瘾——距市中心开车大约40分钟的Puffin

g Billy蒸汽小火车，离着大老远就能看见山谷里升起的蒸汽，那是小火车在喷呢！这里比真的火车

站还热闹，挤满了孩子和家长，所有人脸上都有一种去郊游的兴奋。每个墨尔本人都坐过小火车

，最正宗的坐法是：坐在护栏上，把脚伸出车外，有时走过惊险刺激的木桥铁轨，有时穿入风景

如画的山林。把脚伸出窗外随着火车一起摇摇晃晃，一定是一段童话般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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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墨尔本观光马车及蒸汽小火车(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在含情脉脉的墨尔本，不管你和谁一起，是骑着马儿，还是荡起双桨，是乘着热气球，还是

在小火车上晃悠，在这座城市里，天空河流都是你美好回忆的见证，美好的旅程岁月就印刻在风

情的马路上，纵情的山林间，柔情的天空下，温情的河流上。

   

4、墨尔本“慢”气质，始于咖啡香

　　墨尔本的魅力，始于一缕咖啡的香气，当其他城市都忙着争抢世人的注意力时，墨尔本却只

是轻轻一耸肩，而后在街角休闲惬意的咖啡厅中挑了一间坐下来，享受一杯香浓地道的咖啡。有

那么一个镜头里，那个嘴角带笑的人儿，伴着春风，和恋人并肩坐上帅气的高头马车徜徉在古老

的街道上，街旁咖啡馆飘出的香气瞬间令整个氛围变得浓醇芬芳。不断繁荣的咖啡文化使其澳大

利亚“咖啡之都”的美名享誉天下，或时尚、或另类、或神秘的咖啡店散布在整座城市的大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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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让墨尔本成为咖啡爱好者探寻各自心头好的最佳去处。 

图为墨尔本咖啡及街头咖啡店(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在城市的边际的Richmond、St Kilda、Fitzroy、South

Melbourne和Prahran散布着几个著名的咖啡街，每个小店都各具特色。

那些弥漫着咖啡香的街区，犹如宁静的港湾，是品尝美味咖啡，享受路边时尚走秀的最佳去处。

　　你也可以参加咖啡历史徒步，从Bourke街上老字号的意式咖啡馆Society开始，一趟两小时的

咖啡之旅，除了浅尝各种咖啡，也追寻墨尔本咖啡文化发展足迹，从咖啡豆烘焙坊、咖啡酒吧、

咖啡连锁店、咖啡小铺，到装潢现代的咖啡餐厅，串联起来就是一张深具历史纵深的墨尔本咖啡

地图。

   

5、在动物天堂里享受举世无双的浪漫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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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墨尔本，只有去过了菲利普岛才算不虚此行。在菲利浦岛看企鹅大游行，那可是世界上

最浪漫的事之一，因为你见证了一个大自然的活生生的奇观。每天日落以后，世界上最小的企鹅

仙女企鹅会出现在这片海滩上，分成一组一组地摇摇摆摆冲上岸，朝草丛里的家走去，一路上叽

叽喳喳可热闹了，就像在开派对。你们可以一直跟着它们走，发现过一会儿就会有一只钻进草丛

的洞穴里，队伍越来越短，跟小学生放学回家一样。 

图为菲利普岛上成群的企鹅(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如今，菲利普岛不仅是小企鹅的天堂，还是考拉、海豹等珍奇动物的乐园。

　　不过，想看企鹅，也不用专门跑到菲利普岛去，St

Kilda海滩就能满足你的愿望，在这里你可以打闪光灯拍照，不用担心吓到企鹅。

　　摩宁顿半岛的国家公园、州立公园和海洋公园也因为野生动物散发不同的风情。著名的巴拉

瑞特野生动物园和希尔斯维尔野生动物保护区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比如澳

洲野犬、袋鼠、憨态可掬的树袋熊和造型有趣的鸭嘴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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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巴拉瑞特的蛇、希斯维尔的袋鼠和考拉及水族馆的海豹(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丹顿农山脉以天然美景闻名于世。茂密的森林、起伏的农田随着四季变幻着不同的颜色。但

这里不只有美景，别忘了它的另一个名字：鹦鹉山。这里有专门喂食鹦鹉的地方，只要你手上有

食，无数色彩各异的鹦鹉便纷纷向你身上扑来，停在你的头上、肩上、手上，让人体验一种难得

的自然和谐。

   

6、在墨尔本 为板球和赛马疯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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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板球场(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墨尔本板球场观一场板球比赛

　　板球，一向被人称颂为“绅士的游戏”，是一项崇尚体育精神的运动。板球虽然起源于英国

，但在过去近20年来，澳大利亚一直是板球运动的霸主。

　　墨尔本板球场（MCG）有170年历史，能容纳10万人，是为体育而发狂的墨尔本人膜拜他们

心目中英雄的神庙。体育迷们定期来到这里，心中充满着希望，来观看他们的当代角斗士成功或

者倒下。它是世界知名的体育场馆之一，此地说不清到底是传统还是现代，抑或是两风格的融合

。它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一场全场爆满的澳式足球联赛或者节礼日板球锦标赛中，气氛可

谓一触即发，观众的呐喊声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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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盛宴--墨尔本国际赛马节(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墨尔本杯赛马节：全民赌马，女人秀帽

　　当北半球走进金风送爽的深秋之时，南半球的墨尔本却迎来了春季里的一个特殊节日──墨

尔本赛马节（Melbourne Cup Day）。这个节日很有趣，此赛马节有一项独特的传统，女士一定要

戴帽子才能进场！所以美女们想在赛马节上独领风骚，一顶美丽的帽子成为了重中之重！

　　速度、金钱、美女、美食、时装⋯⋯墨尔本杯赛马节不仅是一个赛马者的天堂，同时也是人

们休闲娱乐的绝佳去处。比赛中，马蹄敲击在跑道上，发出令人震撼的万马奔腾般的响声，让人

想起墨尔本杯赛马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7、探寻墨尔本美味 各国美食趴趴走

　　坐拥宁静的亚拉河谷，墨尔本宛若一个魅力四射的婀娜仙子。在这个弥漫着艺术气息的城市

里，“吃”的标准可就不只是满足味觉需求那么简单。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体验非一般的墨尔本，

走进这几家个性餐厅和美食街，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独一无二。

                                             47 / 14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49&do=album&picid=42959


�������

墨尔本：花园之州
　　另类主题餐厅大推荐： 

墨尔本另类主题餐厅(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Ａ、电车餐厅 (Colonial Tramcar Restaurant) 

　　缤纷多彩的有轨电车为墨尔本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而电车餐厅便是一家开设在古董电车上的

高级餐厅。试想，窗外划过墨尔本的街景，窗内飘荡着经典的欧洲老情歌，细细品味着眼前的美

酒佳肴，“人在画中游”也莫过如此吧。

　　旅人提示：餐位预订常常要提前半年，价格从85至140澳元不等，酒水可免费续杯。

　　Ｂ、铁达尼号餐厅 (Titanic Theatre Restaurant)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令人悲痛，“泰坦尼克”式的爱情又是那么令人向往，如果你有“

泰坦尼克”情结，那不妨来这里亲自体验一次“泰坦尼克号最后的晚餐”吧。

　　Ｃ、出租车餐厅（Taxi Dining Room）

　　Taxi在这里指的可不是计程车，而是曾荣获墨尔本年度餐厅头衔的Taxi餐厅。之所以命名为Ta

xi，是因为餐厅坐拥亚拉河南岸、联邦广场、弗林德斯街火车站等地标景观，同时得以俯瞰广场

前的计程车亭，墨尔本的城市律动尽在眼前。

　　有“小意大利”之称的莱贡街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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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意大利”之称的莱贡街(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1950年，莱贡街上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引进了墨尔本最早的意式浓缩咖啡机，这条意大利人

聚居的街道，便由此成为了这个城市著名的咖啡文化发源地和美食中心。

　　莱贡街（Lygon

Street）位于卡顿区，素有“小意大利”的美名，充满着浓厚的异国风情，尤其是从Grattan

Street到 Elgin Street 的一段，更坐落着不少四五十年历史的意大利餐厅。那里可以品尝到来自意大

利纯正的乳酪、香肠、甜点。

　　旅人提示：每年10月举行的莱贡街头节 (Lygon Street Festa)

   

8、疏芬山淘金 穿越到上世纪的淘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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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芬山淘金之旅(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19世纪中期，在澳大利亚曾掀起一股淘金热潮。你能想象蜂拥而至的淘金者拿着原始的工具

连挖带刨的情形吗？其实，你也可以亲身体验一下这种淘金的乐趣。

　　墨尔本附近的疏芬山有一座仿照19世纪淘金小镇建造的游乐区，在那儿，你不仅能见识当年

淘金者的狂热，更能亲手淘出灿灿的金子。淘到的金子可以带走，但毕竟过去了快200年，现在大

家能淘到的都只是一些比毛孔还小的金沙。放眼整条小河，游客们卷着裤脚，撩起袖口，或用铁

锹铲沙，或低着头在筛子里仔细搜寻着金沙的踪影，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生活、回味历史的乐趣

呢？

　　如果想了解淘金和金矿区的历史，疏芬山入口正对面的黄金博物馆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里展示着沙金、金币、金矿，无不代表着金矿区的历史和轶闻，此外还可以一睹幸运金石--一

个在该地区挖掘出来的价值为250,000澳币的金块，它是博物馆内所有藏品的经典之笔。

   

9、循香品酒 悠游亚拉河谷葡萄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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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庄园的美景(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无论走到哪里，品酒都是澳大利亚旅行的一大主题。墨尔本郊外的亚拉河谷葡萄园区便是澳

大利亚的四大葡萄酒产地之一，与悉尼的猎人谷齐名，被誉为世界上最佳寒冷气候的葡萄酒生产

区域之一，也是闻名遐迩的美酒与美食天堂。

　　在亚拉河谷，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葡萄园怀抱着各具特色的酒庄。葡萄园周围盛开的玫瑰花，

形成了葡萄园别具特色的风景。灿烂的午后阳光，绵延无尽的葡萄园，酒庄与花园交相掩映在葡

萄藤间，手捧美酒，一切如此美妙，怎能不令人陶醉？也许在亚拉河谷的葡萄酒园区，最能明白

什么叫做：酒不醉人，人自醉！

　　优伶酒庄（Yering Station）：亚拉河谷第一家酒庄，是一个以PinotNoir红酒闻名的酒庄，如果

时间有限的话，这家酒庄可是不容错过的。

　　旅人提示：如果在酒庄买酒，价格会比市内便宜3成多呀！

　　地理位置：地处墨尔本市区东北部50公里处，车程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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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墨尔本旅游景点

　　墨尔本大部分的最知名景点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它的中央商业区（CBD）绝对是精华中的精

华，几乎所有能代表墨尔本精神的商业和文化活动都集中在这里。

   

1、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

联邦广场(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这里是探索墨尔本的最好起点，广场上几个镶嵌着集合图形的砂岩板、倾斜扭曲的镀锌架、

大片玻璃帷幕覆盖的超现实建筑体，恰与一街之隔的属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福林德街火车站和圣保

罗教堂呈鲜明对比。有别于一般广场的开阔形象，这里其实结合了游客服务中心、国家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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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表演厅、媒体大楼、旅馆、艺廊、餐厅、商店，以及户外表演广场诸多功能于一身。

如何到达：可搭免费环城电车FlindersST.下车

   

2、墨尔本市政厅（Melbourne Town Hall）

墨尔本市政厅(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墨尔本市政厅由当地著名建筑师约瑟夫�里德设计，为第二帝国风格。这里一度是本市最主

要的音乐厅，它曾在1954年与皇后共度下午茶时光，也在1964年迎接过成千上万疯狂的披头士歌

迷（还有乐队队员在台上露了个脸）。工作日的上午11点和下午1点有免费1小时导游参观。

电话：0061396589658

地址:Swanston St与Collins St交叉路口。

   

