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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ITY BRIEF

城市印象1

# 自然风光 # # 多元文化 # #  世界最宜居城市 #

墨尔本（Melbourne）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
府，也是澳大利亚的文化、工业中心。若把悉尼比作
“南半球的纽约”，那墨尔本则是“南半球的伦敦”。 
2016 年，在全球 140 多个城市中，墨尔本获得“2016
年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排行榜冠军，成为“全
球最宜居城市”，这也是墨尔本自 2011 年起，连续
6 年夺得世界宜居城市冠军头衔。墨尔本至今仍保
留了许多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因其浓浓的人文气息，
墨尔本还被人戏称为“墨村”。不同肤色的人聚集
在这座“最宜人居住的城市”，不同文化融汇成了
墨尔本如今独特的气质。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墨尔本

所属大洲 

大洋洲

外文名

Melbourne

所属地区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官方语言  

英语

面积 

 约 8,831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大洋路 联邦广场

人口 

人口 约 444 万人

特色美食 

澳洲葡萄酒 澳洲牛排 

澳洲龙虾  

南航航班信息 

目前，南航已开通广州直

飞墨尔本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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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拉河边溜达
河水静静流淌，岸边美景如画，你只需要让镜头告诉你它有多美。

去一趟动物园
澳洲最奇怪有趣的动物，全都在这儿啦！

品尝一杯咖啡
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喝一杯暖心又香浓的咖啡。

到葡萄酒庄园品酒
世界葡萄酒一级产地，喜欢红酒的你怎么可以错过？

到维多利亚市场当一回吃货
有一种幸福，叫做在维多利亚市场迷路！

当一回“学霸”
到墨尔本大学当一回学霸，感受书香气息与古建筑的完美结合。

与呆萌的企鹅互动
企鹅岛是墨尔本附近有名的景点，看笨拙的企鹅回家也很有乐趣。

去唐人街附近转转
身在异乡，还有什么比来自故乡的味道更能治愈你的味蕾呢？

坐一次环城电车
免费的古老电车，既可放松，也能代步。

探索大洋路，与十二门徒偶遇
海景、海鸥、海风，沿途可以一路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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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Calendar

墨尔本美食美酒节 蒙巴狂欢节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新年烟火表演

March

1
March

6
  July December 

31 31
在墨尔本美食美酒节期间，
墨尔本亚拉河将会成为吃
货的天堂，人们可以在这
里品尝到来自于世界各地
的美酒和美食，如果你恰
逢此时前往，千万别错过。

超级嗨的蒙巴狂欢节，最
适合喜欢热闹的旅行者。节
日期间不仅有游行、乐队演
出、摩托艇和花样滑水表
演，还有各种有趣的花样比
赛，绝对能让你嗨翻天！

墨 尔 本 国 际 电 影 节 是
世界上 最 早 的 电 影 节 之
一，也 是 南 半 球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国 际 电 影 节，每
年举办一次，为期两周，
电 影 爱 好 者 不 可 错 过。

每 年 的 最 后 一 天，烟 火
会 在 墨 尔 本 的 天 空中 绽
放，无比灿 烂。人们 聚 集
在亚拉河边，听着乐队的
精彩演唱，看着灿烂的烟
花，迎接新年如此美好。

穿衣指南
因为墨尔本位于澳洲大陆和南部海洋之间，气候较为变化无
常，除了做好防晒准备之外，旅行者也许会在一天之内经历
4 个季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前往墨尔本，防雨外套和雨具
都需带上。如在夏季观赏落日，也要带好保暖衣物。

最佳旅行时间
墨尔本四季分明，和中国相反，墨尔本是每年 6 月至 8 月为
冬季，12 月至次年 2 月为夏季，冬季凉爽多雨，夏季炎热干燥。

旅游日历

     至 八月
     十七日     至 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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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墨尔本 3 日观光之旅
# 自然风光 # #  慢节奏生活 #  

推荐行程

旅游天数：3 天
行程亮点：欣赏墨尔本的自然风光，感受墨尔本的慢节奏生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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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皇家植物园 - 维多利亚省立图书馆 -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
墨尔本大学 - 唐人街

