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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CITY

GOLD COAST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er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装
订
线

穷游er忠告
★ 进入澳大利亚境内，如果行李中有携带任何食品，动植物制品，药
品等一定要申报，在入境卡上填写，不实申报被查出会被要求支付
巨额罚款及受到起诉。澳大利亚的海关网站上有中文说明可以参考。
www.customs.gov.au/knowbeforeyougo/default.asp

★ 澳洲的插座都是三孔扁头，尽管中国的三孔插头电器可以在澳洲正
常运转，但是由于澳洲的标准电压是240伏，为了电器的使用寿命
还是建议带上转接插头比较好。

★ 作为冲浪胜地的黄金海岸，当然少不了海边的活动。记得携带遮阳
帽、太阳眼镜和沙滩裤泳衣，以及尽量选择防水的防晒霜。

★ 黄金海岸的海滩上的红黄旗帜指示的是安全游泳的区域，每天有救
生员巡逻。每天的安全区域也有不同，请记得在安全区活动，而且尽
量选择在白天。

★ 昆士兰州是澳洲境内不实施夏令时的区域，比北京时间快两个小时。

★ 乘坐公车记得备好零钱，公车上大面额纸币无法找零。

★ 昆士兰的法律规定在儿童游戏区域是不允许吸烟的，如果是在主题
公园内，记得要去园内地图标识的吸烟区才可以(户外也不是都可以抽
烟的哟~)。

★ 如果去国家公园徒步，记得提前了解当地天气情况，带好雨衣和保
暖外套，林间昼夜温差很大。确保穿着舒适且适合行走的鞋子，随身
携带好园区地图。

★ 建议旅行尽量不要安排在11月中旬到12月初，尤其是这期间的周
末。因为这个时候是澳洲传统的schoolies，就是高中毕业生的毕业
旅行，狂欢的日子。这段期间年轻学生很多，也是事故的高发期。
要查询具体每年的schoolies的日期参考网站www.schoolies.com

作者：深夜飞行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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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城市速写
黄金海岸位于昆士兰州，在首府布里斯班的南边。这里东面临海，
西面靠山，全年阳光明媚。金色的海滩，茂盛的热带雨林和各种多
姿多彩的活动每年吸引数百万的游客到此度假。最著名的海滩有冲
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和梅茵海滩。作为海滩度假胜地的中枢，黄
金海岸的娱乐、美食、住宿、出行、购物的设施较为齐备，同时这
里由于拥有多个优质主题公园，黄金海岸也十分适合亲子度假。黄
金海岸的旅游景点相对分散，市内游览建议乘坐公交车，周边的国
家公园建议参团或者租车游览。

当地人的生活
这里的人们生活节奏很慢，热爱阳光以及水上运动。在碧海蓝天下
逐浪，沙滩上消磨时光，尽情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所谓他们人生
中最美好的事。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黄金海岸作为旅游城市，游客服务柜台和信息中心在游客集中的冲
浪者天堂随处可见，可以免费领取到旅行宣传册和地图以及询问工
作人员关于活动或者景点的打折信息。

另外，出机场左手边就可以看到很大的游客中心柜台，有很多活动
信息，免费地图，旅行团信息。

★ 地图
在机场，游客中心和居住的旅馆都可以拿到免费的地图和旅游景点
介绍。冲浪者天堂的街上有很多旅游信息问询处，任何行程和票种
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插座：   电压：230-240V  频率：50Hz
电话区号：0061-7  急救电话；火警；匪警：000
货币汇率：1澳元 ≈ 6.4人民币元

http://guide.qyer.com/
http://www.customs.gov.au/knowbeforeyougo/default.asp
http://www.customs.gov.au/knowbeforeyougo/default.asp
http://www.schoolies.com
http://www.schoolies.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sydney/
http://guide.qyer.com/sydney/
http://guide.qyer.com/melbourne/
http://guide.qyer.com/melbourne/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nz/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nz/
http://guide.qyer.com/kuala-lumpur/
http://guide.qyer.com/kuala-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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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 电话
        澳大利亚比较大的电信公司有Telstra, Optus, Vodafone, 3
等，其中Telstra的信号是最好的，Vodafone和3的信号相对差一
些。手机卡一般分充值和签约计划两种。充值卡可以在中国手机上
使用。手机和电话都是单向收费。在7-11之类的便利店里就可以买
卡和充值。这里推荐Optus的$2Days，就是大家说的两元卡，提前
充值，价格是每天2澳元，无限制拨打澳洲境内电话和手机，无限制
澳洲境内短讯，无限制上网流量。如果拨打回国，价格是10分钟1
澳元，国际短讯0.35澳元一条。但是要注意充值卡是有有效期限
的，一般10澳元为10天，15澳元为15天，以此类推。
www.optus.com.au/shop/prepaidmobile/2dollardays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SIM卡在澳洲可以使用，要提前开通国际漫游
服务才可以操作。具体价格需要咨询中国移动/联通的运营商。

★ 网络
黄金海岸覆盖有3G信号，但不支持4G服务。部分餐厅和咖啡店会提
供免费热点。冲浪者天堂的主要街道上有很多家网吧，价格大概2澳
元一小时。

★ 货币帮助
澳元分为纸币和硬币两种形式，纸币面额最小为5澳元，然后依次为
10、20、50、100澳元，硬币则分为5分、10分、20分、50分、
1澳元和2澳元(1澳元=100分)。在澳大利亚缴纳停车费，在自动售
货机上买东西等方面还是要经常用到硬币的，不足1澳元的硬币是银
色，面额越大，硬币也越大。而1澳元和2澳元的硬币是黄铜色，并
且前者更大一些，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分辨。澳元与美元一样
用“$”表示，与人民币比率大约1:6.4(2012年10月)。