3、维多利亚艺术中心（Victoria Art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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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艺术中心 (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望着亚拉河的另一边，立刻就被一根宛如芭蕾舞裙造型的尖塔吸引住，这就是维多利亚艺术

中心，也是墨尔本的著名地标。

　　已经成立20多年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是由罗伊格朗兹设计，一直扮演着给墨尔本市民提供

艺术精神的角色，举凡都行的音乐会、喜剧或是舞蹈表演，就会选在这里演出。艺术中心一共分

为三部分：一是高162米尖塔的剧院，一是墨尔本音乐厅，另一部分是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想要一窥剧院里豪华的设计，就得参加由解说人员带领的导览，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可以

进一步了解“好剧院”的应有设施，就算没机会入内欣赏表演，也可以借此机会大开眼界。

如何到达：可自联邦广场步行3分钟，过Princes Bridge即可抵达。

地址：100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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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1392818000

网址：www.theartscentre.com.au

   

4、布洛克拱廊（Block Arcade）

布洛克拱廊(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布洛克拱廊（Block Arcade）始建于1891年，是到目前为止保存比较完好的始于19世纪的一条

购物长廊。这条拱廊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意大利米兰的Vittorio长廊，马赛克瓷砖地面配以大理石圆

柱，两侧均安装了维多利亚时的窗棂，即便是顶墙的泥瓦活也相当细致。

　　布洛克拱廊作为墨尔本最顶级的购物商场，云集了全市多数时尚、珠宝礼品、皮具、手工玩

具、鞋类及化妆品专卖店，让每一个热爱购物的人流连忘返。在逛街之余，这座精致、典雅的拱

廊式建筑本身也值得细细品味，这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建筑，目前已被列为受澳大利亚国民信托

保护的文物建筑。历史和时尚的感觉就这样交融在一起，穿梭其间有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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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前往：位于墨尔本市中心可搭电车于Bourke St. Mall下车步行

开放时间：10:00-18:00（依店家不同时间略有调整）

   

5、南星观景摩天轮（The Southern Star）

南星观景摩天轮 (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南星观景摩天轮是南半球最大、世界第三大的观景摩天轮，于2008年11月28日正式开放。摩

天轮位于达克兰区的Waterfront中心，估计一年可以吸引150万名游客前往。

　　南星观景摩天轮有40层楼高，轨道直径长120米，总造价超过1亿澳元，高度只比伦敦眼摩天

轮低15米。它一共有21个观景舱，每个观景舱长5.6米，宽3.7米，内有空调设备，可容纳20人。游

客皆宜用360度的惊险角度欣赏墨尔本、达克兰区和菲利普港的美景，环绕一圈的时间为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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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夜间，在3.7公里长的LED灯光装饰下，南星观景摩天轮则成了一个炫目的灯光秀。

如何到达：可搭乘免费环城电车或是电车30、31、48、70号在Docklands下车

地址：Docklands Victoria

电话：0061386889688

网址：www.thesouthernstar.com.au

   

6、唐人街（ChinaTown）

唐人街(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在斯普林街和斯旺斯顿街之间的小伯克利街，红宝石色的拱门把拜访者迎人了一个熙熙攘攘

的世界，这里到处是炒菜声和耀眼的霓虹灯，充满异国风情的店面中可以看到红润多汁的烤鸭和

整面墙装着各种中药的小盒。自19世纪50年代起，墨尔本的唐人街就是这样一幅繁荣景象，虽然

越来越多较为正规的公司设立在这里，但是这个区域仍然保持着它那种创业家的商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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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在Bourke St/Swanston St站下车

地址：195 Little Bourke Street

   

7、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杂乱而友好，还有着多元文化的交融。这里被称为墨尔本的“购物麦加”

，这个南半球最大的露天集市，多年来一直是游客必定朝圣之地。占地7英亩的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是墨尔本的传统集市，若是错过这儿，也就错失认识墨尔本的机会，以及一处可捡大便宜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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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1878年营业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是墨尔本著名的地标及旅游胜地；市

场分为三大部门，分别为生鲜、蔬菜及日常用品部门。生鲜、鲜果部门贩卖当地的肉品、奶酪、

各种蔬菜、意大利Pizza和色拉食品等，每当中午拍卖时间，各摊位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叫卖，

非常热闹。

旅人提示：周二、周四、周五、周六10:00的“美食梦想之旅”30澳元，含食物费用，集合地点在6

9 Victoria Street。

如何到达：搭乘免费换乘电车在Latrobe St.和Queen St.交叉路口下车，步行约5分钟。

电话：0061393205822

开放时间：6:00—14:00（周二和周四），6:00—18:00（周五），6:00—15:00（周六，周日）

地址：513 Elizabeth St

网址：www.qvm.com.au

   

8、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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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植物园(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澳大利亚最好的植物园，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植物园之一，设计美观的皇家植物园在亚拉河畔

延展开去，来自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的植物在人工小型生态圈内争奇斗艳，比如仙人掌区、水

生植物区、草本植物区及澳大利亚雨林区等。可以带上你的书、野餐篮，甚至飞盘。不过最重要

的是，带上你的时间，悠然享受这一切。

除了众多种类的植物外，公园内也放养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如在人工湖附近就经常能见到野鸭、

天鹅及鳗鱼等，还有风头鹦鹉及负鼠等动物。

这片公园被Tan环绕着，这是一条长达4公里的跑道，也是墨尔本慢跑者与散步者(还有谈话者)喜

欢的去处之一。在夏季，月光电影院(Moonlight Cinema)在夜空中闪烁，也上演戏剧演出。

电话：0061392522300

门票：免费

网址：www.rbg.vic.gov.au

开放时间：11月一3月7：30am—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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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4月、9月和10月7：30am—6pm；5月—8月7：30am—5：40pm

   

9、墨尔本水族馆（Melbourne Aquarium）

墨尔本水族馆(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墨尔本水族馆位于墨尔本市，座落在被誉为“南半球的泰晤士河”的雅拉河畔，2000年1月正

式建成对公众开放。馆内供收集了大约500种，4200只的海洋生物，为了让这些娇贵的海洋生物在

新的家里生活，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从墨尔本远郊的菲利浦港湾用卡车将大量海水运来，维持这

些生物天然的生活空间。

　　水族馆内还有各种各样的珊瑚，贝类等，被放在非常大型的透明玻璃缸内，游客可以近距离

清楚地观察到澳洲特有的海洋生物，还可以欣赏潜水员舆鱼群一同起舞的迷人景观。另外，水族

馆也可以按排一般游客舆大鲨鱼在水中共同畅游的旅游节目。

如何到达：搭乘免费观光巴士在Immigration Museum站下车步行约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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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Cnr Flinders St & King St, Melbourne

电话：0061399235999

开放时间：1月1日至26日：9:30-21:00（最后入场时间20:00）；2月至12月：9:30-18:00（最后入场时

间17:00）

门票：成人26.5澳元、儿童16澳元、家庭套票（2大3小）75澳元

网址：www.melburneaquarium.com.cn

   

10、尤利卡摩天台88（Eureka Skydeck 88）

尤利卡摩天台88(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从南半球最高的观景台上向外望去，无尽的风光会令您震惊。登上Eureka Skydeck

88，体验世界上唯一的高空悬空小室The Edge，您对墨尔本的感观从此会截然不同！

　　走进天台专用电梯，只需37秒，便可从地面直达海拔285米的88楼天台。这个360°可以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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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墨尔本市的管平台，地板铺设了LED发光二极管，沿着数据投射方向，便可以找到远方的地标

建筑，此时背景音响便会根据游客注视的方向同步发出环境音效。

地址：7 Riverside Quay , Southbank, Melbourne

电话：0061396938888

门票：成人16.5澳元、儿童9澳元

网址：www.eurekaskydec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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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墨尔本周边景点

　　除了墨尔本的现代都会风华，它的周边也散落着世界级的自然景观，壮阔的大洋路海岸风光

，菲利普岛上成千上万的企鹅回巢，都是维多利亚州最吸引人的地方；而悠闲地亚拉河谷酒乡，

追溯淘金史的巴拉腊特，都是人文味十足的一日游行程。

   

1、大洋路（The 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大洋路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景观公路，它位于维多利亚州南部，自托基到华南埠之间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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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绵延300多公里长，蜿蜒崎岖的公路搭配着壮观的海洋景观，途径许多可爱的滨海小镇与渔

村，而沿岸的奇石美景，如果没有身临其境，是难以体会的。

　　尽管海景是这里的重头戏，但是顺着公路穿梭于奥特威山脉，大洋路的景观顿时从壮观的景

致，转变成青葱翠绿的草原与森林的田野风情，大洋路其实也蜿蜒于澳大利亚最丰饶的放牧区—

—西区平原。西区平原当初原是火山地区，如今这里是一片辽阔的荒原，只留下几个醒目的火山

锥和火口湖；再加上从南洋吹来的西南风，受到奥特威山脉所阻隔，从而降下地形雨，并形成湿

凉的气候，让这里成为富饶之地。

如何到达：自墨尔本Southern Cross火车站可搭乘V/line的火车至吉隆，周一至周五9:00、11:00、14:

00、17:29、（20:05此班仅周五有）；周六9:00、18:40，周日9:00、19:00；再转搭V/line巴士前往大

洋路的托基、安格尔西、隆恩和阿波罗湾等地。

奥特威山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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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威山国家公园 (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自大洋路往内陆行驶，这里的景观立即变换成老树参天的森林景观，从榉木森林绵亘至雷尔

斯山的，就是奥特威国家公园。奥特威山脉是由砂岩和页岩所构成，坡势相当平缓。站在订上，

远处森林深浅不一的绿意，夹杂着马铃薯天的棕红，还有远方海洋的湛蓝，景色相当美丽。因为

林木资源丰富，伐木业比较发达，穿梭在奥特威西区的铁轨总长达240公里。

如何到达：自雷夫丘Lavers Hill开车约15分钟，往Triplet falls的方向

地址：Otway Range National Park

电话：0061352359200

开放时间：9:00-17:00

网址：www.otwayfly.com

十二使徒岩（The twelve Apos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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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使徒岩(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过了大洋路的中心城市王子镇，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奇观便是十二使徒岩。这里不仅是澳大利

亚著名的地标，同时也是大洋路中最负盛名的景观，不论是在晨曦之中，在迷雾的笼罩下，在汹

涌浪涛中，还是在黄昏的夕阳照射下，十二使徒岩的风景都美得令人屏息。

如何前往：可自坎贝尔港或王子镇开车前往或参加旅行团

地址：位于王子镇和坎贝尔港中间处

   

2、亚拉河谷（Yarra Vally）

亚拉河谷(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亚拉河谷位于墨尔本东北部40公里外，而亚拉河是唯一经过墨尔本市区的河流，“亚拉”源

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意指从山谷中涌出的清泉。受到丰富河水的滋润，再加上充足的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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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温和的气候，所以早在1860年来自欧洲的移民，就在此开垦葡萄园。亚拉河谷聚集了约54家酒

庄，每一家都出产独特风味的葡萄酒。有些品牌还获得许多国际大奖，就连世界闻名的酿酒专家

，都纷纷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开拓他们全球市场的酿酒业产地。在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为期两天

的酒食节，当地居民会呈献出最好的葡萄、食品和葡萄酒来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游览亚拉河谷

最棒的一件事即是拜访不同的酒庄、试喝不同的葡萄酒、逛逛当地的农产品店，和找间最好的餐

厅，来顿美味的午餐。

如何到达：最好自行开车前往，自墨尔本市中心开车走Eastern Freeway，在Springvale

RD.出口处下高速公路，右转Spring RD.，之后再Maroondah

Highway左转，就可以抵达Lilydale和Healesville。大约一小时的车程。

帕芬比利蒸汽小火车（Puffing Billy） 

帕芬比利蒸汽小火车(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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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芬比利蒸汽小火车是澳洲历史最古老的蒸汽火车之一，在墨尔本东部42公里处。最初的帕

