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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濒临太平洋，拥有75公里的海滩，是全世界最长的沙滩海岸，也是

全球公认的十大最美海滩之一。沙质细软，海水湛蓝，天高云淡，黄金海岸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

的度假旅游者。天南海北的美食、风格迥异的主题乐园、多种多样的户外运动，这里也是背包客

的最爱。黄金海岸同样是世界著名的冲浪胜地，素有“冲浪者天堂”之称，每年都有世界级的大

型冲浪赛事在这里举行。除此之外，黄金海岸还聚集众多国际名牌店和购物中心，这里的酒吧也

热闹非凡，深受旅游者的喜爱。

而远离金沙碧海和喧闹的人群，深入黄金海岸的广阔腹地则是另一番天地。黄金海岸的腹地主要

为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众多国家公园如美丽的翡翠点缀其中。参天的古木、幽静的丛林小道、

质朴的山间水潭、奔腾的瀑布，不妨在纯净的自然中享受个身心灵的Sp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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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办理签证

赴澳旅游需要申请旅游签证（676类别），如果在澳有亲属并愿意提供担保，也可申请担保探亲签

证（679类别），这两类签证持有人在澳停留期限为3个月、6个月、12个月，申请人可根据需要，

申请相应的入境次数和停留时间，签证官则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同意给予相应的签

证。

澳洲使馆签证申请网址：www.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31.html

（1）准备材料：

澳洲676签证有“首次申请”和“非首次申请”之分，两种签证需准备的材料清单：

首次申请赴澳旅游签证者需准备的材料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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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202011.pdf

非首次申请赴澳旅游签证者需准备的材料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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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Feb%202011.pdf

676类签证费用为720元，付费方式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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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何申请

A、邮寄签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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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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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将以EMS到付方式寄回，由收件人在收件时支付快递费。     

B、亲自递交签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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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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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使馆签证处

居住地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申请人须在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办理旅游探亲签证。

Email： immigration.beijing@dfat.gov.au

电话：(010) 5140 4424

传真：(010) 5140 4164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1号

邮编：100600

电话咨询服务：13:30 - 16: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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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专办员开放

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

居住地为上海市、重庆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内蒙

古、山西、河南、宁夏、陕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的申请人须在澳大利亚驻上海领

事馆签证处办理旅游探亲签证。

Email： immigration.shanghai@dfat.gov.au

电话： (021)6279 8098

地址： 上海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401房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

邮编：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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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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进入领事馆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并接受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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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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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使用答录系统中的菜单选项而被自动挂断。

广州总领事馆签证处

居住地为广东、福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的申请人须在澳大利亚驻广州领事馆签证

处办理旅游探亲签证。

Email： visaenquiries.guangzhou@dfat.gov.au

电话： (020) 38140250

传真： (020) 38140251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3号发展中心12楼

邮编： 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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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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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进入领事馆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并接受安全检查

电话咨询服务: 14:00—16:30 （星期一、二、四、五. 逢周三没有电话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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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金额的澳币随身携带。澳洲是一个使用卡消费非常普遍的国家，带有visa或master标志的信用卡

在澳洲大部分地区都可以使用。除此之外，民生银行推出的澳币借记卡在澳洲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卡内有澳元和人民币两个账户，在澳洲消费时，若卡中只有人民币，银行会自动按当天汇率兑

换成所消费的澳元，持该卡也可在澳洲ATM机上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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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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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说明）、应季衣服等。

   

4、实用信息

（1）澳洲航空公司

虎航：http://www.tigerairways.com

，周二和周四的票最便宜，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悉尼至黄金海岸$19的特价机票。

Virginblue：http://www.virginblue.com.au (早上10点--11点，中国时间最便宜）

jetstar：http://www.jetstar.com/au/index.html（常有机票+酒店的套餐）

qantas：www.qantas.com.au

综合订票网（可对多家航空公司的机票进行价格和时间的对比）：

http://www.iwantthatflight.com.au/  

http://www.iwantthatflight.com.au/

http://www.flightcentre.com.au/

http://www.webjet.com/

（2）租车信息

澳洲五大租车家族：

Thrifty：www.thrifty.com.au

Hertz：www.hertz.com.au

Budget：www.budget.com.au

Europcar：www.europcar.com.au

Avis：www.avis.com.au

租车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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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直接在租车公司站点上预定便宜不少，常有一些官网上没有的优惠活动 。

http://www.drivenow.com.au/

http://www.vroomvroomvroom.com.au/

http://www.carhire.com.au/ 

http://www.rentnewcars.com.au/

最终的租车价格包括基本租车费用（含税），VRRF（Vehicle Register Recovery Fee）、管理费等。

加收费用的情况：机场提车，异地还车（有些公司会加收），租车人小于25岁，超出规定的行驶

公里数，租用额外的设备等。

（3）酒店住宿

综合预订（比较）酒店网站

www.wofit.com

www.hostelbooking.com

www.lastminute.com

青年旅馆预订网站：www.hostelworld.com

推荐www.tripadvisor.com，可以看到比较真实的酒店评价

（4）行程计划

澳大利亚旅游官方网站：http://www.australia.com/，资料权威丰富。

昆士兰州旅游官方网站：http://www.queenslandholidays.com.au/

，能够深入了解昆州的旅游、文化，旅行中所需要的食住行游购娱各种信息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其它如旅人网、穷游网（http://www.go2eu.com/）、无忧澳洲中文网（http://www.51oz.com/

）等都是获得相关信息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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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可不做的N件事

   

1、在海滩上消磨时光

(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请记住，面对黄金海岸的海滩，永远不要吝啬你的时间。尽情享受这里的蓝天、细沙、海水、阳