乘坐南方航空航班抵达墨尔本后，前往酒店办好入住手续，稍事休息即可出门前往墨
尔本皇家植物园。姹紫嫣红的鲜花与种类繁多的植物，让你充分体验到这座全球最宜居城
市的自然之美，鲜花也能带给你无与伦比的好心情哦！

游览完皇家植物园后，再去维多利亚省立图书馆看看吧！图书馆有着非常独特的建筑设
计，吸引了许多青春飞扬的澳洲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你也会发现图书馆前的广场和草坪上总
是很热闹，在图书馆前还有两个巨型的国际象棋棋盘，趣味十足，是能让你感受墨尔本人生
活方式的好去处。

下午，沿着 Swanston St 步行可至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走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看
看校园内那些谈笑聊天的大学生，你会不禁感叹澳洲这片土地的自由开放。从墨尔本皇家
理工大学出来后，还可以前往墨尔本大学，体验这座澳洲高等学府的校园风光。

在墨尔本大学的校园里逛到天色渐晚，可以选择乘坐电车，或者步行至唐人街解决晚餐，
品尝异国街头的中华美食。晚餐过后，若仍意犹未尽，可以选择往 Burke St 方向继续走，那
便是墨尔本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在这儿你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商铺，喜欢购物的你一定不
会错过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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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Y

3
DAY

墨尔本中央车站 - 圣保罗大教堂 - 联邦广场 -
亚拉河 - 维多利亚市场

前一晚如果睡得很好，这一天不如稍微起早去市内寻找地道的
西式早餐店，让一顿美味的澳式早餐叫醒你的步伐，之后就可以精
神满满的去墨尔本最古老的车站游玩啦！沿着 Swanston St 一直走
就可以到 Flinders Station，这片区域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参观完中
央火车站之后还可以慢慢游玩，之后可步行至旁边的圣保罗大教堂。

由英国人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外观造型优美，来到教堂边别忘
记找好角度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从教堂出来后，再去联邦广场看
看鸽子，在墨尔本这座慢节奏的城市里，让自己慢下来才是最好的打
开方式。联邦广场附近也有许多咖啡厅和餐厅，午餐可以安排在这里，
一边吃着炸出来的新鲜薯条，一边喝着香浓的咖啡，何尝不是一种
惬意享受？

吃饱喝足之后，可以去亚拉河散散步。联邦广场就在亚拉河的旁
边，走几步就能见到这条墨尔本人的母亲河，亚拉河两岸风光很美，
沿着亚拉河慢慢散步，还可以看到河岸两边繁华的商铺。散完步后，
可以去亚拉河附近的购物中心逛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好物。
之后再到维多利亚市场，这是墨尔本最热闹最受旅行者欢迎的市场，
里面琳琅满目的食材会让你眼花缭乱，所以别犹豫，尽情买买买，
还能挑选一些新鲜水果和食物留在第二天游玩的路上吃。

吃过晚餐，继续回到亚拉河欣赏墨尔本的夜景，之后早点回酒
店好好休息，做个好梦！ 

墨尔本动物园 - 墨尔本水族馆

早起乘坐 55 路电车可以从威廉街直达墨尔本动物园。这座建于 1857 年的动物园，是澳大利亚甚至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你喜欢的澳洲动物都能在这里找到，袋鼠、考拉、鸸鹋等等，所以别错过
这个机会，在园中与它们亲密接触吧！除了澳洲特有的动物，墨尔本动物园里还有世界上最早用人工受精
方法培育的大猩猩，色彩缤纷的蝴蝶屋和超过 2 万种以上的植物。在欣赏灵动可爱的动物之余，看看争
奇斗艳的花花草草也很好，感受在澳洲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融合的自然。

从墨尔本动物园出来后，继续乘坐 75 路电车抵达澳洲水族馆，让海洋动物带给你另一番特别的体验。
墨尔本水族馆内有数百种海洋生物，旅行者可以近距离观赏它们，还能亲手触摸那些珍奇各异的海洋贝类，
甚至还可以和大鲨鱼一起在水中畅游。在游玩的过程中，旅行者还可以了解新奇有趣的海洋生物知识，十
分有意义。

游览完水族馆，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前往机场乘坐南方航空航班回到舒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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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须知3