兑换
黄金海岸作为旅游城市，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游客聚集的中心区域
(尤其是冲浪者天堂)都设有多家外币兑换处，比如Travelex或
Amex。银行虽然设有外币兑换窗口，但是部分不提供人民币兑换服
务。外币兑换网点均采用即时汇率，凭护照办理，需要支付手续
费，单次办理大概10澳元左右，汇率不会很高但是要比银行兑换要
相对划算一些。

银联
澳大利亚约有近万台ATM机可以使用银联卡直接提取澳元，注意不
是只有银联标识的才可以，只要具有以下标识的ATM都可以提取。

刷卡
大多数酒店餐饮机构和商家普遍接受信用卡，例如V i s a和
Mastercard主流信用卡，但是部分商家不接受American Express
和Diners Club。澳大利亚目前大约有九万多家商户可以使用银联卡
消费，凡是贴有“银联”标贴的商店均可以受理银联卡消费。部分
没有张贴的，可以主动询问店家是否可以使用。刷银联卡无需支付
手续费。用借记卡可以直接通过ATM，银行，或者EFTPOS从账户

中划账，只需记住你的密码(PIN)输入就可以使用了。但是不同银行
不同卡收取费用也是不同的，具体要提前咨询发卡银行。

★ 邮局 
和澳洲其他城市一样，黄金海岸的邮筒分黄色和
红色两种。黄色为快递，红色为普通邮寄。从黄
金海岸寄卡片或者明信片到中国的邮资是1.65澳
元，递送周期为三到十个工作日。

冲浪者天堂的邮局地址以及营业时间：
Surfers Paradise Post Shop
Centro Shopping Centre Shop 165, 2-10 Cavill Ave(在冲浪者
天堂的购物中心里面) 。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9:00-12:30；周日休息。

Isle of Capri LPO Shop：
1 Capri Via Roma, 15 Via Roma Surfers Paradise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7:00-18:30；周日8:00-17:00。

★ 厕所
黄金海岸的厕所相对比较多，而且非常好找。海滩边厕所内一般还
提供更衣和淋浴设施方便游客使用。购物中心内也有明显的卫生间
标识。公共厕所是免费的。

城际交通
★ 机场

✈ 黄金海岸机场 Gold Coast Airport，OOL 见地图A标识 
黄金海岸机场是黄金海岸市唯一的机场，航站楼很小，除了有往返
于悉尼、墨尔本的航班，还有往返于新西兰两个城市奥克兰和基督
城的航班。也有飞亚洲日本、泰国、新加坡的航班。目前国内没有
航班直飞黄金海岸。黄金海岸机场不通火车，从布里斯班到黄金海
岸机场可以先从布利斯班乘坐火车到黄金海岸市区，然后转乘公交
车。

由于安全原因，机场于每天23:00至次日4:30关闭，禁止乘客出入
以及在机场内过夜。
www.goldcoastairport.com.au

机场接送：黄金海岸游客巴士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机场的服务柜
台在国内线托运行李提取处的对面，送机服务同样需提前电话预
约：1300-655655。(19:00前提供服务)

游客巴士票价：单程，成人19澳元，4-13岁儿童11澳元；往返，
成人37澳元，4-13岁儿童19澳元。

公交车：在黄金海岸机场乘坐702路公交车可到达冲浪者天堂、美
人鱼海滩、布罗德海滩等地。

票价：使用go card，成人5.43澳元(高峰时段)，4.35澳元(非高峰
时段)；5-14岁儿童2.72澳元(高峰时段)，2.18澳元(非高峰时段)。
不使用go card：成人7.9澳元，5-14岁儿童4澳元。

http://www.optus.com.au/shop/prepaidmobile/2dollardays
http://www.optus.com.au/shop/prepaidmobile/2dollardays
http://www.goldcoastairport.com.au
http://www.goldcoastairpor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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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i：机场搭乘出租车到冲浪者天堂大概50澳元，可以在    
          www.gccabs.com.au/fare-information查询费用。

★ 火车站
从布里斯班机场搭乘城市铁路(Airtrain)，中途经过布里斯班市区，
到达黄金海岸。去冲浪者天堂要在奈蕴(Nerang)火车站 见地图A

标识 或者罗宾娜(Robina)火车站 见地图A标识 转乘公交车
(Surfside Bus)，大概30分钟左右到达。从布里斯班机场到达奈蕴
或者罗宾娜火车站全程大约一小时二十分钟，单程票价是32.8澳元。

布里斯班到黄金海岸的交通系统分成23个区，车票价格通过跨区的
数量多少来计算。第一区从布里斯班的市中心开始，然后依次往北
(第1区到第23区Gympie Nor th )、往西(第1区到第16区
Helidon)、往南延伸(第1区到第18区Coolangatta)。如果想要计算
交通资费，用旅途的最高区域数值减去最低区域数值再加1就是你旅
程的区间数(例如从布里斯班市区第1区到黄金海岸的Robina站第15
区，其区间就是15-1+1=15个区间)。黄金海岸机场在18区，冲浪
者天堂、布罗德海滩在14区，梦幻乐园、激浪世界在第10区，华纳
电影世界、水上乐园在第11区，海洋世界在第13区。

车票的时间区
www.translink.com.au/travel-information/how-to/how-to-
transfer-between-services