光、热闹的人群和多种多样的海上活动吧。与孩子在阳光下逐浪，与爱人手牵手在在落满夕阳的

海边散步，与好友们在铺满星光的沙滩上对着大海畅饮，人生最美好的事在这里都能被再次舒展

到一个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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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主题公园里尽情玩乐

如果你是主题乐园爱好者，或者带着孩子一起出游，你一定会爱上黄金海岸。这里集中了澳大利

亚最大、最棒、最受人欢迎的主题公园。在电影世界中体验惊险刺激的电影之旅，在海洋公园与

海豚亲密接触，在天堂村领略独特的澳洲农庄牧场文化，在柯兰宾保护区给袋鼠、彩虹吸蜜鹦鹉

喂食并抱着考拉拍照，都是美妙且回味无穷的旅行体验。 

(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3、参加一次“蓝光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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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春溪国家公园的自然桥有着世界上最独特的“萤火虫”， 这种虫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的部分地区，能够发出蓝色的光。它们居住在形如桥状的洞穴里，每到夜晚，发出蓝色的光，照

亮整个洞穴。黄金海岸的旅行社有前往自然桥的旅游团，推荐该项目的原因除了神奇的“蓝光虫

”之外，更因为这种旅游团一般还包含另外两项活动，其一是穿越夜间的热带雨林，澳洲的动物

多夜间活动，一起来认识下它们的“真面目”吧；其二则是能够体验到在高原上仰望南半球的星

空，聆听星座传说的感觉，身在这个被南十字星照耀下的国家，找找看南十字星在哪里吧。

   

4、找一间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如果预算充裕的话，强烈建议在黄金海岸选择一间靠近海滩、能够观赏到海景的房间，分分秒都

不要将这世界上最长、最美的海滩美景浪费。 

(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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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尝试下学学冲浪吧

很多人都认为站在浪尖乘风破浪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其实，事实是如果抛开成见，放开胆子试一

下，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在黄金海岸，只要找到一位有经验的教练，经过他的教导，也能在极短

的时间内随波站立起来，自由享受踏浪的乐趣。 

(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6、登上Qdesk，饱览黄金海岸的全景

Q1 desk位于世界上最高的公寓大厦第77层，这个拥有360度观景玻璃窗的观景台，可以让你好好

享受黄金海岸的美丽景致。湛蓝的太平洋，遥远的地平线，蔚蓝的天空，金黄色的沙滩，冲浪者

天堂高耸的建筑景观，内陆地区的青葱山林，天气晴好的时候，更可以看到布里斯班和拜伦湾，

这样神奇的壮丽景观只有在黄金海岸才能够一饱眼福。Q1 desk设有餐厅和酒吧，黄昏时在这里小

饮一杯或与最爱的人沐浴着夕阳共进晚餐，这必将成为你人生中最美妙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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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在官网可预定门票：http://www.skypoin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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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金海岸旅游景点

   

1、海滩！海滩！海滩！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黄金海岸拥有全世界最长最美的海滩，75公里的超长海滩又分为十几个各具特色的小海滩，其中

最热闹的是传说中的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冲浪者天堂位于黄金海岸的中心地带，是澳

大利亚最著名的度假胜地之一。在这里，都市的高楼林立和海滩自然悠得的生活方式完美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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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延的海岸线之中。这里是冲浪者最理想的运动场和竞技场，每年都有各种世界顶级的冲浪赛

事在这里举行，吸引全球冲浪爱好者前来朝圣。

冲浪者天堂向南不远是深受家庭旅游者们喜爱的布罗德海滩（Broadbeach）。与热闹的冲浪者天

堂相比，这里的大海较为平静，适合冲浪初学者。布罗德海滩继续向南，伯利角国家公园边的伯

利海滩（Burleigh Heads）也常年集聚着众多大海与阳光爱好者，享受了海水与阳光的洗礼后，在

公园的步行道上健步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远离喧闹的人群，尽情享受美好的个人时光，推

荐北部的主海滩（Main Beach）或南部的彩虹湾（Rainbow

Bay），这两个海滩人少，安静而开阔，适合日光浴和沙滩散步。

(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提供海边活动的主要旅游公司：

Cheyne Horan School Of Surf

这家冲浪学校提供各种等级的冲浪课程，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各一次初级课程，每次课程2小

时，课程完成授予证书。

单个课程：包括证书、免费酒店接送，所有冲浪器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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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课程：包括证书、免费酒店接送，所有冲浪器材，纪念T-shirt，$115

五个课程：包括证书、免费酒店接送，所有冲浪器材，冲浪学习教程DVD，$115

私人课程：$75每小时，$150三小时，$250一天

冲浪器材租用：$15每小时，$20两小时，$30一天

电话：1800 227 873 / 0403080484

地址：the corner of Trickett Street and The Esplanade, Surfers Paradise

Web：http://www.cheynehoran.com.au/

Jetboat Extreme

提供黄金海岸最好的喷射艇海上游览服务、直升机游览服务。

喷射艇游览：成人$55 / 儿童$35 / 家庭$145

喷射艇+直升机游览：成人$159 / 儿童$119

电话：07 5538 8890（国际：+61 7 5538 8890）

Email: info@jetboatextreme.com.au

地址：Behind Titanium Bar, Ferny Avenue, Surfers Paradise

Web：http://www.jetboatextreme.com.au

  Australian Advance Marine

（1）快船海上游览$93/pp；（2）滑翔伞$93/pp；（3）摩托艇滑水$93/pp

（1）+（2）$165；（1）+（3）$165；（2）+（3）$184；（1）+（2）+（3）$234

地址：Shop 18 Mariners Cove Seaworld Drive Main Beach

电话：（07） 5571 1004（国际：+ 61 7 5571 1004）

Email：info@advance-marine.com

Web：http://www.advance-marine.com

   