签证 Visa

签证办理

访客签证 - 旅游系列 （600 类别）
签证有效期 

 3 个月到 1 年不等
入境次数

有效期内一次或多次
停留时间 

在入境地由移民局官员确定，每次停
留不超过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

申办费用  
 135 澳币

是否需要面签 
否

建议办理时间 
提前一个月至三个月

访客签证 - 常旅客系列 （600 类别）
签证有效期 

十年
入境次数

    有效期内多次
停留时间 

 每次停留不超过三个月，24 个月内
累计停留不可超过十二个月

申办费用  
 1000 澳币

是否需要面签 
否

建议办理时间 
提前两个月

       申请步骤：
Step 1 准备材料

所需材料请参考以下网站：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files/bjng/Checklist-
600-Tourist%20Stream-China-CN.pdf

Step 2 递交申请

将准备好的材料送到离自己比较近的使领馆。另外，递交申
请理论上不需要预约，但是为了避免耽误时间，因此还是建
议在网上（http://www.australiavisa-china.com/）进行预约，
方便快捷。

澳大利亚签证类型多样，根据不同的访问目的，可分为：

●访客签证（600 类别，适用于赴澳旅游、从事商务活动或探
亲访友的人）

●临时工作签证（400 类别，适用于在澳工作不超过 3 个月的
人）

●打工与度假签证（462 类别）

●医疗签证（602 类别）

●参加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目的地计划（ADS）旅游团 （600 类别）

下面详细说说访客签证（600 类别）内的旅游系列签证和常
旅客系列签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年签证”）：

1

旅游工作签证是一种特殊的签证类型，它允许旅行者出于弥
补旅行资金的目的，在旅行之余在签证颁发国进行受雇工作。
但由于每年名额有限，有意的旅行者需经常关注澳大利亚驻
中国大使馆相关信息。

对申请人的一般资格要求：
1、持有中国护照，申请递交时年满 18 岁，但未满 31 岁并且
满足品行和健康要求的访客；

2、不携带子女赴澳；

3、没有持 417 签证（假期工作签证）赴澳的记录；

4、有高等教育资历或者已完成至少两年的大学学习，申请人
需要在申请里提供每个资历和成绩单的公证书；

5、语言成绩和一定资金证明。

申请网址：http://www.border.gov.au/

申请时间：开放时间需等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通知，根
据大使馆指定时间登入，如登不上可以试试其他多个 IP 地址。

申请策略：
建议准备的材料多是证明自己受过良好教育的资料，因为此
种类型多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素质较高的年轻人。

         南航独家 Tips

不确定自己该申请哪种类型的签证？访问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护

部官网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1（英文）查询最符合

你个人情况的澳大利亚签证类别。

·各签证具体要求及注意事项可登陆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官网查询

官网网址：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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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交费

目前去澳洲的访客类签证费用是 730 元人民币一个人，可以
选择个人亲自交费，也可以邮寄快递的方式。具体请参阅：

ht t p:// w w w.china .emba s s y.gov. au/ bjngchine s e/
DIMAcn23.html

Step 4 取签证

等待 15 个工作日，就可以去使馆取回来了。

申请地点：
【北京 / 上海领区】上海澳大利亚签证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13 号久事商务大厦 2 层

领区：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山东、河北、内蒙古、
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咨询电话：020-29106150

【广州领区】广州澳大利亚签证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3 号汇美大厦 29 楼 02
单元

领区：广东、福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甘肃、江西、
湖北、宁夏、陕西、 四川、重庆、青海、新疆、西藏

咨询电话： 020-29106150

【成都领区】成都澳大利亚签证中心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 19 号茂业天地写字楼 A
座 30 层 3003 单元

领区：四川、重庆

咨询电话：020 - 29106150

使馆 / 领馆信息：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 21 号

电话：0086-010-5140 4111 

领事辖区：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山东、河北、内蒙古、
山西、河南

官网：http://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home.html

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22 楼

电话： 0086-021-22155200（总领事馆）

              0086-021-22251300（签证处）

领事辖区：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11~12 楼

电话：0086-020-34140111（总领事馆）

            0086-020-38140250（签证处）

领事辖区：广东、福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甘肃、
江西、湖北、宁夏、陕西、 四川、重庆、青海、新疆、西藏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 18 号百扬大厦 27 楼