使用Go Card的
情况下

在所有区域内可搭乘最多三次火车或者公交
车，并且在6小时内完成全部旅程

在所有区域内可搭乘最多三次火车或者公交
车，并且在6小时内完成全部旅程

使用Go Card的
情况下 最后一次旅程必须在出发时间3.5小时内完成最后一次旅程必须在出发时间3.5小时内完成

使用Go Card的
情况下

每次旅程的间隔不能超过1小时每次旅程的间隔不能超过1小时

不使用Go Card
的情况下

旅程1-10 区间距离
旅程11区间距离或

者以上
不使用Go Card
的情况下 2个小时内，旅程所

在区域，无限次单
程火车或者公交车

3.5个小时内，旅程
所在区域，无限次单
程火车或者公交车

★ Tips：利用车票时间区的省钱搭车法
从布里斯班机场到黄金海岸的罗宾娜车站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中间超过了10个区间的距离，如果购买的是普通票(这里指没有
用Go Card购票)就有1.5小时可以在中途停留挥霍掉，比如选择中途
在布里斯班市区内下车简单逛逛，再赶下班车到黄金海岸，但是麻烦
的是要算好时间，千万不要超时，不然又要再买一张票了。

★ 长途汽车站 
灰狗巴士 Greyhound
提供澳洲境内城市之间的巴士服务，车次多，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
根据不同搭乘时间票价不同，大概在25-40澳元左右，具体时间表
和价格参考www.greyhound.com.au。灰狗巴士不能使用Go 
Card。有时候网站会推出特价，便宜的时候差不多单程20澳元，建
议提前上网查询，预购车票。如果从悉尼或者墨尔本去黄金海岸，
因为距离较远不推荐坐巴士，飞机比较快而且时不时有推广活动有
廉价机票。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冲浪者天堂巴士中转站 Bus Transit Center 见地图B标识 
地址：Cnr Beach Road & Remembrance Drive, Surfers Paradise
到达方式：居住在冲浪者天堂的话步行即可到达(在一个大型的摩天
轮下面，车票也可以在这里买到)。

市内交通
★ 公共交通优惠卡
Go Card
使用Go Card可以节省大概30%的票价，如果一周内使用Go Card
超过10次，周末可以从第11次开始获得半价优惠。布里斯班的市铁
(Airtrain)售票柜台和黄金海岸机场的旅游柜台都提供买卡和退卡的
服务，购卡时需要5澳元的押金(退卡时候可以返回)，如果乘坐交通
工具次数较多的话完全能省回来。7-11只可以买卡和充值，不可以
退。只有少数挂“Go Card Refund”标识的News Agent可以退卡。

★ Tips: Go Card 使用方法
使用Go Card记得上下车都要刷卡，不然自动收取全程费用。

★ 公交车
黄金海岸因为城市不大，公交车数量并不如悉尼、墨尔本之类大城
市那么多。上车向司机购买车票，或者提前充值完的Go Card。市
区内景点坐公交车都可以到达。

★ Tips：出行计划
Translink网站有黄金海岸公共交通工具旅行计划方案，只需输入起
始地和目的地就可以计算所在区域、票价，得到路线规划建议，还
有大概费用预算。
www.jp.translink.com.au/travel-information/journey-planner

★ 租车
Avis、Hertz、Thrifty、Budget、Europcar和Redspot是
澳大利亚比较有名的几家租车公司，机场到达处就有它们的咨询柜
台。租车需要提供有效信用卡、中国驾照原件和驾照翻译件。提前
在网上预定租车服务的租客需要出示打印好的租车凭证。一般租车
是为满油，还车时也记得加满，不然会从押金里扣除。
Avis：www.avis.com.au 
Hertz：www.hertz.com.au 
Thrifty：www.rentthrifty.com 
Budget：www.budget.com.au 
Europcar：www.car-rental.europcar.com.au/car-hire-gold-
coast-airport 
Redspot：www.redspot.com.au 

★ Tips：行车安全
澳大利亚车辆是靠左行驶，交通法规有些地方不同需要注意。路口
处不设置红绿灯的情况下要依照指示牌指示行车，比如Give way让
路或者Stop停止。人行横道有行人通过的时候汽车要停止给行人让
路，建议提前参阅交通部门的道路使用说明，有中文版本
www.rta.nsw.gov.au/licensing/downloads/ruh_1109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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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6 放慢你的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 TAXI
       在澳洲除非是在机场、酒店、购物中心或者热门景点，其他地
方都不是很容易能够叫到车，建议提前电话或者上网预定，预定费
用是1.5澳元。价格是每公里2.14澳元，起步价节假日和平时19:00
至次日7:00是4.3澳元，其他时间起步价是2.9澳元。

车资计算请参考www.gccabs.com.au/fare-information，一般搭
乘出租车4人以上司机会收取额外50%的费用。
预订电话：131-008

景点
★三大海滩 见地图A标识      
黄金海岸由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海滩组成，其中以冲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布罗德海滩 (Broadbeach)、梅茵海滩(Main 
Beach)这三大海滩最为著名。有南半球迈阿密之称的冲浪者天堂，
是游客的主要聚集地。海滩内侧有多条美食购物街，商场、精品名
店、酒吧、夜店云集，休闲娱乐通常持续到午夜。同时这里也是世
界各地冲浪者的朝圣地，有兴趣的朋友不如尝试下冲浪吧(详见“活
动”部分)。布罗德海滩和梅茵海滩相对冲浪者天堂较为安静，开阔
的沙滩十分适合散步和晒日光浴。

到达方式：黄金海岸大部分的住宿都聚集在三大海滩的附近，步行
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全天。

★ Tips：安全第一
黄金海岸的海滩上的红黄旗帜指示的是安全游泳的区
域，每天有救生员巡逻。每天的安全区域也有不同，请
记得在安全区活动，而且尽量选择在白天。夜间经常会
在海滩附近遇见喝醉的人，所以此时不建议单独在海滩上活动。      
      