2、梦幻乐园（Dream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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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距冲浪者天堂约半小时车程，是澳大利亚数一数二的游乐园。整个乐园分为探险区、冒险区、可

爱动物区、老虎岛和热带雨林区。在这里可以与可爱的考拉、袋鼠亲密接触，欣赏濒临绝种的孟

加拉虎的精彩表演，观看澳洲特色剪羊毛、土著人表演，享受海盗船、自由落体、黑暗矿坑隧道

等惊险刺激的娱乐项目。

营业时间：10:00am-5.:30pm

费用：成人$74 / 儿童$49 / 家庭$221

电话：（07）5588 1111（国际：+61 7 5588 1111）

Web：http://www.dreamworld.com.au/

   

3、激浪世界（Whitewate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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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梦幻乐园旁。激浪世界与梦幻乐园同属一公司，可以购买两日通票，在两天内无限次出入这

两个主题乐园。 

(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营业时间：10:30am-5:00pm每日

费用：成人$46 / 儿童$32 / 家庭$133（两日通票：成人$109 / 儿童$75 / 家庭$299）

电话：（07）5588 1111（国际：+61 7 5588 1111）

Web：http://www.whitewaterworl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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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纳电影世界（Warner Bros. Movie World）

占地415英亩，以电影为主题，完整再现了《蝙蝠侠》、《警察学校》等经典影片中的城市布景。

园内有史瑞克4D电影、倒吊式云霄飞车、跳楼机、激流勇进、鬼屋等，摄影棚内每天两场真人飞

车特技表演，充满了好莱坞式的惊险刺激。园内还有卡通世界、彩车游行、明星大游行等适合儿

童的活动项目。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营业时间：10:00am-5:30pm

费用：成人74.99$ / 儿童$49.99

电话：133 386（国际：+61 133 386）

Web：http://www.whitewaterworl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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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上世界（Wet ’n’ Wild）

位于电影世界旁，拥有H2O终极地带、高速水上滑梯、漩涡游乐等水上游乐设施，新建的四人滑

管突破极限刺激，非常受青年人的欢迎。园内还可以进行烧烤、打高尔夫球、观看夜间水上电影

等活动。

营业时间：10:00am-5:00pm（冬季营业至4:00pm）

费用：成人$54.99 / 儿童$34.99

电话：（07）5573 2255 （国际：+61 7 5573 2255）

Web：www.wetnwild.com.au

   

6、海洋公园（Sea World）

在海洋公园里可以和企鹅、鲨鱼、北极熊、魟、海豚、海星、海参们亲密接触。在海豚湾欣赏海

豚们精彩的表演，在金海豹冒险剧场里观赏令人捧腹的海狮、海狗表演，在鲨鱼湾中进行潜水练

习并与各种美妙的珊瑚、鱼类亲密接触。园内还有各种老少皆宜的娱乐设施，可乘坐空中缆车前

往各分区。这里还有可以接触海豚的特别项目，能直接喂海豚或与他们一起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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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营业时间：10:00am-5:30pm

费用：成人$74.99 / 儿童$49.99

地址：133 386（国际：+61 7 55882205）

Web：www.seaworld.com.au

   

7、柯兰宾保护区（Currumbin sanctuary）

该保护区占地27公顷，内有超过1400种动物和鸟类，整个园区都被指定为国家文化遗产。在这里

你可以观看澳大利亚野狗表演、毒蛇大汇演、超级大鳄鱼秀等，也可以喂袋鼠，抱考拉照相。该

保护区最具特色的活动是喂食彩虹吸蜜鹦鹉，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4点各一次。晚上可以欣赏土著

舞蹈表演，参加夜晚生物大冒险，品尝美味的BBQ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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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营业时间

日间：8:00am-5:00pm（圣诞和澳新军团节从1:30pm开始营业）

费用：成人、儿童$31 / 家庭$99

夜间：5:30pm再次开园

费用：成人$89/儿童$59（自助6:00pm、大冒险6:45pm开始，官网订票有10%优惠）

电话：（07） 5534 1266 （国际：+61 7 5534 1266）

Web：http://www.currumbin-sanctuary.org.au/

   

8、天堂村（Paradis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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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天堂村以澳洲牧场与农庄为主题，在这里可以观看牧羊犬赶羊、剪羊毛、挤羊奶、澳洲飞镖表演

等，还可以乘坐大篷马车，给袋鼠喂食，抱考拉照相，更可以享受美味的澳式烧烤，享受美妙的

乡村音乐。天堂村一天只有三次表演，时间分别为9.30am、11.45am、1.45pm。

费用：成人$19.99 / 儿童$9.99；含午餐成人$32.99/ 儿童$19.99

电话：133 386（国际：+61 7 5573 8270）

Web：http://paradisecountry.myfun.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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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边旅游景点

黄金海岸的内陆腹地（Hinterland）常被游客所忽略，而实际上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地区散布着很多

国家公园，宁静而纯净的自然环境是放松身心的好地方。如果没有自驾车，可以参加旅游团前往

黄金海岸内陆，相关信息可以在黄金海岸旅游信息中心或者旅行社门市店进行咨询和预定。

黄金海岸旅游咨询中心

The Surfers Paradise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Email：infosurfers@gctourism.com

Harbour Town Information and Booking Centre

电话：07 5563 7688

Email:harbourtown@ticketmates.com.au

Coolangatta Information and Booking Centre

电话：07 5569 3380

Email:infocoolangatta@gctourism.com.au

Web：http://www.visitgoldcoast.com/

   