芬比利铁路建于20世纪初，当时主要用于开发边远地区交通运输，但是在1975年被正式改为观光

游览列车，铁路全长29公里成为维多利亚州深受游客喜爱的景点之一。

　　Belgrave是起点站, 座落在海拔227米的丹琳隆国家公园内,车站的建筑沿习英国乡村小站的风格

，给游客一种幽静恬美的感觉。每天上午10点30分第一班列车发出，途径国家原始森林公园，景

色迷人壮观。

如何到达：从墨尔本出发沿着Burwood Highway方向行驶即可抵达Belgrave Belgrave Station

电话：0061397570700

票价：Belgrave-Gembrook单趟成人30澳元、儿童15澳元，Belgrave-Emerald或Lakeside-Gembrook单

趟成人19.5澳元、儿童10.5澳元

网址：www.puffingbilly.com.au

   

3、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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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岛(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菲利普岛 (Phillip Island) 虽然距离大陆只有数分钟之遥，但正如世界上的其它岛屿一样，它有

其独特的精神和特点。这是一个度假圣地，揉合了乡村和海滨的特点。无论是想寻找阳光、沙滩

和冲浪的家庭，还是希望找一个五星级服务，得以隐居数日寻求身心的安宁，这里都能满足您的

需要。

　　来到菲利普岛，可以在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里观察它们。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小企鹅栖

息地，小企鹅会在傍晚时分出现在海滩上。它们会从海里冲向岸上的洞穴，这个壮丽的大迁移被

称之为企鹅大阅兵。

　　菲利普岛是以神仙小企鹅闻名于世的度假胜地。在岛西南面的萨摩兰海滩（Summerland Beac

h），栖息着许多世界上最小的、身高大约30厘米的神仙小企鹅，故当地人亦称之为“企鹅岛”。

每当太阳下山，夜幕降临，一批又一批的小企鹅结队上岸，一摇一摆地返回自己的巢穴，样子非

常可爱。（注：由于企鹅非常胆小，“归巢”又处在傍晚时分，为了避免企鹅们受到惊吓，所有

游客一律禁止使用闪光灯进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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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自墨尔本Southern

Cross巴士站到菲利普岛可搭乘V-Line巴士，周一至周五15：50从Southern

Cross发车，3小时20分抵达Cows。

地址：Phillip Island, Victoria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观看世界上体型最小的小企鹅自海里返回陆地归巢，是菲利普岛最知名，也是最受欢迎的活

动，整个过程不但新鲜有趣，同时也让游客了解小企鹅的习性，可说是寓教于乐的一项活动！

地址：Summerland,Ventnor Phillip Island

电话：0061359512800

网址：www.penguins.org.au

门票：成人20澳元，儿童1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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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拉腊特与戴尔斯福德（Ballarat and Daylesford）

巴拉腊特(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巴拉腊特是一个因淘金热兴起、也因淘金热梦醒而没落的小镇，现今镇上仍留有100年前矿场

的原貌，也有自然动物等原野景致，是墨尔本郊区一个适合亲自同游的知名旅游镇。戴尔斯福德

周遭是一片宜人的森林及湖泊，由于附近有知名的Hepburn温泉，因而这个区域也成称为维多利

亚州的SPA中心。

如何到达：自墨尔本Southern Cross火车站可搭乘V/Line的火车至巴拉腊特，每天至少10班车，车

程1.5小时。若从墨尔本前往戴尔斯福德，可搭乘V/Line到Woodend，再转乘巴士前往。而巴巴拉

特和戴尔斯福德之间也有V/Line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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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芬山（Sovereign Hill）

　　疏芬山这座户外采金博物馆不但颇受游客喜爱，就连当地的小朋友都兴高采烈地卷起衣袖在

河边，亲身体验淘金的乐趣。到了这里，游客可以淘金，欣赏拓荒剧场，尝试金矿食物，或者参

观地底矿坑，乘马车游览，或者参观黄金博物馆。然后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这里所有的工作

人员都穿着百年前的服饰，在邮局、打铁店、糖果店、面包店⋯⋯工作，连中文导游也穿着清朝

的服装，活脱脱的历史景观呈现在延伸，是最好的学习教材，所以这儿出了是旅行团必到之处外

，也是当地学校举办校外教学的重要地点。

地址：Magpoe St

电话：0061353311994

网址：www.sovereignhil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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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旅人行程推荐

   

1、墨尔本精华一日游

　　墨尔本中央商业区绝对是这座城市的精华所在，几乎所有能够代表墨尔本精神的商业、文化

与景点都汇聚于此。墨尔本精华一日游带你畅游墨尔本。

行程设计：

联邦广场→亚拉河→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墨尔本南门假日市集→尤利卡摩天台88→墨尔本水族馆

→新码头New Quay→南星观景摩天轮→皇冠赌场

　　上午：早上前往联邦广场开始墨尔本精华之旅，这里是墨尔本市中心新广场，整个建筑群规

模宏大，特点鲜明，创造性地将观光景点、电影院、餐厅、咖啡馆和酒吧结合在一起，是一处休

闲的好去处。之后步行前往亚拉河，它是一条象征着墨尔本城市精神的河流。在墨尔本不论南来

北往，这条充满悠闲氛围的的河川总是伴随着这里的人们。走过亚拉河，河对岸的一座宛如芭蕾

舞裙造型的尖塔一定会吸引你的注意力，这就是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墨尔本市的著名地标。高耸

的塔尖直入去霄，座落在亚拉河岸，是城中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也是墨尔本社会和艺术活动的

主要地区。如果时逢假日那么墨尔本南门假日市集，将是不容错过的。位于亚拉河南岸的南门的

假日市集，是一处让人流连忘返的新兴好去处。每个星期日的早上9点半至下午6点，这里的人潮

不断，每个人都怀着寻宝的心情，一摊接一摊地逛，很少人空手而回，总是有让人爱不释手的物

品。之后步行前往尤利卡大楼，它的88层天台一定要亲身体验，站在这里整座墨尔本市美景都将

映入眼帘。

　　下午：午后前往墨尔本水族馆，水族馆坐落在被誉为“南半球的泰晤士河”的亚拉河畔，在

这里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澳洲特有的各种海洋生物500余种。之后在乘坐30、31、48、70在Docklan

ds站下前往新码头，新码头区据说是澳大利亚近年来最大的城市改扩建项目。码头区无论是道路

还是道路两旁的楼宇，五彩斑斓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各色彩色混凝土使得这里变成得十分美丽。

然后前往南星观景摩天轮，搭乘摩天轮以360度的视角欣赏远至40公里墨尔本、达克兰区和菲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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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美景。到了夜间，南星观景摩天轮更加璀璨夺目。

　　晚上：夜幕降临，可以乘坐环城电车在Flinders St.站下前往墨尔本皇家赌场，据说很多的富豪

都很喜欢来这座大型赌场试试手气，但最令人倾心的还是这里大型的落地窗，可将入夜后的墨尔

本灯火辉煌的景色全部纳入。

   

2、墨尔本花园购物一日游

　　墨尔本是座古老的城市，也是美丽的“花园城市”，同时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购物城市。墨

尔本花园购物之旅让您在扫货之余饱览墨尔本的“花园”美景。

行程设计：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墨尔本购物拱廊→卡尔顿花园→墨尔本皇家展览馆→墨尔本博物馆→不伦瑞

克街

　　上午：早上动身前往维多利亚女皇市场，市场被誉为墨尔本的购物“麦加”，这个南半球最

大的露天市场，多年来一直是游客必定的“朝圣”之地。游走在市场之中，便可深入地认识墨尔

本市井生活。之后步行前往墨尔本购物拱廊，这里隐匿在墨尔本摩天大楼下，为墨尔本增添了精

致悠闲的风情，漫步其中不但可以欣赏到精巧的拱廊建筑，还可逛逛这里小巧精致的珠宝店、糖

果屋与精品店。

　　下午：午后前往卡尔顿花园，花园是为了1880～1888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国际展览会而特别设

计的。花园内的鸟非常多，大的、小的，树上、地下都是它们的身影，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浅吟

低唱，平添了许多生机。之后前往墨尔本皇家展览馆，展览馆整体风格融合了拜占庭式风格，甚

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元素都能这这里寻到踪迹。接着参观墨尔本博物馆，它是澳大利

亚最大和最具未来气息的博物馆，游客可以漫步于鲜活博物馆中，了解墨尔本的发展历史，体验

土著文化。之后前往不伦瑞克街，这是墨尔本最为特立独行的一条街道，在这里众多小店、书店

、咖啡店与风味餐厅齐聚一堂，新锐设计师所开的商店更是比比皆是，到了晚上酒吧中更是热闹

非凡，这里的黑夜同白昼一样美丽。

   

3、墨尔本市区徒步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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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尔本的中央商业中心原本就是一片非常适合徒步的区域，小店、咖啡店、购物中心林立于

此。您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的闲逛，也可跟随这条线路走完精华区域。

行程设计：

联邦广场→论坛剧场→苏格兰教堂→维多利亚州议会大厦→墨尔本唐人街→伯克步行街→墨尔本

购物拱廊→墨尔本中央火车站

　　上午：早上前往联邦广场开始墨尔本市区徒步之旅，它是墨尔本市中心新广场，整个建筑群

规模宏大，特点鲜明，创造性地将观光景点、电影院、餐厅、咖啡馆和酒吧结合在一起新颖而又

独特。之后往东走就会看到论坛剧场，这座精美的建筑曾获得维多利亚大奖赛四个最高荣誉的奖

项。剧院外部采用二维材料和辉光管作为装饰，立面三维效果配合明亮的霓虹灯光，在入夜后整

栋建筑更是炫彩美丽。之后向北走苏格兰教堂便会映入眼帘，这是一座新哥特式风格的精美建筑

，建成于1838年是维多利亚州第一座长老会教堂。往前走就会看到维多利亚州议会大厦，它是墨

尔本殖民地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澳洲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这里制定的。在所有澳大利亚公共建

筑中，它拥有最奢华的内部装饰。之后前往墨尔本唐人街，自淘金热以来，这里一直是墨尔本华

人社区的中心。现在这里的华人仍然保持着勤勉的作风和踏实肯干的商业氛围，对游客而言这里

更多的是一处人文景观。

　　下午：午后前往伯克步行街，这里商店林立，十分热闹。不过伯克步行街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就是这里随处都能看到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五花八门，吹拉弹唱样样都有。之后前往墨尔本购

物拱廊，这里隐匿在墨尔本摩天大楼下为墨尔本增添了精致悠闲的风情，漫步其中不但可以欣赏

到精巧的拱廊建筑，还可逛逛这里小巧精致的珠宝店、糖果屋与精品店。然后开始游览墨尔本中

央火车站，火车站是澳大利亚最早的火车站，是墨尔本当地火车线路的总站，这幢百年的米黄色

文艺复兴式建筑物更是墨尔本的标志。

   

4、墨尔本休闲两日游

　　小船悠悠，举杯开怀，头上星光灿烂，船在天上，天在水中；人在船里，梦在心头。这童话

般的世界，只是诗人的梦境；在墨尔本，却是比梦境更美丽的现实。墨尔本悠游两日游令你尽享

澳洲风气。

行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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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墨尔本战争纪念馆→皇家植物园→墨尔本购物拱廊→联邦广场→南星观

景摩天轮

　　上午：前往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它墨尔本市的著名地标。高耸的塔尖直入去霄是城中最大的

表演艺术中心，也是墨尔本社会和艺术活动的主要地区。之后步行前往墨尔本战争纪念馆，战争

纪念馆的建筑形式非常特殊，对古文明感兴趣的人也许觉得它似曾相识，因为它是仿照摩索拉斯

陵墓（Mausoleum of Halicarnassus）而建的。之后步行进去墨尔本皇家植物园，这里被誉为澳大利

亚最好的植物园。园内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相映生辉自然和谐，在这样优美的公园中寻一片树荫进