电话：0086-028-62685200  

领事辖区：四川、重庆

       南航独家 Tips
1、各澳大利亚签证申请中心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07:30-15:00 期间可以递交签证申请，而护照领取则的时间更为灵活，在周一至周五 07:30-17:00

期间。

2、递交申请不需要预约，但是预约会使你在澳大利亚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申请更加便利，预约网址为 www.vfsglobal.cn/Australia/China/。

3、如您没有时间前往澳大利亚签证申请中心亲自递交签证，那您可以选择邮寄或快递申请至那里，详情可以登陆澳大利亚签证申请中心了解。点

此了解更多：http://www.vfsglobal.cn/Australia/China/postal_appl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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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延期

是否可以申请延期：一般情况下澳大利亚旅游签证不能延期，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首先要说明如果申请人的签证页上很多有
8503 或 8531 限制条件表明了 No further stay，那么在这种情
况下除非是出现了不可抗性因素，例如受台风、海啸的影响走
不了，或者是个人身体条件不允许，那么申请延期大多都是不会
被批准的。

如果申请人的签证没有这两个限制条件且申请人在澳洲境内，
那么申请人则是可以去最近的澳洲移民局办公室去提交签证延
期或转为短期访问签证，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还是要满足
以下几个条件：

①申请人申请继续留在澳洲不是为了工作、留学或接受培训而
只是出于探亲或旅游的目的；

②澳洲旅游签证申请人有能力支付其在澳洲停留期间的费用，
即有足够的资金证明材料；

③遵循法律法规以及符合健康品行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申请
人是可以向移民办公司提交申请的，提交申请时一定要注意备
齐所有的资料、表格以及签证费用。如果申请人陈述的理由合理，
很有可能获得延期的批准。

2

当地护照遗失3
首先，如果不知道护照是在哪丢的，须尽快去当地的派出所
或警察局报案挂失，不过事先最好准备一份护照复印件及签
证复印件。随后让警察出具护照挂失登记证明，再拿上挂失
证明、护照复印件等材料去所在中国驻墨尔本大使馆或领事
馆补办护照或旅行证。
以下是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的关于丢失护照重新补办的说明：
①必须本人来馆申请，如实、完整、清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
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一份。 亲自到领事馆，从台面上拿一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政申请表》，填好。
②递交本人近期护照相片 3 张。 
④提供澳移民局出具的在澳签证情况说明信原件及复印件。
⑤护照遗失者需提供澳警察局出具的护照遗失报告。
⑥领事官员要求的其他与申请事项有关的材料。

此类申请须报国内核实申请人身份及护照情况，因此所需时
间较长，且无法加急办理。护照制作完毕后，领事官员会通知
申请人取领护照的时间，一般情况需 20—30 个工作日。 
申请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
地址：75-77 Irving Road, Toorak, VIC 3142         
领事保护电话：0061-417114584
官方网站：http://melbourne.chineseconsulate.org/chn/

时差 Time Difference

澳大利亚境内有三个时区，具体时区情况如下：

区域 时区 时差

东部标准时间

（EST）区

悉尼、堪培拉、墨

尔本、霍巴特、布

里斯班黄金海岸

东 10 区
比北京时间快 2

小时

中部标准时间

（CST）区
阿德莱德、达尔文 东 9 区

比东部时间慢 30

分钟

西部标准时间

（WST ）区
珀斯 东 8 区 与北京时间一样

通信 Communication

国家区号与城市区号 

国家代码与城市区号  

澳大利亚国际区号 ：0061

墨尔本区号 ：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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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卡2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青年游客 商务旅游人士、中老年旅客