1、坦博林山（Tamborine Mountain）

坦博林山距冲浪者天堂45公里，是黄沙碧海背后的一片绿洲，山脚下分布着13个独立的自然保护

区，组成了坦博林国家公园。峡谷、瀑布、热带雨林、林间小道、观景台是这里的特色。坦博林

山共有12条步行道，大部分在3公里左右，简单轻松，适合家庭出游者。顺着步行道到达山顶，能

够一览黄金海岸的全景。山中还有长达300米的空中漫步道，可以尽览热带雨林风光。坦博林山的

伊格尔高地（Eagle Heights）因众多艺术家集聚于此而闻名。小镇上有长达500米的艺术画廊，还

有众多出售自制陶器、艺术品的商店和格调优雅的咖啡馆。坦博林山地区也是昆士兰数一数二的

葡萄酒生产地，位于北坦博林的葡萄酒庄是昆士兰规模最大的葡萄酒厂，在坦博林山旅游咨询中

心可以获得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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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前往坦博林山主要是租车或参加旅游团。黄金海岸的多数旅行社都有提供相关的腹地一日游。

坦博林山旅游咨询中心

电话：07 5545 0944（国际+61 7 5545 0944）

Web：http://www.tamborinemtncc.org.au

   

2、春溪国家公园（Springbrook national park）

(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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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溪国家公园横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两州边界，是澳洲的世界遗产“东海岸雨林保护区”的一

部分。每年5月到10月是全年最佳的参观时节。整个公园分为春溪高原、库构山和自然桥三个区域

。这里生长着遮天蔽日的蔓生植物、棕榈树、桉树，多峡谷、悬崖、瀑布，分布着一些相当不错

的徒步小道。在公园管理处可以获得三个区域的徒步路线图、住宿、餐厅信息。

自然桥区距黄金海岸约一小时车程，系因河水长期冲蚀而形成的天然洞穴，又因洞穴崩塌形成貌

似桥梁的自然奇景。洞穴内有一种发出蓝光的虫子，仅栖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少数地区。夜

幕降临时，它们发出的美丽的光能够照亮整个洞穴的顶部。前往自然桥没有公共交通，可自行开

车前往或跟旅游团。在机场、酒店、各大旅行社均可以报团参加。旅游团活动基本包括穿越夜晚

的热带雨林、观看星象和看“蓝光虫”。需准备手电筒，但是，请不要拍照或用手电筒照射“蓝

光虫”。这种虫子非常怕光，被光直射会死亡，并且被管理人员发现会受到重罚。

   

3、拉明顿国家公园（Lamington National Park）

拉明顿国家公园位于春溪国家公园西侧，距黄金海岸85公里，同样为澳洲东海岸热带雨林世界遗

产的一部分。这里以独特的热带雨林风光著称，各种各样的鸟类，古木参天，瀑布浅溪遍布，丛

林中有着昆士兰最好的徒步小道。在这里除了健步外，可以进行绕绳下降、飞狐（flying

fox）、绳网（ropes course）等冒险活动，还可以在热带雨林中的享受宁静的SPA。从公园管理处

可以获得徒步路线图、餐厅、住宿、露营等信息，当然也可以直接登陆

http://www.derm.qld.gov.au/parks/lamington/index.html提前计划你的行程。

Mountain coach company提供从GC到拉明顿国家公园的交通服务，预定电话1300 762

665，详细信息见http://www.mountaincoach.com.au/

Binna Burra公园管理处

电话：（07）5533 3622，1:00pm-3:30pm周一至周五；

Green mountains公园管理处

电话：（07）5544 0634，周一三四9-11:00am&1-3:30pm，周二五1:00p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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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里斯班（Brisbane）

黄金海岸向北80公里是澳洲第三大城市，昆士兰的首府，布里斯班。宜人的亚热带气候、蜿蜒穿

过城市的布里斯班河、世界级的艺术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使得这个被誉为澳大利亚最适

宜居住的城市既充满了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感，又保留着澳洲独特的慵懒安逸氛围。市中心的女王

大街（Queen

Street）是主要的购物中心，集中了Myer和众多世界级品牌店；与它相交的乔治街（George Street

）则集中了大批文艺复兴式、哥特式、殖民地式和现代建筑，别有一番风情。市区的南岸公园（S

outh Bank

parkland）是在1988年世界博览会的旧址上建设而成，内有人工建成的保罗布雷卡海滩（Pauls

Breaka beach），周五晚上和周六、日在公园内的市集热闹非凡，吸引着众多游人。市区向南11公

里是拥有全澳考拉数量最多的郎派恩考拉保护区（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除了考拉之外也能看到袋鼠、负鼠、鸭嘴兽等澳洲特有动物。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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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ttp://www.ourbrisbane.com/

可以获得布里斯班景点、交通、购物、节庆、住宿、美食的相关信息，也可在市中心的旅游咨询

中心（位于女王街）获得相关信息。

   

5、拜伦湾（Byron Bay）

拜伦湾是澳大利亚本土最东边的小镇，这里集聚着一批艺术家和艺术商店，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热

爱自然、喜欢自由慵懒生活的年轻人。冲浪、潜水、跳伞、皮划艇等都是深受游客欢迎的海上活

动。拜伦角（Cape

Byron）上有全澳最大灯塔，在灯塔上迎接新一天的太阳是来到拜伦湾必做的事情之一。 

(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从黄金海岸前往拜伦湾可以在乘坐灰狗BUS，具体班次与费用可在灰狗官网查询。

拜伦湾的住宿、美食、活动、交通可在http://www.byron-bay.com/进行查询与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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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莫顿岛（Moreton Island）