行野餐十分惬意。

　　下午：午后前往墨尔本购物拱廊，这里隐匿在墨尔本摩天大楼下为墨尔本增添了精致悠闲的

风情，漫步其中不但可以欣赏到精巧的拱廊建筑，还可逛逛这里小巧精致的珠宝店、糖果屋与精

品店。然后前往联邦广场，它是墨尔本市中心新广场，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特点鲜明，创造性

地将观光景点、电影院、餐厅、咖啡馆和酒吧结合在一起，是一处休闲的好去处。

　　晚上：前往南星观景摩天轮，晚上在3.7公里长的LED灯光装饰下变成了一个炫目的灯光秀，

乘上摩天轮便可饱览墨尔本美丽夜景。

　　D2：尤利卡摩天台88→圣基尔达海滩

　　前往尤利卡摩天台88 ，它的88层天台一定要亲身体验，站在这里整座墨尔本市美景都将映入

眼帘。在环形瞭望台上可以三百六十度的观赏墨尔本全市景观及近郊的山脉风光。之后前往圣基

尔达海滩，海滩是墨尔本郊外最为著名的海岸，这里拥有优良的海水浴场，餐厅、剧院和娱乐设

施林立，是墨尔本市民和游人最喜爱的游乐场所。

   

5、墨尔本难忘三日游

　　无论您是文化爱好者、体育发烧友、时尚追求者，还是美食爱好者，墨尔本都有无数昼夜不

停的活动在等着您。墨尔本难忘三日游带您畅游墨尔本，尽享澳洲风情。

行程设计：

D1：维多利亚女皇市场→联邦广场→墨尔本中央火车站→邮政总局商场→亚拉河→皇家植物园→

伯克步行街

　　上午：早上前往维多利亚女皇市场，这里被誉为墨尔本的购物“麦加”，这个南半球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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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市场，多年来一直是游客必定的“朝圣”之地。游走在市场之中，便可深入地认识墨尔本的

市井生活。然后前往联邦广场，广场是整个墨尔本的中心，这里的地面镶满了几何图形的砂岩板

、形状各异的镀锌架与大片大片的玻璃帷幕一同汇成了一幅超现代画面。与对面的墨尔本中央火

车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与前身为史宾沙街火车站的南十字火车站同为墨尔本市内最古老的火

车站，这座维多利亚式建筑至今已有逾超过百年的历史，现在仍是往来近郊的火车的起点和终点

站。然后逛逛历史悠久的墨尔本中央邮局，这里有众多是世界名牌一定让你看的眼花缭乱。

　　下午：午后可以划船或乘游船沿亚拉河而下，前往皇家植物园，这里被誉为澳大利亚最好的

植物园。园内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相映生辉自然和谐，在美丽是公园中散散步体验下悠闲的澳式生

活。之后前往伯克步行街，吃一顿丰盛的中餐，或是找一家小巷里的餐馆试试意大利风味。在隐

秘的小巷酒吧里欣赏现场爵士乐，喝一杯睡前酒，或是找一家供应深夜咖啡和蛋糕的咖啡馆。

　　D2：墨尔本雅痞街→图拉克路→阿克兰街→圣基尔达海滩→不伦瑞克街

　　上午：早上前往墨尔本雅痞街，它除了是目前墨尔本流行讯息的发信地之外，也是古董店、

艺廊的集中区，当然也少不了许多知名的餐厅及咖啡店。然后前往图拉克路，在此可以尽情享受

购物的乐趣，与精美的橱窗和美丽的街景。

　　下午：午后前往阿克兰街，这是一条充满活力和繁华的街道，以各色餐馆，酒吧和欧式点心

店而闻名，这里街道两旁的人们总是爱品尝意大利拿铁咖啡。然后前往圣基尔达海滩，在海滨大

道漫步，或是去驾船、玩帆板冲浪或风筝冲浪，在墨尔本市民最喜爱的游乐场所体验最为澳式的

放松活动。

　　晚上：入夜后前往不伦瑞克街，街上有众多美食小酒馆、时髦的各国食肆和可以整晚跳舞娱

乐的热闹的夜总会。

　　D3：莫宁顿半岛

　　租一辆车出城前往莫宁顿半岛，那里既有葡萄园和橄榄园，也有海边美景。在历史悠久的海

边小镇停留感受渔村风气。沿着美丽的海滩欣赏壮观的景色，然后可以去艺廊、华丽的旅馆和迷

人的咖啡馆。也可以租条船出海与瓶鼻海豚共游。绿树林立的半岛尽头是一处墨尔本名人富豪聚

集的私密小区。沿着崖顶步行，看看那些奢华的海边豪宅，然后可以找一家浪漫的餐馆就餐。

   

6、墨尔本周边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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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时间充裕，在墨尔本除了繁华的市区，还可以花上些时间，去探寻墨尔本周边的美景，

感受多姿多彩的墨尔本。

A线：墨尔本→菲利普岛

　　菲利普岛是以神仙小企鹅闻名于世的度假胜地。在岛西南面的萨摩兰海滩（Summerland Beac

h），栖息着许多世界上最小的、身高大约30厘米的神仙小企鹅，故当地人亦称之为“企鹅岛”。

每当太阳下山，夜幕降临，一批又一批的小企鹅结队上岸，一摇一摆地返回自己的巢穴，样子非

常可爱。

旅人提示：

由于企鹅非常胆小，“归巢”又处在傍晚时分，为了避免企鹅们受到惊吓，政府规定所有游客一

律禁止使用闪光灯进行拍照。

B线：墨尔本→大洋之路

　　大洋之路风光壮丽，沿着蜿蜓险峻的山路前行，满眼或是碧海蓝天悬崖沙滩，或是青草绿树

村落海鸥，沿途更有12门徒 (Twelve Apostles)、诺阿峡湾 (Loch Ard Gorge)、坎贝尔渔港 (Port

Campbell) 、伦敦桥(London Bridge)等著名景点等着你欣赏。

C线：墨尔本→疏芬山

　　疏芬山建在一处占地约25公倾、60英亩的旧金矿遗址上，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野外博物馆

，集中再现1851年巴拉瑞特地区发现金矿后头十年的历史。澳洲著名的19世纪淘金古城巴拉瑞特

，距墨尔本市区113公里，这里曾经蕴藏了令世人无限惊奇的宝藏，被誉为“新金山”。在这里也

留下了成千上万漂洋过海的华人矿工的灵魂和传奇。体验古人淘金景况，重温百年前的历史旧梦

，这里将是您墨尔本旅行中不可错过的寻宝之地！

D线：墨尔本→丹顿农山脉国家公园

　　丹顿农山脉国家公园是墨尔本郊外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尤加利原始丛林

的大自然奇特景观，游览深山中的欧洲风情小镇，感受传统纯朴的风土民情。更棒的体验是，搭

乘知名的帕芬比利蒸汽小火车，在神秘的原始森林中穿梭，尽览湖光山色，感受大自然的五彩缤

纷，风的清凉，心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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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墨尔本交通

   

1、飞机

墨尔本国际机场（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irport)

　　墨尔本国际机场按照其所在的场所也被称为塔拉梅林机场，机场位于墨尔本市西北部大约25

公里处，中央是国际线的航站，两侧则是以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为代表的国内线航站，这是一座现

代风格的机场。

　　我国的北京、上海都有航班飞往墨尔本。国际航线到达大厅位于机场大厦的一楼，国际航线

出发大厅位于机场大厦的二楼。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各个州首府和主要城市有飞机往来墨尔本。维珍蓝航空公司也有从凯恩斯

、布里斯班、悉尼、阿德莱德、珀斯飞往这里的直达航班。

　　墨尔本机场大厅内设有银行、行李存放处、快达航空公司以及安赛特航空公司的柜台等设施

。

如何到达：

　　1、机场巴士：从机场到市内最常利用的是天空巴士（SkyBus)。乘坐处位于航站前面。前往

市内南十字星火车站地下的汽车总站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事先已经确定饭店，可以再汽车总站

换乘来往于市内各饭店的小型巴士或者是饭店接续巴士。价格大概为10澳元左右。

　　2、出租车：机场到市内乘坐出租车的话，需要花费大约35-40澳元左右，到达市中心地区需

要20分钟。3人同乘的价格几乎与乘坐天空巴士相同。

　　3、前往阿瓦龙机场：捷星航空公司的一部分飞机在墨尔本西南部大约55千米处的阿瓦龙机场

起降。从这里前往墨尔本市中心指定的场所，可以乘坐被称为太阳巴士的机场巴士。到斯潘塞街

需要大约50分钟，到富兰克林街需要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

　　4、抵达墨尔本后，从墨尔本至堪培拉约需50分钟，至悉尼约需1小时，至布里斯班约需2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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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航空公司：

　　Qantas

　　电话：13 13 13 网址：www.qantas.com.au

　　Jetstar

　　电话：13 15 38 网址：www.jetstar.com.au

　　Virgin Blue

　　电话：13 67 89 网址：www.virginblue.com.au

   

2、火车

　　在澳大利亚乘火车出行不是很普及，因为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乘坐火车一般都需要花费1天以

上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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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尔本主要火车站：

　　南十字星火车站，又名史宾沙街站（Spencer Street Station）是维多利亚州内及跨州火车线路在

墨尔本市的总站，可以在这里乘坐火车前往州内各主要景点。

　　墨尔本中央火车站，又名弗林德斯街站（Flinders Street

Station）是墨尔本当地火车线路的总站。乘火车可以通往各州首府和其他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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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州V/Line公司

　　提供墨尔本至维多利亚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服务，也有至阿德莱德到堪培拉的经济舱火车。

 

 　　电话：0061313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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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vline.com.au

　　CountryLink

　　每天提供墨尔本与悉尼间的XPT列车（95澳元，11小时）

　　电话：00613132232

   

3、长途巴士

　　墨尔本市内的长途汽车站是位于斯潘塞街上的南十字星车站，天空巴士运营的机场大巴同样

有此发车。澳大利亚灰狗汽车公司和Premier每天提供往来于墨尔本和悉尼的班车，停靠沿途的城

镇。

　　灰狗汽车：

　　电话：006131300473946  

　　网址：www.gremierms.com.au

　　Premier：

　　电话：00613133410 

　　网址：www.premierms.com.au

   

4、轮船

　　塔斯马尼亚之魂(Splrlt of Tasmania） 

 　　全年每晚8点在墨尔本和塔斯马尼亚之间往返，由墨尔本港的车站码头发船至德文波特的滨

海大道——两趟船都在次日早7点到岸。

　　电话：1800 634 06

　　网址：www.Spiritoftasmania.com.au

   

5、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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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Card:

　　墨尔本及周边的交通由墨尔本城市交通局进行管辖。区间分为：以市区为中心的１区，环绕

其周围的为２区，票价按照所移动的区间分为分为2小时票（在2小时内乘坐各个市内交通工具都

有效），全天票，月票和年票，买时间越长的价格比值相对会越优惠。票价除了与时间有关以外

也与地区划分有关，如果是跨区域乘车，票价也会相对增加。 

MetCard

　　车票被称为Metcard，这是一种带磁性的纸制卡。最好提前在各个车站以及市内各处的报亭，

便利店等处购票。在巴士和有轨电车上设有打印机，刚上车的时候，只要把车票放入其中打印即

可。乘坐电车的时候，只要把车票放入自动检票机内进行检票即可。另外在有轨电车和巴士车内

也可以买到2小时车票和日票。

有轨电车：

　　如果游客在墨尔本可以灵活运用有轨电车的话，能够给游客带来很大的方便。从前非常活跃

的古老的木制车厢正在逐渐地减少，如今代替它们的是不设台阶的新型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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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地图