★ 华纳电影世界 Warner Bros. Movie World 见地图A标识
想体验刺激的娱乐项目，和动画明星们亲密接触，亲身体会影片拍
摄现场，不如就到华纳电影世界去玩玩。各种娱乐设施和表演能让
你玩上一整天，时不时还有卡通人物和专业摄影师出现，游客可以
排队和他们合照(照片下午16:00以后在园内的照相馆可以买到)。记
得一早去，进门先拿地图，上面有路线图以及表演的时间。

地址：Pacific Motorway, Oxenford, Gold Coast, QLD 4210
到达方式：黄金海岸游客巴士(Gold Coast Tourist Shuttle)为一些
旅店提供上门接送服务，往返华纳电影世界票价成人21澳元，4-13
岁11澳元。
乘坐TX2巴士(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都有巴士站点)大约35分钟
车程也可以直接到达。票价单程是7澳币，如果使用“Go Card” 
乘坐TX2路公车的话单程票价高峰时段只需要4.77澳元，非高峰时
段只需要3.82澳元。
搭乘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出发大概需要47澳元(4人以上需要加50%
的费用)。

开放时间：园区内9:30-17:00；游乐设施10:00-17:00；圣诞节以
及澳纽军团日休息。

门票：成人79.99澳元；3-13岁49.99澳元。
www.movieworld.com.au

★ Tips：黄金海岸游客巴士
乘坐黄金海岸游客巴士前往你想去的景点，都需提前一天拨打电话
预订：1300-655655。服务时间是19:00以前。

★ 海洋世界 Sea World 见地图A标识 
海洋世界相比较华纳电影世界要大得多，它建在海边，海洋世界里
面的水都是引进来的海水。里面的海豚和海豹表演十分吸引人眼
球。除了不同的表演秀，园内也有不少游乐设施供大人和小朋友玩
乐。还有一些诸如水下近距离接触海豚，空中直升飞机环游黄金海
岸等有意思的活动，不过需要额外收取费用。海洋世界走到最里面
有一个嬉水乐园，除门票外只需要再加5澳元就可以到里面的水上娱
乐设施(如果是购买年票和VIP卡的游客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海洋世界要尽早去，进门先拿地图，除了要熟悉下地形，还要留意
各种表演的时间，提前做好计划，地图和演出时间表在官网上可以
下载。如果要去嬉水乐园玩记得带上泳衣。

地址：Sea World Drive, The Spit, Main Beach
到达方式：乘坐黄金海岸旅游巴士往返海洋世界的票价是成人15澳
元；4-13岁8澳元。
乘坐750路公车(在冲浪者天堂和布罗德海滩的巴士站都可以搭乘，而
且站台很多)，大概15分钟车程可以到达。单程5.2澳元；使用“Go 
Card”高峰时期单程票价3.58澳元，非高峰时期2.87澳元。
乘坐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出发大概5分钟车程价格17澳元左右(4人以
上需要加50%费用)。如果人多的话，建议搭乘出租车，快而且不贵。
开放时间：园区内9:30-17:30；游乐设施10:00-17:00；圣诞节以
及澳纽军团日休息。
门票：成人79.99澳元；3-13岁49.99澳元。
www.seaworld.com.au

★ Tips：主题公园的选择
海洋世界是作者比较喜欢的一个主题公园，除了又好多游乐设施，
还能看见好多的海洋生物，待一整天都不会腻，尤其不要错过海豚
和海豹的表演。如果说旅行时间不那么宽松，只能安排一天主题公
园的时间的话，我推荐来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里唯一的不足就是卖的食物都很贵，建议带着提前准备好
的午餐去。

★ 水上乐园 Wet 'n' Wild 见地图A标识  
水上乐园是体验水上娱乐的好去处。水上乐园拥有多种急流滑梯、
滑水道、人造浪池、水上机动游戏等五花八门的与水有关的娱乐设
施。每年的11月至次年1月，人造浪池上还会播放大屏幕电影。

到达方式：水上乐园坐落在华纳兄弟影城旁边。乘坐黄金海岸游客
巴士往返票价成人21澳元，4-13岁11澳元。
乘坐TX2巴士(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都有巴士站点)大约35分钟
车程也可以直接到达。票价单程是7澳币，如果使用“Go Card” 
乘坐TX2路公车的话单程票价高峰时段只需要4.77澳元，非高峰时
段只需要3.82澳元。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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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搭乘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出发大概需要47澳元(4人以上需要加   
          50%的费用)。
开放时间：9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10:00-17:00；5月1日至8月31
日10:00-16:00；圣诞节和澳纽军团日(4月25日)休息。
门票：成人59.99澳元；3-13岁34.99澳元。
www.wetnwild.com.au

★ Tips：游览通票
去海洋世界、华纳电影世界、水上乐园可以购买游览通票VIP 
PASS，只需要99.99澳元，就可以在截止日期内无限制玩转三个主
题公园，目前发行的VIP PASS的使用截至时间是2013年6月底。
冲浪者天堂的街上有很多旅游业者售票点可以买票。
www.themeparks.com.au/box-office/vip-pass/vip-pass.aspx

★ 梦幻世界 Dream World 见地图A标识 
梦幻世界是澳大利亚深受欢迎的主题游乐场，园内有探险区、动物
区、老虎岛和热带雨林等多个游览区域。在这里你可以和考拉、袋
鼠进行近距离接触，体验惊险刺激的娱乐项目，观看土著人表演以
及老虎表演。