莫顿岛是世界第二大沙岛，约20平方公里，海岸线上延绵着美丽的白色沙滩，岛中央有高达280米

得巨大沙丘。岛北端得莫顿角灯塔（Cape Moreton Lighthouse）是昆士兰仍在服务的最古老的灯塔

，莫顿岛国家公园旅游咨询中心就在灯塔旁，在此可以获得相关地图、餐厅、活动信息。在岛上

可以在沉船残骸附近进行呼吸管潜水，在国家公园的森林丛林里漫步，乘坐4WD游览沙丘，坐滑

板从沙丘上滑落，进行帆船冲浪、滑水等活动，也可以乘坐直升飞机从天空纵览这座蔚蓝之中的

美丽小岛。莫顿岛最有名、最具特色的还是每天傍晚都有野生海豚出现在码头附近，游客们可以

亲自给他们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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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黄金海岸的大部分旅行社都提供莫顿岛一日或两日游，可以向酒店、咨询中心、旅行社直接询问

或预定，也可以在http://www.moretonisland.com.au/进行网上预定。

  相关旅游团信息可以在Australia eGuide获得

http://www.partner.viator.com/en/3963/Gold-Coast/d367-ttd?activities=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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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黄金海岸美食

   

1、布罗德海滩地区（Broadbeach）

Champagne Brasserie

人气超高的法国餐厅，正宗传统的法国菜，罗曼蒂克的餐厅环境，友好的服务人员，提供纯正的

法国、澳洲葡萄酒，任何一个美食爱好者都不能错过的餐厅。每天爆满，事先一定要电话确认或

在官网预定。

人均消费：主菜$29-$35

营业时间：午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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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 5538 3877

Web：http://www.champagnebrasserie.com.au

地址：2 Queensland Ave, Broadbeach, Qld, 4218

Dracula's Cabaret Restaurant

黄金海岸非常有名的主题餐厅和BAR，从布置、食物、酒水到服务人员都充满了诡异气息，宛如

真的进入了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菜品选择很多，棺材巧克力甜点是一大特色，用巧克力做成棺

材形状，里面充满了奶油，外面浇上小红莓汁，吃完甜点将小红莓汁沾在嘴巴边做个吸血鬼吧~

用餐时可以观赏摇滚风的乐队表演、舞台剧和杂技，演出持续到10点，因此用餐结束后可以考虑

再小饮一下。必须提前预定，可在酒店、旅游咨询中心等地进行预定，或直接在官网上预订。

人均消费：三道菜加表演$84-$119

电话：1800 3722 4218

Web：http://www.draculas.com.au/queensland

地址：1 Hooker Boulevard, Broadbeach Waters 

(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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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Salt Modern Dining

充满现代休闲和海洋气息的餐厅，提供最新鲜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海鲜大餐，曾获得过2010年澳大

利亚美食“Chef's Hat”和2009年昆士兰最佳餐厅。

人均消费：主菜$35-$45

营业时间：午餐、晚餐

电话：（07） 55706076

Web：www.rocksaltmoderndining.com.au

地址：Shop 12 Aria Building, Broadbeach

Mecca Bah

这是一家充满中东风情的摩洛哥风味餐厅，从装修到食物，从精美的摩洛哥彩色餐具到现场爵士

乐队表演，整个餐厅充满了异国情调。香辣的羊肉、摩洛哥鸡丝、土耳其风味的披萨都值得一尝

。

人均消费：$20-$30

营业时间：午餐、晚餐

电话：（07） 5504 7754

地址：N101, 3 Oracle Blvd (off Charles Avenue), Broadbeach

   

2、冲浪者天堂地区（surfers para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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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无产品 提供)

Chiang Mai Thai

人气超高的泰国餐厅，氛围很好，食物正宗，人总是很多，可以外带。

人均消费：$15-$20

营业时间：午餐、晚餐

电话：（07） 5526 8891

地址：5 Palm Avenue, Surfers Paradise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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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sco on Elston

冲浪者天堂附近具有18年历史的老牌意大利餐厅，意式风味的海鲜、牛排、pizza和pasta都是招牌

菜，深受游客的喜爱。餐厅还提供一些不为人知的意大利特色食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餐厅

品尝一下。

人均消费：PIZZA小的$15，大的$24，海鲜$30-$50

营业时间：晚餐，5:00pm-23:00pm

电话：（07）5538 9333

地址：3018 Surfers Paradise Boulevard, Surfers Paradise

Bistro Lamp

木头装饰而成的餐厅，桌子和餐具别具一格，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菜品选择很多，既有Pizza、牛

排等西餐，也有生鱼片这样的日本菜，如果你想吃到饺子之类的亚洲菜，来这里吧。

人均消费：主菜$13-$20

营业时间：每天5:00pm-11:00pm

电话：（07） 5538 4377

地址：3039 Gold Coast Highway, Surfers Paradise

Benihana Japanese Steak House

该餐厅在全世界约有100家连锁店，位于万豪酒店三楼的这家是澳大利亚唯一的Benihana餐厅，深

受日本游客和当地人喜爱。餐厅以日式铁板烧为主，配有Sake

bar，来这里品尝美味的海鲜铁板，喝一口清酒，会是一次美好的享受与经历。

人均消费：$30-$75

营业时间：晚餐（5:00pm之后）

电话：（07）5592 9800

地址：158 Ferny Avenue,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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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黄金海岸住宿

   

1、经济型

Surfers Paradise YHA at Main Beach

位于主海滩，距水上世界15分钟步行路程，提供黄金海岸机场的接送服务，有免费BUS前往冲浪

者天堂（一小时一班，需预定，座位有限）。周边餐厅、商店、水上运动用品店、公车站一应俱

全。

房价：4人房$27-$38.5；双人房$73.5-$90

电话：（+617） 5571 1776

Email： surfersparadise@yha.com.au

地址：Mariners Cove, 70 Seaworld Drive Main Beach, Surfers Paradise 4217

Coolangatta Kirra Beach YHA

距黄金海岸机场仅500米，距离海滩非常近，提供冲浪教学服务，也提供热带雨林之旅、潜水、骑

马等活动。

房价：6人房$27-$30，双人房$60-$67

电话：（+617） 5536 7644

Email:：coolangatta@yha.com.au

地址：230 Coolangatta Road, Bilinga 4225

Gold Coast International Backpacker Resort

位于黄金海岸市中心，在昆士兰最高建筑Q1对面，交通方便，距离冲浪者天堂步行15分钟，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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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健身房、露天自助烧烤花园，提供冲浪板出租，入住者可以获得部分酒吧饮料打折券。