　　有轨电车的线路在２千米见方的中心街道行驶。往南去的有轨电车一般从中心街的北面出发

，往东行的则从中心街的西面出发。

　　有轨电车站几乎都设在中心街各个交叉路口上。可以参考车站上的线路图，确定想要乘坐的

有轨电车的号码和下车场所的停车站号码。离开中心后，各个车站之间的距离增大，此时会在比

较大的十字路口才停车。

　　要下车的时候，只要按一下按钮或者拉一下车顶的绳子通知司机就可以了。停车后要自己按

一下设在下车门台阶处的按钮"press to open the door"，都则车门不会自动打开。

   

6、市区环线有轨电车

        墨尔本著名的木制车辆市区环线有轨电车（City Circle Term)是一种免费的有轨电

车。沿着市区的外围顺时针方向行驶，每个车站停车时都会报站名，非常的方便。这种车的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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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都有"city Circle"的标志。车内放置着介绍沿线景点的小册子，可以随意领取。

   

7、城市巴士

        在市区内乘坐有轨电车十分方便，但是前往郊外最好还是利用城市铁路电车和巴

士。特别是巴士，在墨尔本的郊外线路密布。首先乘坐城市铁路电车道中转站，然后再换乘巴士

的方法非常值得推荐。市区内的城市铁路电车站有弗林德斯站、斯潘塞街站、帕拉蒙特站、墨尔

本中央站（博物馆站）、弗拉格斯塔站、这些车站是按照环状线路相连接的，被称为市区环线。

 

       

每天的10:00-18:00之间，每间隔10分钟左右有一班车（夏时制的周四—周六运行到21:00）网址：

www.metlinkmelbourne.com.au

   

8、出租车

        墨尔本当地的出租车上的图案很富有地方特色。一般在街角都有出租车招呼站

，旅馆前有等待招呼的空车，还有揽客的出租车。 

        墨尔本的出租车一般在饭店、车站、出租车站按顺序等候，也可以再大街上打车

。Taxi的标志处于亮灯状态，表示是空气。候补坐席的车门可以自动开合。乘车基价是3.1澳元，

此后每增加1千米加收1.45澳元。电话叫车时，要告知调度员自己的名字和接送的场所。预约需要

花费1.3澳元。

        墨尔本出租车：

        Silver Top:13 10 08

        Arrow:13 22 11

        Yellow Cabs:13 2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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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墨尔本住宿

　　墨尔本以美丽可爱的花园闻名，被列为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三大城市之一。这座闻名世界的

“花园之都”，更是精品旅馆的大本营。这里的酒店充满着家庭气息，让游客感觉宾至如归，其

主要特色包括规模小、近市区、外观和内饰讲究、没有制服等，企图营造100%的独特性，绝不向

潮流妥协。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墨尔本住宿方式多种多样，但在主要节日及庆典举办期间，

客房可能相当紧张，因此最好提前预订。

   

1、高级酒店

墨尔本朗廷酒店 

墨尔本朗廷酒店

　　非常雍容华贵的一家酒店，就位于亚拉河南岸。酒店内布置优雅，有着大理石楼梯、梯级瀑

布以及迷人的吊灯。每一间客房内都设有带豪华设施的大理石浴室，客人还可以在酒店的温泉浴

场休闲放松，或者到能欣赏弗林德斯街火车站以及亚拉河景色的户外游泳池游个痛快。Melba餐厅

                                             87 / 142



�������

墨尔本：花园之州
内能欣赏四周全景，环境极为优雅。

参考房价：标准间252澳元

地址：1 Southgate Ave

电话：0061386968888

网址：melbourne.langhamhotels.com.au

温莎酒店 

温莎酒店　

　　英国王室成员要是来墨尔本，铁定会住在这家酒店。Hotel Windsor酒店建于1883年，古典大

气的建筑外观令人一看就想走进去，去看看那层层叠叠的绿色扶梯、已停用的老式电梯和喝下午

茶所用的精美瓷器。虽以忠贞于爱情的温莎公爵命名，这里却入住过一对令人唏嘘的分飞劳燕—

——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出访澳大利亚时，入住的就是这家酒店。

参考房价：标准间230澳元

地址：111 Spr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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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1396336000

网址：www.thehotelwindsor.com.au

林多姆酒店 

林多姆酒店

　　Hotel Lindrum与亚拉河几乎零距离，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酒店风格很低调奢华，客房配有大

量木制家具和编织地毯，还提供DVD播放机，并设有免费网络连接。所有客房均设有带浴缸的浴

室。酒店距离绿意盎然的菲茨罗伊花园（Fitzroy

Gardens）仅有3分钟的步程，距离联邦广场也很近。

参考房价：标准间215澳元

地址：26 Flinders Street

电话：0061396681111

网址：www.hotellindrum.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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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酒店 

　

奥尔森酒店

　　奥尔森酒店是一家精品酒店，位于Chapel街的中心，步行数分钟即可抵达Chapel街的娱乐场

所和购物区。酒店具有一种现代艺术的风格，房间配有小厨房和现代化的装饰，拥有最大程度的

自然光线，并且能够欣赏到South Yarra区的大都会风景。每间房间还配有来自酒店的画家主人John

Olsen的作品。

参考房价：一室公寓套房219澳元

地址：637-641 Chapel Street

电话：0061390401222

网址：www.theolsen.com.au

   

2、特色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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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之屋 

湖泊之屋

　　住湖泊之屋是要带着朝圣的心情的，因为这家酒店屡次获得世界小型精品酒店组织所颁发的

“全世界最佳小型精品酒店”殊荣！Lake House其实就是湖畔的绿荫中半隐半现的一排联体木屋

，小径是洒满花瓣的，Spa屋是建在树上的，人是安静陶醉的。虽然叫Lake House，Lake其实更像

水塘，绿树环抱、水光滟潋，几只水禽在湖面上自顾自地嬉戏，周遭悄然无声。来到这里的人应

该会有关掉手机的冲动，怕破坏了世外桃源的气氛。

参考房价：别墅大床房550澳元

地址：King Street, Daylesford

电话：0061353483329

网址：www.lakehouse.com.au

优伶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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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着明火壁炉的起居室里欣赏无与伦比的乡村美景，是不是像置身于奥斯汀的小说？占地2

50公顷之巨的优伶庄园从1854年起就伫立在亚拉河谷，从有着女性特色的河流套房到风格古雅的

枫叶套房，从有着观赏亚拉河谷景致露台的亚拉套房到可以通过私人楼梯到阳台眺望远山的优伶

套房，舒适、优雅、古典、精致、都是优伶庄园超过一个多世纪不变的精髓。

参考房价：套房450澳元

地址：Chateau Yering Historic House Hotel, 42 Melba Highway, Yering, Yarra Valley

电话：0061392373333

网址：www.chateauyering.com.au

海浪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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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公寓　

　　海浪公寓位于菲利浦岛的Cowes广场，距离维多利亚州最安全和清洁的海滩之一仅一步之隔

，短途漫步可至镇中心的商店﹑餐厅和海边咖啡厅。酒店的豪华套房拥有无敌海景，从酒店可漫

步至海滩的安全游泳区和码头的海湾步行道，是度假或周末休息的理想去处。

参考房价：标准间200澳元

地址：1 The Esplanade Cowes

电话：0061359521351

网址：www.thewaves.com.au

   

3、青年旅舍

墨尔本城市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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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城市青年旅舍

　　墨尔本市城市背包客青年旅舍(Melbourne Metro YHA Backpackers

Hostel)位于墨尔本城市北区边缘，从旅舍的楼顶休息室和烧烤区能够看到墨尔本城市全景。

参考房价：8人房30澳元

地址：78 Howard Street North Melbourne 3051

电话：0061393298599

墨尔本中央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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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中央青年旅舍

　　墨尔本中央青年旅舍地处市中心，靠近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雅拉河(Yarra

River)和南极星火车站(Southern Cross Station)。这里有着与安静的墨尔本北区各个青年旅舍完全不

同的环境和气氛。楼顶大型露台是休息的好去处。旅舍还能向游客提供各种活动以及24小时出入

。底层酒吧充满活力，让您尽情享受特价餐饮。

参考房价：6人房40澳元

地址：562 Flinders St Melbourne 3000

电话：0061396212523

中城背包客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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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背包客青年旅舍

　　中城背包客青年旅舍(Urban Central Backpackers)位于墨尔本市中心，干净舒适，待客热情友好

。旅社团队作为本地专家，可帮助客人发现意想不到但却终身难忘的真实墨尔本。这里曾被在《

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背包客攻略中被描述为“完美综合计划旅舍”临近海滩及St

Kilda。中城背包客青年旅舍在服务、设施以及卫生方面都首屈一指。

参考房价：双人间118澳元

地址：334 City Road, Southbank VIC 3006

电话：00613969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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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墨尔本餐饮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维多利亚州是澳大利亚奶酪芝士、酒、肉类、鱼类、水果和野味的重要产地，由于物产富饶

并拥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墨尔本理所当然的成为美食天堂。加上墨尔本是一个有着四分之一海外

移民的城市，所以它的餐饮文化融汇了各国的特点，澳大利亚的顶级厨师擅于集合中西文化的精

粹，再将个中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创制出新颖而独特的烹饪方式，赢得举世推崇。

　　在墨尔本这样的澳大利亚海滨城市，吃海鲜不啻为品尝本地风味的上上之选。澳洲龙虾最具

盛名，除龙虾、生蚝、鲜虾、鲍鱼、带子、吞拿鱼、三文鱼、太阳鱼、鲈鱼、鳕鱼、河鲈和肺鱼

等海鲜外，水牛、骆驼、鳄鱼、袋鼠也都是餐桌上的美食。另外，受欢迎的食品包括羊奶、芝士

、冷榨橄榄油和水牛奶芝士，此外还有高梁柠檬叶、香茅、蒸粗麦粉、姜黄玉米糊和茴香等。

   

1、墨尔本美食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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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美酒美食节(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一年一度的墨尔本美食节不仅是澳大利亚，同时也是南半球，甚至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

美食文化活动，它成功地将墨尔本的饮食文化、独特生活方式展现于世人，使墨尔本成为无可争

议的澳大利亚“美食之都”。在墨尔本，还能体验到已有10年历史的“世界最长的午餐”的魅力

，每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天至4月中旬，在墨尔本25个地点同时举行，亲临品尝维多利亚的当地美

食，呷一口地道葡萄酒，这种体验令人难忘。

   

2、细数墨尔本特色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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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当地美食

　　Vegemite酱

　　Vegemite酱料是十分地道的澳大利亚食品，是一种特别咸的酵母提取涂抹酱，最常见的食用

方法是将其涂在烤面包上，也可涂在奶酪三明治上。于1923年在澳大利亚超级市场开始发售，以

其独特味道而闻名于世，并自始成为男女老幼的早餐必备食品。

　　袋鼠肉

　　暗紫红色的袋鼠肉，味道鲜甜。其肉片质地柔软不油腻，一定不能煎得太熟，而尾巴通常用

文火煮炖，就跟牛尾的烹饪方法相同。

　　鳄鱼肉

　　在墨尔本北方，你可以吃到鳄鱼，其肉呈白色，像鱼肉，质感接近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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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

　　龙虾

　　Marron是一种貌似史前动物的淡水小龙虾，产自西澳，其体型较小的近亲斑狼虾(yabbies)在

整个东南地区都可看到。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沿海则可以看到甜种大虾或东海皇大虾(Yamba)。

   

3、最有怀旧腔调的浪漫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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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酒店浪漫的下午茶(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墨尔本保留了很多早年英国殖民地的风俗，喝下午茶就是其中之一。这又以议会对面的温莎

酒店(Windsor)下午茶最出名。温莎酒店建于1883年，历来是墨尔本名流聚会的地方。在这里，喝

茶按位收费，每人45澳元，有20种茶可以选，还有一个三层的点心盘。

　　去温莎酒店喝下午茶，不仅是一件乐事，也是墨尔本一项古老而传统的风俗仪式。坐在酒店

一楼的维多利亚风格餐厅里，从三层的银色托盘上挑选精美的下午茶点心，优雅地啜饮浓浓的英

国茶，周围都是轻声细语的老年夫妇们，那种浓情，久久化不开。

   