到达方式：乘坐黄金海岸旅游巴士往返票价成人21澳元，4-13岁
11澳元。TX1路公交车(从美人鱼海滩出发)、TX2路公交车(从冲浪
者天堂、布罗德海滩、梅茵海滩出发)、TX5路公交车(从
Coomera、Helensvale、和中央火车站出发)、725路公交车(从
Helensvale火车站出发)在梦幻世界站下车。
开放时间：10:00-17:00；圣诞节以及澳纽军团日(4月25日)休息。
门票：成人79.99澳元；3-13岁49.99澳元。
www.dreamworld.com.au

★ 激浪世界 Whitewater World 见地图A标识 
激浪世界是澳洲最大的水上游乐园，有多种水上高科技娱乐项目，
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需求。

到达方式：在梦幻乐园旁边，到达方式参见梦幻乐园到达方式。
开放时间：10:00-16:00；圣诞节休息。
门票：成人49.99澳元；3-13岁29.99澳元 。

★ Tips：一日通票
梦幻世界和激浪世界同属一家公司，购买一日通票比较划算，成人
89.99澳元；3-13岁69.99澳元。 
www.whitewaterworld.com.au

★ 天堂农庄 Paradise Country 见地图A标识  
想远离城市的喧嚣，体验澳洲最传统的农场生活，就要去天堂农庄
转一转了。一边悠闲的喝着茶，享用着澳洲传统松饼，一边欣赏当
地人的剪羊毛、掷回力标、骑马表演，切身感受真实的澳洲农场生
活。天堂村里面的表演有不同的时间，入园记得索取园内游客指南
计划好活动时间。

地址：Pacific Motorway, Oxenford, QLD 4210
到达方式：黄金海岸游客巴士往返天堂农庄票价成人21澳元，4-13
岁11澳元。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大约20分钟车程。搭乘公交车比较
繁琐，在太平洋购物中心(布罗德海滩所在区域)车站搭乘709路公交
车到达格瑞芬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换乘3路公交车到达
California Drive，下车后步行20分钟左右到达。

开放时间：9:30-16:30(15:00后停止出售门票)；澳纽军团日(4月
25日)13:30-16:30；圣诞节休息。
门票：成人19.99澳元；3-13岁9.99澳元。含午餐票价：成人 
32.99澳元；3-13岁19.99澳元。
www.paradisecountry.com.au

★ Tips：搭乘建议
如果人少不妨搭乘黄金海岸旅游巴士，人多就搭乘出租车比较划算
(价格在40澳币左右，4人以上加收50%费用)。不推荐搭乘公交车，
浪费时间(大概花费一个半小时在路上)又需要换乘车，十分麻烦。

★ Q1大楼 见地图B标识 
提起黄金海岸的知名建筑，那就非Q1莫属了。之所以被称作Q1，
是代表昆士兰州第一(Queensland No.1)的意思。这个作为世界第
五高的住宅楼(曾经是全球最高的住宅楼，现在被迪拜的公主塔取代
了)。如果想从高空360°俯视整个黄金海岸的风景，上Q1的观景台
看看是最佳选择。Q1的高空观景台是澳大利亚唯一的设在海岸边的
观景台，上面有咖啡店和酒吧。7:00-10:00提供早餐，11:00以后
提供正餐。

地址：9 Hamilton Aven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到达方式：居住在冲浪者天堂的游客步行即可到达。或搭乘公车在
冲浪者天堂下车。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 7:00-21:00；周五至六 7:00-0:00；周五和
周六晚间超过20:00只允许18岁以上人士进入。
门票：观景台的门票有单次票和早晚套票两种。早晚票(Day & Night 
Pass)是指可以在白天 9:00-18:00和晚上18:00以后各登上观景台
一次，早晚套票成人29澳元；5-14岁16.5澳元。单次票成人21澳
元；5-14岁12.5澳元。
如果要是有兴趣而且有胆量的话，可以选择跟随专业领队到Q1的最
高处走一走，整个行程花费90分钟，票价根据时间段差异而有所不
同。清晨日出场含早餐(须提前预定)于7:20开始，成人89澳元；
12-15岁69澳元。日间场成人69澳元；12-15岁49澳元。傍晚场
成人89澳元；12-15岁69澳元。
电话：+61-7-55822700
www.skypoint.com.au

★ Tips：早晚登观景台一次
可以欣赏白天和晚上黄金海岸的不同景色，而且票价相比单次登观
景台划算。楼下有纪念品店可以选购明信片，观景台上设有邮筒，
但是记得要自己带邮票去。

★ 柯兰宾保护区 Currumbin Sanctuary 见地图A标识 
柯兰宾保护区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拥有澳大利亚数百种动物和鸟类。
在这里可以观赏澳洲本土动物表演，还可以亲自喂袋鼠，体验抱考拉
合影。其中喂食彩虹鹦鹉作为区内特色表演深受游客们喜爱。入景区
后记得拿区内地图和各种表演的时间表，以便安排行程。

地址：28 Tomewin Street, Currumbin Queensland 4223
到达方式：搭乘700路(在梅茵海滩、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和美
人鱼海滩均有站点)，或者760路公交车(在太平洋商场、布罗德海滩
和美人鱼海滩均有站点)前往。
开放时间：8:00-17:00；澳纽军团日(4月25日)1:30-17:00；圣诞
节休息。
门票：成人49澳元；4-14岁33澳元；4岁以下免费。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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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rrumbin-sanctuary.org.au

★ Tips：抱考拉
天堂农场和柯兰宾保护区都可以抱考拉，如果二选一不如去柯兰宾
保护区。考拉生性慵懒温柔，不会攻击人，每天只活动两个小时左
右，剩余时间都在睡觉。抱考拉的时候用一只手托着它的屁股，另
一只手拦着它的前半身。它们的爪子有一点尖，稍微小心一点就
好，它们挺顺从的。给考拉拍照时也请注意关闭闪光灯。