房价：多人间$25，双人间$70

电话：（61）755 925 888

Web：http://www.goldcoastbackpackers.com.au/

地址：28 Hamilton Avenue, Surfers Paradise

Backpackers In Paradise

位于黄金海岸的中心地带，靠近海滩、酒吧区、购物中心，交通方便，距公车站仅100米，夜晚有

背包客party。官网常有房间和旅游团的打包优惠。

房价：4人间$28，8人间$27，14人间$24，双人房$60

电话：（61） 7 5538 4344  /  1800 268 621（免费）

Web：http://www.backpackersinparadise.com/

Email : info@backpackersinparadise.com

地址：40 Peninsular Drive, Central Surfers Paradise

 

   

2、中高档

Treasure Island Resort & Holiday Park

距冲浪者天堂7公里，距电影世界等主题乐园10公里左右，而距harbor town购物中心仅步行路程。

酒店提供的房间适合家庭游客，每个套房都拥有宽敞的客厅和设施齐全的厨房设施。

房价：普通套房$115，别墅$420起

电话：+61 7 5500 8666

网址：http://www.treasureislan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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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7 Brisbane Road, Biggera Waters

The Breakers

黄金海岸市中心靠近海滩的酒店式公寓，躺在卧室的大床上，冲浪者天堂碧蓝的海水就在眼前。

房价：一卧室$135起，两卧室$175起，海景房$240

电话：+61 7 5538 5311

网址：http://www.thebreakers.com.au/

地址：60 Old Burleigh Road, QLD 4217

Capricorn one beachside holiday apartments

价格合适的度假公寓，就在海滩边，几乎每个房间都有无敌海景房。附近有700、750、TX2等公车

经过。所有套房都包括两个卧室与浴室，全套设备的厨房。

房价：$245

电话：+61 7 5570 2344 �

网址：www.capricornone.com.au

地址：198 Ferny Avenue, QLD 4217

Australia Sovereign hotel

位于市中心，走路去海滩只需穿过两条马路，五分钟即可达到。交通方便，酒店附近有多路公车

经过。提供全服务的酒店客房服务，也有酒店式公寓。酒店提供户外游泳池、桑拿、温泉按摩等

服务。

房价：$151起

电话： +61 7 5579 3888 �

网址：http://www.australishotels.com.au/gold-coast/australis-sovereign-hotel/

地址：138 Ferny Avenue, QLD 4217

Holiday inn Surfers Paradise

假日酒店位于热闹的Elkhorn大道附近，一二层为免税店、特产店等。酒店每个房间的阳台都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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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冲浪者天堂美丽的景色。健身房、游泳池、spa、网球场等设备齐全。

房价：$178起

电话：+61 7 5579 1000 �22

地址：22 View Avenue, QLD 4217

Palazzo Versace

范思哲豪华酒店全球只有两家，一个在迪拜，一个就在黄金海岸。酒店环境极尽奢华，内部所有

设施均出自范思哲品牌。酒店服务也一流，优惠活动时甚至有赠送客人价值$100的范思哲香水，

推荐给预算充裕喜欢浪漫的情侣与夫妻。酒店靠近主海滩，距离冲浪者天堂不远。

房价：两人间最低$485

电话：+61 7 5509 8000

Web：http://www.palazzoversace.com.au/

地址：PO Box 137, Main Beach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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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黄金海岸购物

Pacific Fair

Pacific Fair是黄金海岸首屈一指的综合性购物中心，内有黄金海岸最大的Myer，以及Kmart、Target

、Coles等超级市场，还有众多澳洲时尚品牌店。

营业时间：9:00am-5:30pm（周四营业至9:00pm，周日营业至5:00pm）

电话：07 5581 5100

Web：www.pacificfair.com.au

地址：Hooker Boulevard, Broadbeach, Gold Coast, 4218

Robina Town Centre

Robina Town Centre是黄金海岸最大的购物中心。其中有Target、Kmart、Coles和两个Woolworths，

更集中了超过300个世界级品牌店和澳洲时尚品牌专营店，如SABA、CUE、Country Road、David 

Lawrence等。购物中心内有最多可容纳900人的美食广场，还有澳洲第一个包含Vmax、3D的数字

综合电影院。

营业时间：9:00am -5:30pm（周四至9:00pm，周日10:30am-4:00pm）

地址：（07） 5575 0400

网址：www.robinatowncentre.com.au

地址：Robina Town Centre Drive, Robina, Gold Coast, 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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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Surfers Paradise

黄金海岸主要的购物点都集中在冲浪者天堂附近，Elkhorn大道上集中了众多国际品牌店，如Gucc

i, Louis Vuitton, Hermes, Bally and Prada等。转到Orchid大道则会发现Calibre、Bettina

Liano、Billabong、Saba、MNG、Quiksilver等品牌。DFS也在此附近。

营业时间：9:00am开始营业至深夜，一些商店5:00pm左右关门。

电话：（07） 5584 3700

地址：Surfers Paradise, Gold Coast, 4217

Harbour Town

Harbour Town有120个来自欧美和澳大利亚的outlet商店，有David Jones、Nike、Polo Ralph

Lauren、Cue、Diesel、DKNY、 Valentino、Versace等，基本上有15%-80%的优惠。

营业时间：9:00am-5:30pm（周四至7:00pm，周日10:00am-5:00pm）

地址：（07） 5529 1734

网址：www.harbourtown.com.au

地址：Cnr Gold Coast Highway & Oxley Drive, Biggera Waters, Gold Coast,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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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黄金海岸夜生活