4、墨尔本美食地带大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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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著名的美食街(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

　　位于瑞奇蒙区(Richmond)的维多利亚街上有很多越南人开的餐厅，这里中南半岛的风味特别

正宗。此街一直是越南人聚居的地方，你要寻找集酸甜辣于一身的越南美食，这里绝对不能错过

。

　　悉尼路(Sydney Road)

　　位于伯恩斯威克(Brunswick)的悉尼路是可以品尝中东美食的地方，到这里可以搭乘市区的电

车。

　　卡尔顿区(Carlton)

　　卡尔顿区堪称是墨尔本的“小意大利区”，意大利菜这里是很正宗的。

　　隆司戴尔街(Lonsdale Street)

　　隆司戴尔街上希腊式的咖啡馆里可以享受地中海式的欢乐。墨尔本可是除希腊之外，希腊人

最多的城市。除了雅典之外，墨尔本是全球希腊人最多的城市，可谓希腊人的第二故乡。这里希

腊菜之道地、口感之佳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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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街(China Town)

　　墨尔本唐人街(也叫中国城)是墨尔本相当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华人在当地也有相当的影响

力。其位置大致从史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Myer百货公司以东到春天街(Spring

Street)间的小柏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附近地区。目前，唐人街已成为墨尔本宣传观光的重要一

处。同时也是中国美食的集中区，夜晚来临时，当墨尔本大部分地区都趋于寂静时，唐人街也聚

集了亚洲各国美食，如马来西亚菜、印度菜、日本菜等，大约有一百多家餐厅聚集。 

墨尔本的唐人街街景(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伯恩斯威克街(Brunswick Street)

　　位于菲兹罗区(Fitzroy) 的伯恩斯威克街，是世界美食的天堂，世界各地的美食、小吃应有尽

有。除了土耳其美食，这条街也是著名的酒吧街。不同于小柏克街，它充满年轻狂放的气息，新

潮入时的年轻人总是以此为家。除了土耳其美食外这里还有各种香辣的地道印度菜。另外这条街

还以咖啡屋著称，咖啡爱好者不可不去。

　　莱贡街(Lygon Street)

　　莱贡街位于卡顿区(Carlton)，素有“小意大利”的美名，可谓意大利菜的乐园，那里可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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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到来自意大利纯正的乳酪、香肠和甜点。

   

5、墨尔本各特色餐厅推荐

澳洲风味

　　除前面介绍过的最具特色的电车餐厅、出租车餐厅和铁达尼号餐厅之外，墨尔本仍有多家颇

具特色的澳洲风味餐厅可供选择。

Lake House

　　如果你有幸入住如梦似幻的Lake

House酒店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里被当地人誉为澳大利亚最好餐厅之一的Lake House Restaurant

，它被称为澳大利亚最棒的一家本土餐厅，藏有一万瓶美酒，菜式是经典法餐，连waiter都是法式

帅哥。这里的环境太好了，白色的栏杆和花树丛生，甚至是戴尔斯福德湖畔最美的风景线，从198

4年开始，它就是戴尔斯福德的标志。对游客来说，无论是打算享受SPA还是品尝地道的咖啡和美

食，它都是一个不可不去的好地方。穿上华服，在温馨的灯光下，从他们收藏的一万多瓶红酒的

窖藏内挑一款心爱的红酒，配上美食佳肴和恋人互诉衷肠吧。别忘了欣赏墙上和餐具上的那一幅

幅笙歌宴舞的画作，那都是酒店的画家主人自己画的。不过，通常来说，越高档的西餐厅食物越

不对中国人的胃口，这家也不例外，不过甜点绝赞，强烈推荐Gaytime焦糖冰砖⋯⋯别想歪了，Ga

y在英文里也有“快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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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Lake House

　　交通：位于墨尔本市郊戴尔斯福特（Daylesford）的Lake House酒店内，距离墨尔本1小时车程

　　电话：0061353483329

　　人均：120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

　　推荐菜：烤鸭肉、Gaytime焦糖冰砖

　　地址：4 King Street Daylesford VIC 3460

　　网址：www.lakehouse.com.au

Donovans

　　就是那种电影中的梦幻餐厅——浪漫的海滩、漂亮的餐厅，坐在餐厅里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海

边的风景⋯⋯餐厅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迷人的细节，从人形的门把手到公主风的女士洗手间，让

你巴不得上菜慢一点好多坐一会儿。最赞的招牌美味是一道甜品Bombe Alaska，奇形怪状地端上

来，真像一颗炸弹，里面却是冰淇淋，打死也想不通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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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Donovans餐厅景致及菜品(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在一家西餐厅的评价要素中，环境是第一位的，而菜品我们倒未必吃得出好坏。Donovans的

环境是秒杀眼球级别，绝对全城第一，而价位却只是小贵，当地的工薪阶层都吃得起。

　　地址：40 Jacka Boulevard, St Kilda

　　交通：15、16、69、79、96路有轨电车可到

　　电话：0061395348221

　　人均价位：80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午餐和晚餐

　　推荐菜：Fillet牛排、Bombe Alaska for two

Cutler & Co Dining Room & Bar

　　这家餐厅去年摘得了澳洲年度最佳餐厅的桂冠，这可是不得了的殊荣。用旧厂房改造的餐厅

环境不算奢华，但味道真的好极了。前菜一入口就令人赞不绝口，鸭肉居然有北京烤鸭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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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肉汤里还有白木耳，鲜美无比，脆皮猪肉配XO酱太给力了！论味道，Cutler&Co绝对是全城第

一。主厨在香港学过艺，酷爱中餐，在西餐里融入了粤菜的精髓，难怪征服了澳洲的美食家们，

一不小心得了个澳洲最佳餐厅的荣誉。 

图为Cutler&Co内部及特色菜

　　地址：55-57 Gertrude Street, Fitzroy

　　交通：12、13、14、15路电车可到

　　电话：0061394194888

　　人均价位：80澳元

　　营业时间：周二到周日供应晚餐，仅周五和周日供应午餐

　　推荐菜：蟹肉木耳玉米汤、脆皮猪肉配XO酱、羊排、煎鲂鱼

Steer Bar and Grill

　　这家餐厅的口号是让来这里用餐的客人回想起“童年的记忆，家常的味道，在祖母的农场里

的生活”，用Wagyu牛做的Scotch牛排外脆里嫩，不加酱汁就已经很鲜美了，就是有一点小贵。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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鲷鱼煎得很嫩，汁水多，一点不老，不是普通西餐厅里那种千篇一律的干柴一样的煎鱼味道。这

家餐厅主打牛排，确实经典，和美国的顶级牛排一样好，不过餐厅离CBD有点远，如果正好逛到

Chapel Street，一定要来这儿尝尝牛排。有趣的是生蚝拼盘的12个生蚝居然来自6个不同地区，塔

斯马尼亚生蚝最好吃。

　　地址：637 Chapel Street

　　交通：30、31、33路电车可到

　　电话：0061390401188

　　人均价位：60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午餐和晚餐

　　推荐菜：生蚝拼盘、200天谷物喂养的Wagyu牛Scotch牛排、煎鲷鱼

Eleonore's Restaurant

　　作为一家著名的五星级度假酒店，优伶庄园的Eleonore’s餐厅是当仁不让的“皇冠上的明珠

”，这里的主厨和他得奖无数的团队每季都会为住客带来最新鲜、最具本地特色也富有大胆创新

精神的莱肴，而本地70多家葡萄酒厂出产的佳酿就是Eleonore’s最好的后备酒窖。这里的美食还

有美景匹配，从餐厅望出去，亚拉河谷的美景尽收眼底，可谓酒不醉人景醉人。古典的英式情调

和优美的田园风光相得益彰，它是那种真正把用餐变为梦幻般享受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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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优伶酒庄餐厅的美食与美景

　　一定要点侍者推荐的红酒，味道好得不可思议，上菜时间非常慢，要做好一顿饭吃到晚上10

点的准备。

　　地址：Chateau Yering Historic House Hotel , 42 Melba Highway, Yering, Yarra Valley

　　交通：位于丹顿农区亚拉谷的优伶庄园内，距离墨尔本1小时车程

　　电话：0061392373333

　　人均价位：120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

　　推荐菜：包含一道前菜和一道Veal Cutler牛排的两道菜套餐

The Foreshore Bar & Restaurant

　　宁静的海景，盘旋的海鸥，舒缓的老歌，通透的餐室⋯⋯大碗的炖青口嫩得要命，好吃得像

生蚝，汤汁鲜美无比，蘸面包吃太完美！肉眼牛排很鲜嫩，煎鱼是整条端上来的，居然还煎得很

嫩，鱼肉饱含汁水！以它的美景、美味和美好氛围，这家餐厅的价格便宜得像不要钱一样！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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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应该算是菲利浦岛上的景观餐厅，在国内的概念中景点内的景观餐厅大多是宰客的，但这家

餐厅彻底颠覆了你对景观餐厅的观念——不但风光旖旎，食物惊艳，而且便宜又大碗！

　　地址：11 Beach Road, Rhyll, Phillip Island

　　交通：位于墨尔本市郊的菲利浦岛，距离墨尔本一个半小时车程

　　电话：0061359569520

　　人均价位：35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午餐和晚餐（冬季每周二不营业）

　　推荐菜：炖青口、Rib Eye牛排、小鲷鱼

中国风味

　　墨尔本是全球除了中国之外华人最多的城市了，所以，如果你吃不惯澳洲本地菜，也不用担

心会饿肚子，这里的中餐馆多得数不清，而且也绝不是传说中海外中餐馆重油重味不重质量的那

副形象。 

墨尔本的中国风味餐厅(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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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宫

　　万寿宫被誉为澳大利亚最好的中国餐馆，是全澳州唯一具有4顶帽子殊荣的、以粤菜吸引世界

各地无数食客的餐馆，接待了诸多包括老布什等国际名人。为了保证品质，20多年来独唐人街一

家，没有分店。餐厅内的布置很中国，举目皆是红色地毯，中式古董家具和中国画。

　　地址：17 Market Lane,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0061396623655

　　营业时间：午餐周一至周六12:00-15:00；晚餐每天18:00-23:00，圣诞节休业

　　招牌菜：北京烤鸭、龙虾蟹肉和椒盐带鱼

发记烧腊海鲜菜馆

　　正宗粤菜餐馆，烧腊不错，烧鸭和脆皮烧肉味也还不错。每次螃蟹或者龙虾当季的时候，那

里的价格都特便宜，点个姜葱蟹面或者姜葱龙虾面特别解馋。椒盐鳝片因为鳝鱼是活要现杀所以

每次要等的久点，不过味道很好值得等。总之这家餐馆价格便宜味道好，值得一试。

　　地址：101 Kingsway,Glen Waverley,Vic

　　电话：0061395609032

　　营业时间：11:30-02:00

　　交通：火车在Glen Waverley�站下

宵夜店

　　从小伯克街的标牌前面拐进小巷内，有一座古老的二层建筑，走上二层就可以看到这家大众

食堂一样的餐馆，这里的粥很好喝，粥类丰富，而且价格是5.50澳元，很便宜。还提供其他菜肴

，价格都在15澳元以内。

　　地址：15 Celestial Avenue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0061396634759

　　营业时间：17:30-02:30

　　交通：有轨电车：1、3、3a、5、6、8、16、64、67、72在Lonsdale St/Swanston St站下

味也同

　　这里有优美的环境，舒适周到的服务。这里提供各式的粤菜，还有种类丰富的上海菜。味道

浓郁，菜色特别，还等什么？叫上亲朋好友，快来尝一尝吧！

　　地址：Shop 6, 188 -190 Belmore Rd, Ba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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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61398163755