★ 春溪国家公园 Springbrook National Park 见地图A标识 
1994年12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协会将澳大利亚的世界遗产-“东海
岸雨林保护区”扩大，春溪国家公园连同被新南威尔士雨林等区域
被纳入其中。每年的5月至10月是国家公园的最佳旅游季节。林区
内分布着多种蔓生植物、棕榈树、桉树遮天蔽日，一派翠绿生机勃
勃。游客们可以在小径中徒步，欣赏瀑布浅溪和原生森林的丰富生
态。春溪国家公园最有名的是其中的自然桥区(Natural Bridge)，
这里因水流冲蚀形成天然洞穴，形状类似于桥梁，所以被称为自然
桥。夜间观看萤火虫是自然桥的主要活动，这里的萤火虫和我们平
常意义里会飞发光的萤火虫不一样，是一种会发出蓝光的蠕虫，仅
栖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分地区。 

地址：87 Carricks Rd, Springbrook，QLD
到达方式：无公共交通可直接抵达春溪国家公园。自驾从冲浪者天
堂出发约25分钟车程。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入景区是不需要门票的，如果要参加穿越夜晚热带雨林和萤
火虫夜游的旅行团活动，根据不同的公司价格不同。在信息中心和
居住地方的前台都可以找到旅行社的信息，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很
多旅行团提供上门接送服务。价格大概在80澳元每人(有的要100澳
元，看具体的活动包括范围）。
www.springbrooktourism.com.au

★ Tips：游览建议
因为国家公园公共交通不便，又会有很多夜晚活动，建议报团前
往。观看萤火虫不可以拍照或者用手电筒直接照射萤火虫，工作人
员发现后会有处罚。

★ 拉明顿国家公园 Lamington National Park 见地图A标识 
拉明顿国家公园和春溪国家公园一样，也是世界遗产“东海岸雨林
保护区”的一部分，这里有独特的亚热带雨林风光，游客们可以在
被誉为昆士兰最好的徒步小道上漫步，欣赏着周围的古木参天，潺
潺流淌的溪流和壮观的瀑布，聆听各种鸟儿在林间歌唱，全身心融
入大自然赋予的美好。

到达方式：无公共交通可直接抵达拉明顿国家公园。自驾从冲浪者
天堂出发约25分钟车程。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 Tips：入园须知
由于园区占地面积较大且交通不便，园区内很容易迷路，建议在黄金
海岸参团。自助旅行建议尽量结伴前往，提前记得在公园管理处索要
徒步地图www.nprsr.qld.gov.au这里有不同徒步路线计划和注意事
项。在信息中心和居住地方的前台都可以找到旅行社的信息，一般都
是当天来回。很多旅行团提供上门接送服务。价格大概在80澳元每
人(有的要100澳元，看具体的活动包括范围还有不同的旅行团）。

作者推荐

http://www.currumbin-sanctuary.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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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9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黄金海岸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空气湿润，终年阳光普照，
年平均气温在20度以上，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这里沙滩延绵平
整，海水干净蔚蓝，是非常适合海滩活动的阳光之城。每年8月到次
年4月是黄金海岸的最佳旅游季节。夏天(12月至次年2月)气温较
高，偶尔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此时海水温度适宜，
非常适合进行各类水上活动。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全年降雨最多的季
节，降雨通常伴随暴风，但通常不会持续很久就会转晴。冬天(6月、
7月)相对较凉，最冷时候最低气温会将到10度左右，此时适合购
物，看电影等室内活动。

★ Tips：着衣选择
建议选择舒适轻便的衣服，同时外出记得带一件不太厚重的外套，
因为夜间天气会转凉。

★ 节日
黄金海岸魔幻嘉年华 Gold Coast's Magic Millions 每年1月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1月在黄金海岸都会举办为期10天的嘉
年华会， 可以观看赛马和参加堵马活动，其中的赛马日更是热闹非
凡。赛马日的入场门票是25澳元左右，还可选择门票餐饮套票，价
格从几十到几百澳元不等。
地址：Gold Coast Turf Club
www.goldcoast.com.au/gold-coast-magic-millions.html

黄金海岸机场马拉松赛 Gold Coast Airport Marathon 
每年七月的第一个周末
马拉松赛期间，来自澳洲和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云集于此。
www.goldcoast.com.au/gold-coast-marathon.html

黄金海岸音乐节 The Big Day Out Music Festival 
2013年1月20日
众多国际和国内乐队和音乐人云集在黄金海岸，给大家带来精彩的
售票演出，票价165澳元，可以网上购票。
地点：Parklands, Southport
www.bigdayout.com

冲浪者天堂节 Surfers Paradise Festival
2013年3月27日至4月21日
冲浪者天堂节是黄金海岸音乐、艺术、美食、文化的庆典节日。3月
27日开幕式当天有彩色巨型灯笼游行，活动包括街头艺术家表演、
海滩音乐会、露天电影、美食节等等。除食物需自己购买以外，无
需购票。
地点：冲浪者天堂
www.surfersparadisefestival.com

活动
★ 冲浪
冲浪是黄金海岸十分热门的水上运动，既然来了不妨尝试学下冲浪吧！

Cheyne Horan Surf School 见地图B标识 由世界冲浪冠军
Cheyne Horan创办，为儿童和初学者提供冲浪学习课程。
地点：Corner of Trickette Street & the Esplanade，Surfers Paradise
每天两次初级课程时间：10:00-12:00；14:00-16:00。