   

1、酒吧

如果将澳大利亚看成一座城市，黄金海岸就是这座城市里最大最热闹的酒吧，夜夜笙箫，365天每

晚都有不同的party。冲浪者天堂是黄金海岸夜生活的焦点所在，分布了20多家酒馆和酒吧，布罗

德地区则是高档酒吧、会所的集中地。

The Bedroom Lounge Bar & Nightclub

黄金海岸最受欢迎的酒吧，对于喜欢party的朋友，这里是夜晚必去的地方。酒吧服务一流，气氛

超赞。

营业时间：9:00pm-5:00am

电话：+61 7 5592 1144 �

网址：http://www.vanitynightclub.com.au/

地址：15 Orchid Avenu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SinCity The Nightclub

黄金海岸最好的酒吧之一，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欢。独特的装修设计，一流的声光效果，夜深

后人群涌入，将酒吧的气氛逐步推入高潮。

营业时间：9:00pm-5:00am（周二至周六）

电话：+61 7 5582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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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22 Orchid Avenue, QLD 4217

   

2、赌场

Jupiter Ca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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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赌场24小时营业，是昆士兰第一家合法经营的赌场，也是黄金海岸的地标之一。赌场配有高

级酒店、餐厅和夜总会，在小赌几把之余，还可以享受到一流的美食，观赏到大型的舞台表演。 

电话：+61 7 5592 8100 �

网址：www.jupitersgoldcoast.com.au

地址：Casino Dr, Broadbeach QLD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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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黄金海岸交通

   

1、对外交通

黄金海岸机场

位于库兰加塔，亚航（1300 760 330）、jetstar（131 538）、virgin blue（136 789）、tiger（+61 3 9999

2888）等主要航空公司均有提供航线。机场内有旅游咨询中心（I-site），可进行酒店、租车、TA

XI、各种活动的预定，也可以拿到免费的旅游资料和优惠券。

电话：+617 5589 1100

网址：http://goldcoastairport.com.au/

Email：info@gcal.com.au

火车

黄金海岸与布里斯班之间有频繁的火车交通。

从布里斯班机场前往黄金海岸，乘坐Airtrain（网上预定，优惠10%）至varsity lakes railway

station转761前往黄金海岸机场，全程3个小时左右，或转745前往冲浪者天堂。

从布里斯班市区前往黄金海岸，乘坐gold coast

line到黄金海岸市区转公车前往冲浪者天堂或机场，车次、站点与费用均可在translink网站查询。

Airtain同时提供布里斯班到黄金海岸的door to

door服务，但不包括黄金海岸机场，费用相关查询见网站。

Airtain

Web：http://www.airtrain.com.au/index.php

Trans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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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1 230（24hr）

网站：www.translink.com.au

手机网站：mobile.translink.com.au

AAExpress

提供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之间的交通服务，布里斯班停四个站点，分别为Toowong Tower、Roma

Street、Sunnybank、Garden City Bus Interchange，黄金海岸乘车点则在国际到达处外。单程$42pp，

往返$76pp，班次按亚航航班时间而定，可在网站查询并预定。

网站：https://www.aaexpress.com.au/Default.aspx

灰狗巴士

灰狗巴士提供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之间的交通服务，车次多，全程约1小时左右。时刻表与费用详

见官网，可进行预定，常有优惠。

网站：http://www.greyhound.com.au/

Coachtrans

提供布里斯班机场和大多数黄金海岸的酒店之间的接送服务，还提供超级套票，包括往返机场的

接送服务、不限次数的黄金海岸酒店和主题公园间的接送服务和不限次的乘坐surfisde

busline公车。

电话：1300 664 700

网址：www.coachtrans.com.cn

 

   

2、市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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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Coast Tourist Shuttle

提供黄金海岸机场到酒店的单、双程接送服务。酒店前往机场需提前24小时预订，同时还提供下

榻酒店到各主题公园的往返接送服务。

如果在黄金海岸停留时间较长，可以选择freedom

pass（机场与酒店往返及7大主题公园之间的接送服务）或Gold pass（不含机场与酒店往返）

注：小孩年龄范围为4-13岁，家庭包括两个成人、两个小孩。

电话：1300 655 655，7:00am-8:00pm

网址：http://www.gcshuttle.com.au/（下载站点线路图）

Surfside Buslines

从机场前往市区的冲浪者天堂可乘坐702路公车，站点在国内到达处外，每半小时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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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场前往Robina火车站可乘坐761，站点在国内到达门外，从Robina火车站可乘火车前往布里斯

班。

从市中心可乘坐TX1、2、5前往电影世界、水上世界、梦幻乐园和激浪世界；750、715可

达到海洋公园和harbour town。

提醒：澳洲公车不报站名，按铃下车，最好在上车前跟司机说明要去的地方，并做在靠前的位置

。

电话：131 230

网址：http://www.surfside.com.au/

TAXI

澳洲出租车不是招手即停，但在机场、酒店、购物中心、热门景点和酒店均能找到，当然你也可

提前通过网络或电话进行预定。

电话：131 008

网站：http://www.gccabs.com.au/

租车

出机场就可见AVIS、Hertz、Thrifty等各大租车公司的服务台，且常有优惠，已经网上预定的游客

可以与工作人员沟通，获得当时的优惠。

Go Card

如果在昆士兰州停留时间较长，可使用昆士兰政府发售的交通卡Go card。Go card只能在昆士兰州

境内使用，在机场、火车站、书报亭、7-11等均有购买、充值。办理时需进行注册，并支付$5押

金（退卡时可以返回，退卡需在火车站才能办理退）。Go

card分为成人、小孩（5-14）、老人和优惠卡四种，与车票相比便宜30%左右。使用Go

card一周超过10次，从第11次开始获得半价优惠。Go card允许透支一次。

也可以购买在火车站、公车和渡轮上购买车票，可在2小时内在购买的区间内随意换乘火车、公交

和渡轮。

Go card和车票的使用分为高峰（2:00am-9:00am，3:30pm-7:00pm，公共假期除外）和非高峰（9: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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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30pm，7:00pm-2:00am，周末和公共假期全天）。具体站点、费用可在translink网站上进行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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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推荐行程