　　营业时间：周二周三17:30-22:00；周四至周六午餐13:00-14:00；周四至周六晚餐17:30-22:00；

周日13:00-14:30

其他地区风味

　　在墨尔本的美食街区里，很多街区都以世界其他著名菜系聚集而闻名，比如地中海风味、东

南亚风味、中东风味、日韩风味等等。

Longrain

　　Longrain位于唐人街非常隐秘的一家仓库中，风格loft，主打泰国融合菜，无论是木瓜沙拉、

生蚝味道都是一流，红烧猪肘入口酸甜咸适中，刚咬下去脆脆的，不过顷刻之间就会化为软嫩，

回味悠长。这家餐厅，帅哥美女太多，大家都身着盛装，秀色可餐。 

图为Longrain餐厅美食与内部装饰

　　地址：44 Little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006139671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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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时间：中午12:00-15:00；晚上18:00-22:00

　　交通：有轨电车35、86、95、96到Spring St/Bourke St

　　网址：www.longrain.com.au

Via Veneto Restaurant

　　莱贡街被称为“小意大利区”，这里的意大利餐厅自然是密集扎堆，俯拾皆是。Via Veneto属

于其中名气比较大的一家，门口贴了很多老板与名人顾客的合影，据说波切利的40岁生日晚宴就

是在这儿举办的。其实这是一家蛮平价的餐厅，菜品多得要命，菜量也多得要命，典型的意大利

平民餐馆做派，大胃王们来这儿就对了。味道也不错，虽然不出奇，但可以让人胃口大开，吃得

极其满足。建议选择靠街的开放式座位。

　　地址：234 Lygon Street, Carlton VIC 3053

　　电话：0061396633151

　　交通：有轨电车64、67、72路和免费Tourist Shuttle巴士可到

　　人均价位：40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午餐和晚餐

　　推荐菜：Fillet牛排生蚝大虾拼盘

Grossi Florentino

　　“进入你眼帘的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意大利面——索菲亚�罗兰。”这是Grossi Florentino餐厅

菜单封面上的一句话。一望便知这是一家老派传统的意大利餐厅，古典而略显陈旧的老建筑，昏

黄的灯光，墙上的意大利油画。Wagyu牛肉吃起来像美味的叉烧，甜点Valrhona Chocolate Souffle

很甜很冰火。来这儿吃饭的都是当地富裕阶层或名流，腔调是好得不得了。这家餐厅也是澳洲最

佳餐厅中位列前十的，很高档很怀旧很大名鼎鼎，客人们也都作正襟危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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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Grossi Florentino餐厅内部装饰、名菜及广告(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地址：80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交通：有轨电车86、95、96路和免费环城电车可到，距离联邦广场约15分钟步程

　　电话：9662 1811

　　人均价位：100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晚餐，周一到周五供应午餐

　　推荐菜：五道菜品尝套餐

Don Vincenzo

　　这只是一家小餐馆，地方小，环境随意，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还写着“请让我们性感的

服务员为您端上热烘烘的面包、橄榄油和醋”。蕃茄土豆浓汤加了酸奶，酸浓可口，随汤奉送的

香蒜面包是热的，香脆无比，主食意大利海鲜面好吃得摧枯拉朽，面条极有嚼劲甚至脆劲，鲜美

清淡喷香，平凡的食物能做得这么好吃，这家餐厅可谓真人不露相。餐厅位置有点偏，如果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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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逛到Brunswick街的话记得顺道去一次。等菜时间漫长到让你想杀了主厨，但味道却让你想抱住

主厨狂吻。

　　地址：301 Brunswick Street, Fitzroy VIC 3065

　　交通：有轨电车21、96路可到

　　电话：0061394196204

　　人均价位：30澳元

　　营业时间：每天供应午餐和晚餐

　　推荐菜：蕃茄土豆浓汤、意大利海鲜面

Nobu

　　Nobu餐厅澳洲只有墨尔本有。Nobu餐厅被誉为世界上最有特色的日本现代餐厅之一，全球2

7家，由日本名厨松久信幸与好莱坞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合作创立，绝对创意料理。

　　地址：8 Whiteman Street, Southbank VIC

　　电话：0061392927879

　　营业时间：11:00-22:00

　　交通：有轨电车55路到Casino East/Flinders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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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墨尔本娱乐

墨尔本丰富多样的娱乐场所(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墨尔本有澳洲艺术与文化之都的美称，世界级的歌剧演出、最新的百老汇演出、芭蕾舞、戏

剧或音乐会在墨尔本都可以欣赏到。城内热闹的夜总会和酒吧是欣赏爵士乐和摇滚乐的理想地点

。一家家精致的咖啡店，让人尽情享用全澳洲最好的咖啡。此外，墨尔本还有澳大利亚最豪华的

赌场——皇冠赌城，博彩设施十分齐全，并拥有多家精美餐厅、休闲式河畔咖啡馆、酒吧和夜总

会、时装店、各种娱乐设施。

   

1、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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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剧场 

论坛剧场(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这家毗邻联邦广场的剧院因其气势恢弘、古典优美的外观而注定成为游客们的墨尔本第一眼

印象之一。蓝色的天花板、布满罗马式纹饰和怪兽雕像的内景惊艳程度也完全不亚于剧院的外观

。自1929年以来这里就是墨尔本的戏剧演出地，如今它更是墨尔本最独一无二的地标剧院。

　　地址：154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0061392999700

　　开放时间：09:00-17:30

　　网址：www.forummelbourne.com.au

丽晶剧院

　　丽晶剧院又名摄政剧院，她既古老又年轻，说她历史悠久，是因为始建于1929年，并很快成

为墨尔本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说她年轻，是因为1945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丽晶剧院，重建后，上

世纪70年代又因为入不敷出被关闭，1996年才重新开放，可谓历经磨难。丽晶剧院由建筑师Cedric

Ballantyne设计，其富丽堂皇而又极具风格的设计立即吸引了墨尔本人，Ballantyne结合了西班牙歌

德式风格和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是当时战争时期最大最奢侈的影院。

　　地址：Flinders Lane， Melbourne VIC 3000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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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061392999800

　　开放时间：14:00-19:00

　　网址：www.regenttheatremelbourne.com

公主剧院 

公主剧院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公主剧院位于墨尔本，于1857年开始使用，为墨尔本最耀眼的地标之一，被列入维多利亚遗

产名录，并且被誉为163温泉街(163 spring street)最美丽的街景画。公主剧院最奇特的是它的屋顶是

可以移动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可移动屋顶的剧院

　　地址：163 Spring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0061392999800

皇宫剧场

　　皇宫剧场位于墨尔本CBD中心地带伯克街之上，剧场大部分保留了十九世纪风格，是墨尔本

新型发展最快的剧场之一，也是最著名的剧院之一。

　　地址：23/30 Bourke S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118 / 14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31&do=album&picid=43505


�������

墨尔本：花园之州
　　电话：0061396500180

　　网址：palace.com.au

   

2、咖啡馆

Brunetti  

Brunetti

　　Brunetti店位于卡尔顿(Carlton)区，是品尝上品咖啡和意大利式蛋糕以及传统意大利美食的必

到去处。尝尝剧院蛋糕（分层杏仁球，咖啡加糖奶油和巧克力颗粒）或者来一杯意大利手工冰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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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Gelato再配一杯意大利浓咖啡。

　　地址：Level 3， Myer Melbourne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3000

　　电话：0061393472801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三09:00-19:00；周四、周五09:00-21:00

　　网址：www.brunetti.com.au

Mr Tulk

　　Mr Tulk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of Victoria)的历史建筑物内，Mr

Tulk（以国立图书馆第一位管理员Augustus Tulk的名字命名）以富丽堂皇的棕色装饰和抛光木地

板打造的传统和历史氛围为特色。这个漂亮的咖啡屋颇受学者和学生的欢迎，他们通常成排坐在

摆满了书和咖啡的公共桌子边。

　　地址：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328 Swanston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006138660570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07:00-17:00；周五07:00-20:45；周六09:00-16:00

Laurent Patisserie 

Laurent Patis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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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坐落在魅力四射的小科林街(Little Collins Street )上的Laurent Patisserie，品尝奢华的法式高

点和美味的咖啡。这里的桌子有的延伸到街道上，为游客提供了欣赏过路行人和街景的最好视角

。

　　地址：306 Little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电话：006139654101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08:00-18:00；周日09:00-17:00

　　网址：www.laurent.com.au

Coffea Coffee

　　Coffea是一个非常注重酿造工艺的咖啡店。紧邻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的C

offea店现场烘焙咖啡豆，新鲜咖啡的芬芳弥漫在空气当中。这里有可口的三明治以及美味的轻便

午餐，更为喜欢吃甜点的人士准备了足以让你流口水的奶油蛋羹或者栗子泥馅bombolini甜品。

　　地址：519-521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电话：0061393267388

　　周二07:00-15:00；周三07:00-14:30；周四至周六07:00-15:00；周日09:00-15:00

   

3、酒吧

1806鸡尾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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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鸡尾酒吧(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墨尔本有着“南半球第一鸡尾酒之都”之称，而有一家墨尔本酒吧因在美国每年评选的最佳

鸡尾酒名单里占有一席而被世界所认识，这家酒吧就是1806。这里的鸡尾酒单里酒品之丰富令人

眼花缭乱，每一种酒都写有长长的背景典故介绍。而酒吧的名字1806也有特殊含义在内——那一

年，世界上第一杯正式命名的鸡尾酒开始销售。

　　地址：169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电话：0061396637722

　　开放时间：18:00-06:00

　　网址：www.1806.com.au

翡翠孔雀聚吧

　　这家酒吧在墨尔本非常有名，来这里的都是潮男潮女，总是人满为患，很多人没地方坐，干

脆站着喝。二楼的露台是这家酒吧的招牌，平时在楼下经过总能看见他们家的露台上戳满了站着

喝酒的男男女女。

　　地址：233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澳大利亚

　　电话：0061396548680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8: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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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theemeraldpeacock.com

双喜酒吧 

　

双喜酒吧

　　Double Happiness翻译成中文，会令你联想到什么？是不是红双喜？这家Double Happiness酒吧

的门上还真贴了个大大的红色喜字！原来这家酒吧玩的就是中国风，而且是70年代中国风。看着

一群老外在“劳动人民万岁”对面招贴画下喝酒，真的很欢乐！

　　地址：21 Liverpool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0061396504488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07:30-01:00；周四至周五07:30-03:00；周六18:00-03:00；周日18:00-01:00

　　网址：www.double-happiness.org

第八区吧

　　藏身于小巷道中的Section 8是一家新潮的货柜酒吧，高低层迭的木板可随性地盘坐，废弃的

汽油桶是装饰也是高脚桌，最重要的吧台则是由废弃的货柜改装而成。据说这里也是Couch

Surfers（沙发客旅行者）聚集的地点。

　　地址：27-29 Tattersalls Lane Melbourne VIC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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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61430291588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6:00-21:00

　　网址：www.section8.com.au

   

4、赌场

　

皇冠赌场(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皇冠赌场不仅是澳大利亚最豪华最大的赌场，也是南半球最大的赌场，1994年开业，位于亚

拉河南岸，官方名称是皇冠娱乐中心，当中包括五星级皇冠酒店、大型会议中心、24小时赌场、

名牌汇聚的多家商店、14家电影院以及多家餐厅及酒吧、还有一个可容纳2000人的表演中心。近

年时不时有港台歌星来到墨尔本为华人演出，多在这个表演中心进行。

　　地址：8 Whiteman Street Southbank 3006 Melbourne, Australia

　　电话：0061392928888

　　网址：www.crowncasino.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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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墨尔本购物

　　墨尔本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全澳有八成的纺织品及制鞋厂商设厂于此。经过巧妙设计的商

店街，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史旺斯顿街与伊利莎白街之间的街廓内。深入其中，不仅会对包罗万

象的商品啧啧称奇，还会对装饰华丽的拱型骑楼赞叹不已。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墨尔本又是一个容易迷失自己的地方，因为墨尔本是以迷宫街道而闻名于世的。它的CBD区