课程 细节

一堂课49澳元 包含证书、酒店接送、所有冲浪器材

三堂课129澳元 包含证书、酒店接送、所有冲浪器材

五堂课189澳元
包含证书、酒店接送、所有冲浪器材、纪

念T恤、学习教程DVD

私人课程
每小时75澳元；3小时150澳元；6小时

250澳元

冲浪器材租用
1小时15澳元；2小时20澳元；3小时25
澳元；1天30澳元；5天100澳元

预定课程：电话1800-227873或者上网预定。预定时需说明上课
日期和时间。
www.cheynehoran.com.au/schoolofsurf.html

★ 超级冒险鸭水陆两用车 Superduck Adventure Tours
源于二战时期的军事登陆艇，超级冒险鸭巴士带你水陆两栖游览黄
金海岸。每天有多次游览。

冲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见地图B标识  
出发点地址：Appel Park, near the Corner Ferny Ave& Cavill 
Ave(opposite Circle on Cavill)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售票处地址：Chevron Renaissance Shopping Centre Shop 
17, 3240 Surfers Paradise Blvd,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布罗德海滩 Broadbeach 见地图B标识  
出发点地址：Sofitel Broadbeach,81 Surf Parade,Broadbeach 
QLD 4218
售票处地址：Oasis Shopping Centre Kiosk 1, Victoria 
Ave,Broadbeach QLD 4218
价格：成人20澳币；3岁以下免费。
www.superduck.com.au

★ 喷气艇海上游览和直升机鸟瞰 见地图B标识 
Jetboat Extreme公司提供黄金海岸最好的喷气艇游览和直升机鸟
瞰服务，电话+61-7-55388890 或者上网预定。

http://www.goldcoast.com.au/gold-coast-magic-millions.html
http://www.goldcoast.com.au/gold-coast-magic-millions.html
http://www.goldcoast.com.au/gold-coast-marathon.html
http://www.goldcoast.com.au/gold-coast-marathon.html
http://www.bigdayout.com/
http://www.bigdayout.com/
http://www.surfersparadisefestival.com
http://www.surfersparadisefestival.com
http://www.cheynehoran.com.au/schoolofsurf.html
http://www.cheynehoran.com.au/schoolofsurf.html
http://www.superduck.com.au
http://www.superduck.com.au


P 10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er，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出发地点：Titanium Bar(Vibe酒店旁)后面，30-34 Ferry Ave,    
            Surfers Paradise
出发时间：10:00-16:00。
价格：喷气艇游览55分钟，成人59澳元，4-14岁儿童38澳元；喷
气艇游览＋直升机鸟瞰，成人159澳元，4-14岁儿童119澳元。
www.jetboatextreme.com.au

餐饮
澳大利亚由于所处优越的地理环境，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十分发
达。多汁的牛排，新鲜的海产品，搭配澳洲葡萄酒，沐浴灿烂的阳
光，融合了美景的美食怎能不让你流连？ 

澳大利亚的奶类制品丰富，所以制作出来的冰激凌也香甜可口。街
头分布的冰淇淋店不如选一家尝尝看吧，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 当地特色

Dracula's Cabaret Restaurant吸血鬼餐厅 见地图B标识 
非常有名的主题餐厅，必须提前预定！整个餐厅的装潢布置如同真
的吸血鬼德库拉的城堡，食品、酒水、服务生的穿着举止都充满了
诡异的气氛，进入餐厅你先会被拉上小车，来一个幽灵古堡探险，
之后被引到座位，一边用餐时一边欣赏舞台剧、杂技和朋克摇滚乐
队表演。基于演出性质，入场人士需16岁以上。
地址：1 Hooker Boulevard, Broadbeach Waters(太平洋购物中
心对面，从冲浪者天堂走路大概20分钟)。
营业时间：18:30-22:30。 
人均消费：分A类(115澳元到129澳元）和B类票(88澳元到93澳
元)；A类就餐位置比较好，同时有礼包赠送，除了主餐之外还包括
香槟和小食。所有酒水不包含在门票里，门票必须在预定时付清。

             对舞台秀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去这个餐厅，食物一般，但是
表演都很赞，买B类票就可以了，非周末和节假日票价会比较便宜。
www.draculas.com.au/queensland

Rock Salt Modern Dining 见地图B标识 
提供新鲜的有当地特色的海鲜大餐，里面的主厨Matt Jefferson是
连续3年获得年度厨师大奖的人。2012年这家餐厅又拿到了
Australian Good Food & Travel Guide的Award。
地址：Shop 12, the Aria Building, Albert Ave, Broadbeach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午餐12:00开始；晚餐18:00开始。
www.rocksaltmoderndining.com.au

★ 世界特色

Alfresco on Elston 见地图B标识 
在冲浪者天堂有18年历史的意大利餐厅，其中海鲜、牛排、披萨和
意粉都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招牌菜。
地址：3018 Surfers Paradise Boulevard, Surfers Paradise
营业时间：每天17:00以后开始营业。

Champagne Brasserie 见地图B标识 
坐落在布罗德海滩的人气颇高的传统法国餐厅，就餐环境很好，一
定要提前预定。
地址：2 Queensland Ave, Broadbeach, QLD 4218
午餐预定时间12:00-14:00；晚餐预定时间18:00-22:00。
www.champagnebrasserie.com.au

★ 中餐

ZEN 见地图B标识 
木星赌场内的中国餐厅，菜系包括粤菜、京菜和川菜。
地址：Jupiters Hotel &Casino, Broadbeach Island, 
Broadbeach, QLD
营业时间：午餐，周二至周日12:00-14:00；晚餐，周一至周日
18:00-夜间。
www.jupitersgoldcoast.com.au/dining/zen/Pages