停留一天

说实在的，如果你只为黄金海岸预留了一天时间，那么当你走向冲浪者天堂时，心中必然充满了

后悔。但是如何充分利用这宝贵的一天时间呢，旅人的建议是，海滩！海滩！还是海滩！在冲浪

者天堂充分享受太平洋的气息和澳洲的海滩文化吧。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一个2-3小时的冲

浪课程，学习冲浪的基本知识。晚上可以去木星赌场小试下手气，品尝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也

可以在Elkhorn大道上好好血拼一下，再去热门酒吧参加一场充满激情的party。

停留两天

根据你的喜好在众多主题公园中任选两个，每天公园至少占据半天时间。请务必给海滩一个半天

，进行日光浴、逐浪、玩沙、散步、发呆或者学习冲浪。晚上可以参加前往自然桥的观“蓝光虫

”旅游团，探访夜晚热带雨林中的各种生物，观赏美丽的星空，寻访独一无二的“蓝光虫”，或

者在市中心的赌场玩两把，去夜间市集淘宝，与天南海北的朋友在酒吧里一起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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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三天或更长

选出三个你喜欢的主题乐园吧，推荐电影世界、海洋公园和水上世界，三个公园各有特色，内容

不重复，更合适的是他们有合算的套票优惠。夜晚的时间你可以将自然桥“蓝光虫”之旅、酒吧

之旅、赌场之旅搭配着进行。请务必留下充足的时间给沙滩和大海，除了冲浪、滑水这些近海活

动，还可以尝试下观鲸巡游、热气球、跳伞等活动。当然如果想换下心情，可以前往黄金海岸周

边的春溪国家公园、拉明顿国家公园等来一次徒步，在古木、瀑布、浅溪中做一次身心spa。

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花一天时间前往布里斯班感受下这个充满现代感又悠然自得的城市

，或者参加前往莫顿岛的旅游团，或者去拜伦湾灯塔等待一次美丽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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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特别提示

气候

黄金海岸属亚热带海洋气候，终年阳光普照，空气湿润，即使在冬天也感觉不到寒冷，一年四季

都适宜旅游，最好的时间是每年的八月到次年一月。

节日

除了新年、圣诞节、复活节、澳新军团日等传统节日外，黄金海岸还有一些特有的节庆活动，如

黄金海岸马拉松（7月）、库兰加塔铁人三项赛（9月）、黄金海岸艺术节（8-9月）等。

防晒

澳洲阳光充裕，防晒非常重要，即使在冬天和阴天的时候，前往海滩也要做好防晒措施。建议使

用高指数的防晒霜，如果下水的话，最好具有防水效果。可以前往药房购买澳洲自己生产的防晒

霜，效果不错。

服装

黄金海岸是个休闲的旅游胜地，一般穿着轻便休闲的服装就可。但前往赌场时，男性必须穿带领

子的衬衫和长裤。傍晚之后则禁止穿运动鞋进入。

打折

每年5-6月是澳洲的结算期，也是各大商场、各个品牌的打折季，这时候下手定能获得不小的收获

。

关于“学生周”

每年11月中旬到12中旬期间，是黄金海岸的“学生周”。因为这时高中毕业考试刚刚结束，成千

上万的毕业生涌到黄金海岸来庆祝狂欢，占据了海滩、主题乐园、酒店和停车场，可能对您的出

游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体验澳洲生活的一个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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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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55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

黄金海岸：冲浪天堂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55 / 55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概述
	二、行前准备
	1、办理签证
	2、货币兑换
	3、必备物品
	4、实用信息

	三、不可不做的N件事
	1、在海滩上消磨时光
	2、在主题公园里尽情玩乐
	3、参加一次“蓝光虫”之旅
	4、找一间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尝试下学学冲浪吧
	6、登上Qdesk，饱览黄金海岸的全景

	四、黄金海岸旅游景点
	1、海滩！海滩！海滩！
	2、梦幻乐园（Dreamworld）
	3、激浪世界（Whitewater world）
	4、华纳电影世界（Warner Bros. Movie World）
	5、水上世界（Wet ’n’ Wild）
	6、海洋公园（Sea World）
	7、柯兰宾保护区（Currumbin sanctuary）
	8、天堂村（Paradise Country）

	五、周边旅游景点
	1、坦博林山（Tamborine Mountain）
	2、春溪国家公园（Springbrook national park）
	3、拉明顿国家公园（Lamington National Park）
	4、布里斯班（Brisbane）
	5、拜伦湾（Byron Bay）
	6、莫顿岛（Moreton Island）

	六、黄金海岸美食
	1、布罗德海滩地区（Broadbeach）
	2、冲浪者天堂地区（surfers paradise）

	七、黄金海岸住宿
	1、经济型
	2、中高档

	八、黄金海岸购物
	九、黄金海岸夜生活
	1、酒吧
	2、赌场

	十、黄金海岸交通
	1、对外交通
	2、市内交通

	十一、旅人推荐行程
	十二、旅人特别提示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