更是一个有着众多私密购物店铺的地方。本地的天才设计师，知名的澳大利亚设计师和国际大品

牌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开设店铺。所以，去墨尔本逛街，首先你要搜集清楚有关墨尔本购物地点

的详细资料，才不会晕头转向的深陷在迷宫街道中。

　　有人说在墨尔本购物是一种享受，那是因为墨尔本市中心的商业区相当集中，从市内饭店信

步即可抵达主要购物区。

   

1、墨尔本购物之大型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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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尔本中心(Melbourne Central)

　　这家商场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墨尔本的某个地标，实际上是一家很漂亮的购物中心。位于墨尔

本市中心的墨尔本中心可以算墨尔本最豪华的购物中心之一，中庭里的维多利亚时代塔楼是其标

志。商场内部集购物与休闲为一体，汇集了各式名牌服装专卖。

墨尔本中心(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电话：00613966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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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时间：09:00-18:00

　　地址：位于LaTrobe街和Swanston街交界口

　　网址：www.melbournecentral.com.au

　　QV购物中心

　　QV常常被形容为城中城，大大地增添了墨尔本的购物风貌。露天的巷道蜿蜒穿过专用区直达

时尚广场的中心，覆盖了Swanston、Rusell、Lonsdale和Little

Lonsdale之间的街道，这个“城中城”已经成为墨尔本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时尚之地。

QV购物中心(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电话：0061392079200

　　营业时间：09:00-17:00

　　地址：位于Swanston街和Lonsdale街的交界口。

　　网址：www.artisansdangkor.com

　　邮政总局商场

　　第一眼看到GPO，任谁都会目瞪口呆—这座像欧洲的议会大厦一样的庞大建筑真的是个商场

吗？其实本来还真不是，GPO原是墨尔本的邮政总局，在一次火灾之后才改造为商场，成为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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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们寻找顶级服饰的“麦加”。商场的内部采用富丽堂皇的米兰风格，大量采用玻璃修饰和自然

光。这里有超多澳大利亚和墨尔本本土设计师的一线服饰品牌，也有国际大牌时装店。

邮政总局商场(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电话：0061396630066

　　营业时间：09:00-18:00

　　地址：350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网址：www.melbournesgpo.com

　　大卫琼斯百货

　　澳大利亚最富盛名的连锁百货公司，什么都有，从男女装、童装、鞋包、化妆品到家具、电

器、厨房用品等等无所不包。为了怕你买到提不动，David

Jones还体贴地推出代客送货到府的服务。

　　电话：0061396432222

　　营业时间：09:00-21:00

　　地址：310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网址：www.davidjones.com.au

　　玛雅百货

　　Myer就在David Jones的隔壁，同样是百货商场，同样什么都卖，同样庞大的规模，同样横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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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的气势，一切都像是David Jones的翻版，就像肯德基和麦当劳一样。

玛雅百货(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电话：0061396611111

　　营业时间：09:00-21:00

　　地址：314-336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网址：www.myer.com.au

   

2、墨尔本购物之特色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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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er

　　一家独一无二的纪念晶商店，Counter售卖当地制作的珠宝、陶器、纺织品、木制品和玻璃制

品。每一件都实实在在是一件艺术晶，你的购买将会对当地产业的发展起到帮助。

　　电话：9650 7775

　　营业时间：11:00-17:30（周二至周日）

　　地址：31 Flinders Lane,墨尔本 

　　Crumpler

　　这是一家本地公司，它为自行车架、笔记本电脑和照相器材提供牢固的包装袋。这里出售的

零配件实用而时尚，几乎“所有人”都会到这里买上点什么。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你用这里的产品

做纪念品不会觉得寒酸。

Crumpler店

　　电话：9417 5338

　　地址：Gertrude 和 Smith St 交叉路口，菲茨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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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Williams

　　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象征，哪怕对城里赶时髦的人也一样。该晶牌使你拥有时尚的必备品，

包括一双著名的靴子。

RM Williams

       电话：9663 7126

       地址：Melbourne Central,Lonsdale St,墨尔本

　　Suga（糖果店）

　　墨尔本Suga糖果店是一家色彩缤纷，人见人爱的糖果屋，在墨尔本无论大人儿童几乎都知道

这么一家店，每天还会有不定时时的现场表演制糖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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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a糖果店(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电话：0061396635654

　　营业时间：09:00-17:00

        地址：35 Bourke St，Melbourne VIC 3000

   

3、墨尔本购物之潮流服饰

　　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衣柜里的衣服来一次大更新的话，那墨尔本就是你最佳的选择。普拉兰区

的Greville st街以及High st街和Dandenonq Rd路之间的Chapel

st街有二手复古衣饰，当然也有澳大利亚新晋时尚设计师们的流行杰作。不伦瑞克街(Brunsw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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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这里汇聚了一流时装、复古衣饰、街头浪人的衣服和随随便便的衣服。Johnston st与Gertrude

st这两条街上也有不少时尚设计师们的很酷的作品。南亚拉区的Chapelst街(High st街和Toorak Rd路

之间)长期以来一直是墨尔本最主要的高档服装店区域；做好看到天价顶级服装的心理准备。里士

满区的BridqeRd路和Swan st街以及科林伍德区的Smith st街有一些工厂零售部。

　　Alice Euphemia

　　墨尔本走在时代前沿的时装艺术在这里得以集中展示，选用创新的衣料，裁减及缝制所成的

衣服能让你看上去更有吸引力。这里也出售上乘珠宝。

Alice Euphemia(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电话：9650 4300

　　地址：Shop 6,37 Swanston St,Flinders Lane交叉路口

　　Hunter&Gatherer

　　他们已经完成了搜索工作——你仅仅需要做个收集者。这家二手商店售卖新奇的精美用品，

还有26家经销店。所有的盈利收入都捐给圣劳伦斯兄弟会的扶贫项目。

　　电话：9593 8168

　　地址：82a Acland St,圣基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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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墨尔本购物之当地集市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是墨尔本市内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跳蚤市场（摊位市场）。在这里有100

0多家摊位，分别销售蔬菜水果，海鲜肉类，服装玩具，小五金和澳洲当地特产等。摊主多以东欧

和亚洲移民为主，不同的口音的叫卖声，丰富多彩的各中商品，价格低廉优惠，每周吸引了超过1

5万的当地和海外客人来这里采购和游览参观，成为墨尔本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电话：0061393205822

　　营业时间：09:00-15:00

　　地址：513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网址：www.qvm.com.au

　　伊恩波特中心周末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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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星期六在联邦广场的伊恩波特中心里会有书市，有五千多本书可淘。汽车俱乐部有车主

每个月会在联邦广场炫耀展示古典与现代汽车。广场还每年三次举办时装游行和展览，展出每个

季节新的设计和趋势。我们去的那个周日正赶上伊恩波特中心里一年一度的艺术设计品市集。

　　电话：0061386202222

　　营业时间：周六日10:00-17:00

　　地址：位于Swanston Street和Flinders Street交界口

　　网址：www.fedsquare.com

　　圣科达海岸市集

　　这个够地道又价廉物美的手工艺品市集，每到周日便犹如热闹的嘉年华一般，让当地人和游

客买得开心，看得过瘾。沿海的大道上，到处布满琳琅的饰品、陶器、琉璃、乐器、书画等精品

。市场的最大特色，是保证所有商品都是独家手工制作，每个摊主都既是商品的设计师、制作者

，又是卖家。停下来和他们搭讪聊天，你就会知道这些手工艺人有多不容易。 

St Kilda beach Market

　　营业时间：周日10:00-17:00

　　地址：Upper Esplanade, St Kilda

　　网址：www.esplanademarket.com

　　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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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艺术品销售市场。穿过市区，越过亚拉河，便可看到这个市场。市场的特色在于商品

多样化，不论是传统或现代的陶艺品，手制画框，珠宝和手绘的丝质衣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营业时间：周日09:00-18:00

　　地址：100 St Kilda Road，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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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墨尔本的夜生活

　　墨尔本的夜生活异常繁华，并且带有生动的文化背景。了解本市目前有哪些娱乐和演出的最

主要渠道莫过于《时代》中的“娱乐指南”，这本杂志在市内很多咖啡馆，酒吧都能找到。

   

1、现场音乐

　　长期以来墨尔本的酒吧摇滚乐坛上都活跃着一些不错的乐队，比如说AC/DC、Nick

Cave以及Bad Seeds 和Jet等，这些乐队现在都位列世界知名乐队中。澳大利亚音乐界的传奇人物都

来自墨尔本，并经常来此表演。现场音乐会的费用从免费到$30不等。

　　Forum Theatre

　　以南半球的天空为背景，拱顶天花板和豪华的内部装修，人们来这里不仅是为了欣赏明星们

的演出，这座剧院本身对于公众的吸引力不弱于那些名人们。

　　地址：150-152 Flinders St,墨尔本

　　网址：www.marinertheatres.com.au

　　Rainbow Hotel

　　为当地天才音乐人举办演出已经超过了10年，此外，这里还有很不错的节奏澎湃类型的蓝调

、民乐和爵士乐，面积不大很快就会人满，所以周日晚上要早点来。

　　电话：9419 4193

　　地址：27 David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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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爵士乐

　　为爵士乐痴狂的或是为蓝调迷恋的人都会欣慰地发现墨尔本的这两种音乐正在迅速地发展起

来。

　　Bennetts Lane

　　藏在市区一个狭窄的小巷里，这个灯影朦胧的地方是很多本地和国际天才音乐人的首选演出

地，从经典的圆号和鼓刷乐器表演到当代的电子乐。

　　电话：9663 2856

　　地址：28 Bennetts Lane,墨尔本

　　网址：www.bennettslane.com

　　Night Cat

　　这家店很宽敞，而且环境舒适、气氛友好，其20世纪50年代歪斜的设计至今还在(已经成为了

墨尔本的一个标志)。这里演出的乐队都是有一定名望的，而且可以演奏从爵士乐到萨尔萨舞曲等

各种音乐。

　　电话：9417 0090

　　地址：141 Johnston St,Fitzory

 

   

3、夜总会

　　墨尔本的夜店生意起起伏伏，今天还在的明天可能就没了。服务费从免费到$5至S20不等。南

亚拉、菲茨罗伊和CBD是俱乐部最集中的地方。

　　Crof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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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它还是讨厌它就取决于你和谁交谈过了，这是一家闲聊和喝酒的好地方，但是一般人很

难找到它。爬上它跳舞的高台很危险，千万小心。

　　电话：9671 4399

　　地址：21-25 Croft Alley,墨尔本

　　Revolver

　　对于墨尔本狂热爱派对的人群来说，如巨穴一般的Revolver是周末夜晚的必去之地。有点俗气

，有点破旧，总是人潮涌动，从周五到周日，人们在黑暗中狂欢54小时。周中，这里又恢复了宁

静，还带点艺术气息。

　　电话：9521 5985

　　地址：229 Chapel St, Prahran

   

4、电影院

　　墨尔本有许多主流影院上演最新的大片。主要的几家连锁影院———Village、Hoyts以及Great

er Union都同处在伯克街与拉塞尔街交汇处附近。一般的票价为$15。你可以看看周五版的时代》

或者别的报纸，都可以找到电影放映的时间。

　　下面所列的电影院或因其外观或因其播放的电影而成为墨尔本标志性的电影院。

　　澳大利亚动态图像中心

　　这是一家有着惊人科技水平的影院，在这里你可以观赏到使人兴奋异常的电影、纪录片或动

画片。

　　电话：9663 2583

　　地址：Federation Sq

　　网址：www.acmi.net.au

　　Astor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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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能让人回想起装饰艺术的时代，推荐影片都不要错过，每晚的主打有两场，

一场老电影，一场新电影。

　　电话：9510 1414

　　地址：Chapel St和Dandenong Rd 交叉路口

　　网址：www.astortheat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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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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