★ 酒吧

East Broadbeach 见地图B标识 
深受好评的一家夜店, 也提供晚餐。
地址：Level 1/88 Surf Parade, Broadbeach, QLD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六晚餐18：00以后开始供应，派对21:00以后
开始。
www.east88.com.au/east-experience

住宿
黄金海岸作为旅游城市，住宿选择种类很多而且非常完善，其中有
超过四成的住宿坐落在冲浪者天堂。不同价位的各类星级酒店、公
寓、度假屋、青年旅社适合不同旅行者的需求。既有每晚500澳币
以上六星级的范思哲皇宫这类豪华酒店，也有居家设施齐全适合大
家庭的度假公寓(根据不同地点，不同楼层，不同风景-河景海景，不
同奢华级别价格都不一样)，还有适合年轻人的廉价汽车旅馆背包客
栈(最便宜的30多澳元每晚)。

            如果预算允许的话，推荐各种设施齐全的带海景公寓，打
开窗户就是大海，切身体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境(太小清
新了~受不了了~)。早晨起来不用出门就可以一边听着海浪声，一边
欣赏海上日出。同时还可以自己买东西回来煮食，相比较星级酒店
更加舒服和自由。

★ Tips：住宿选择
推荐选择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或者梅茵海滩的住宿，交通购物
都比较方便。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购物
澳大利亚盛产羊毛制品、健康保健产品和红葡萄酒，这些都适合当
做礼品馈赠友人。

★ Tips：关于UGG
虽然许多土特产店都有卖澳洲UGG，但是其中质量价格参差不齐，
建议大家在UGG的官方网站上购买。

★ 百货公司、商场、购物街

太平洋购物中心 Pacific Fair 见地图B标识 
坐落在布罗德海滩的综合性购物中心，里面有K-Mart、Target、
Coles、Woolworth等大型超市，邮局，大型百货商店Myer，以及
众多时尚品牌小店。
地址：Hooker Boulevard, Broadbeach, Gold Coast 4218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三9:00-17:30；周四9:00-21:00；周五、六
9:00-17:30；周日10:00-16:00(其中部分商家营业时间略有不同)。
www.pacificfair.com.au

http://www.jetboatextreme.com.au
http://www.champagnebrasserie.com.au/
http://www.east88.com.au/east-experience
http://www.pacificfair.com.au
http://www.jetboatextrem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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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ampagnebrasseri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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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1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安全
急救电话；火警；匪警：000
拨通后说清楚需要警察，消防还是救护车，并且告知事发区域，然
后电话会被转接至相应的区域的接线员，这时候说明地址和情况。

★ 治安
黄金海岸相对悉尼治安状况相对好一些，但是建议夜间结伴出行，
避免走偏僻的街道。

★ 中国使领馆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黄金海岸归布里斯班总领事馆管辖）
地址：Level 9, 79 Adelaide Street, Brisbane, QLD400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
领事保护拨打电话：+61-406318178
www.brisbane.chineseconsulate.org/chn

★ 医疗应急 
澳大利亚的医院不提供门诊，主要是急救和手术治疗。一般的疾病
诊断都是在诊所处进行。大部分诊所只在白天营业，只有少数诊所
提供夜间治疗服务。

冲浪者天堂医疗诊所 见地图B标识 
Surfers Paradise Day & Night Medical Centre
地址：Shop 16 / 3221Surfers Paradise Boulevard, Gold Coast 
Highway, Surfers Paradise
营业时间：7:00-23:00。
电话：+61-7-55922299

提供夜间治疗服务的诊所：
Tweed Heads Centre 见地图A标识 
地址：56 Wharf Street, Tweed Heads
营业时间：18:00后营业。
电话：+61-7-55369940

Palm Beach Centre 见地图A标识 
地址：20-24 Palm Beach Ave
营业时间：18:00后营业。
电话：+61-7-55343633

Southport Centre 见地图A标识 
地址：125 Nerang St, Southport
营业时间：周一至五17:30-次日8:00；周六、日、节假日18:00以
后24小时医生电话服务 After Hours doctor house call service
电话：+61-7-5532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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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有错误，请发送邮件到：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得
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冲浪者天堂购物街
       冲浪者天堂上云集了黄金海岸的主要购物商铺，无论是国际知
名品牌店、免税店DFS、潮流名品店，还是一些纪念品小商店都聚
集在此。一般商店从9:00开始营业，部分商铺17:00左右关门，一
些商店会营业至深夜。这里也有Woolworth这类的食品超市，自己
煮食可以在这里进行采买。
地址：Surfers Paradise, Gold Coast 4217

★ Tips：购物狂人的选择
黄金海岸的购物选择相比悉尼和墨尔本差了些，如果不是购物狂
人，那么还是把购物计划留在其他两个城市吧。

★ 市场
冲浪者天堂海边市场 Surfers Paradise Beachfront Market
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晚上，在沿冲浪者天堂的Esplanade路上，
超过100个的摊位贩卖包括手工制品，艺术品，首饰，相片，家庭
用品等等。

市场的营业与否取决于天气状况的好坏，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市
场活动会被取消。网上对此市场的评价褒贬不一，建议如果有时间
的话不如去逛逛也没什么坏处。

★ 退税
离境前30日内，如果单次购物满300澳元(在一张购物小票上，且信
用卡信息与护照相符),就可以在机场办理退税手续，金额是商品总额
的10%。如果退税的物品需要托运，请先在机场到达层的澳洲海关
(Australian Custom)办公室办理手续,然后拿着盖好章的小票以及
随身携带的需要退税的物品,在出关后的旅客退税通道(Tourist 
Refund Scheme)出示护照和信用卡即可办理退税手续。退回费用
可以划入信用卡，或以支票形式支付。
www.customs.gov.au/site/page464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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