优势
通讯费用较低，并可根据自己的旅游时间，购买不限流量

套餐的电话卡
无须变更手机号，可以直接和国内亲友打电话联系

劣势 回国后无法使用，且过一定时间不使用会被注销 收费略高于当地电话卡，且国外流量费用极高

资费
无论是当地通话还是打回国内一般都为 0.03 澳元一分钟，

流量费用根据具体套餐而定

各个通讯公司收费稍有差异，拨中国大陆电话平均为

2.99 元一分钟，拨漫游地平均为 0.99 元一分钟，漫游

地接听则平均为 1.99 元一分钟

购买途径
机场、报刊亭等地方均有销售，也可前往当地各大通讯公

司门店购买

根据各个通讯公司的开通漫游途径有所差异，请询问

客服并根据具体情况操作

注意事项
在购买电话卡时可能会出现语言上的沟通问题，建议到华

人区的通讯公司门店购买

最好不要开启数据流量，高昂的国际流量费用会迅速

让你的手机余额不足

墨尔本的大部分餐厅酒店基本都覆盖 WIFI 网络，收费的免费的都有。个人建议在机场或淘宝上预先租赁好随身 WIFI，不限
流量。

价格：每天 40 元人民币左右，同时要支付一定押金。

租赁地点：各大国内机场

WiFi 网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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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消费 Currency 
and Cost

货币兑换

澳大利亚通用澳元。

一澳大利亚元等于 100 分，面额有 5 元，10 元，20 元，50 元，
100 元的塑料钱币。另有 5 分，10 分，20 分，50 分，1 元，2 元
铸币。

参考汇率（2017 年 5 月 11 日）

1 澳元 =5.0738 人民币

1 人民币 =0.197 澳元

1

2

在国内

现金可以在国内各大银行兑换，兑换时需要提供身份证并填
写相应表单。若金额较大则需要提前预约。

在国外

在墨尔本当地，机场和市中心街头和主要的旅游景点都能看
到外币兑换（Money Exchange）。若在银行兑换则需要注意，
一般银行的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四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周
五 9 点至下午 5 点。

银联卡的使用3
墨尔本的大多数酒店、餐馆和其他商业机构接受信用卡，不
接受的会写明只收现金（Cash Only），像 Visa 和 MasterCard
等主流的信用卡都能使用。若是用信用卡从 ATM 或者银行柜
台提取现金，需要支付一定的手续费。此外，中国银联已经在
澳洲境内开通了POS 刷卡和 ATM 机取现业务，凡是贴有“银联”
标志的商户都可受理银联卡。澳洲大部分的 ATM 都可受理银
联卡，每天每卡的取款限额为 10000 元人民币。

消费水平

小费

4

5

在墨尔本主要的旅游开销应该是住宿和餐饮方面。住宿方面，
费用从 100 出头到 500 多澳元不等，条件越好的也就相对
越贵。饮食方面，人均一顿下来大概是 20 澳元左右，若是
想吃大餐的话，价格大概在 40-50 澳元。

澳洲的小费一般为 1-2 澳元，部分高档酒店也会加收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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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大多为三眼插座

电压 :   230V     

频率 :   50Hz

若是习惯用国内两插的朋友，建议在国内提前购买转换插头
带过去，若携带的相关电子产品不支持 240V 电压的朋友，也
建议提前购买好变压器。

电源插座  Outlet

当地报警、医疗救护：000

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电话：0061-417114584

外交部 24 小时全球领事保护热线：0086-12308

紧急求助 Emergency 
help

退税6
澳大利亚和海外游客对在澳大利亚购买并且作为随身行李携
带的商品可以申请退税。

退税条件

①在同一商户（使 用同一澳洲商业编号 0000ABN）消费满
300 澳元以上才可以退税，并且要求在同一张发票上。 

②物品是在离开澳洲前 60 天内购买的才可以退税。 

退税税率

澳洲的退税税率为 10%，所以您能够获得的退税额度等于
收据总额除以 11，例如，330 澳币的商品可以获得 330 / 11 = 
30 澳币的退税。酒类的税稍有不同，为商品总价的 14.5%，比
普通商品能够获得的退税稍微高一点点。 

澳大利亚退税流程 

①到位于机场的海关办公室——负责退税计划的 TRS 机构
（tourist refund scheme），检查物品和发票没有问题后，他
们会在发票上敲章，然后就可以正常办理登机手续了。 

②在经过海关和安检后，到免税店里的 TRS 柜台办理退税，
这里经常会排长队，很多人都因为登机时间太近而无法完成
退税，所以建议尽量早点去排队。

③退还的税金，您可以选择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得到： 

澳洲境内账户，3 天以内 ；

信用卡账户，7 天以内 ；

邮寄支票到您的指定地址，28 天左右 。

无法退税的商品

①免 GST 商品：澳大利亚的一些商品 （如某些健康产品 )）
免 GST, 因此无法申请 GST 退税。

②服务：住宿、租车、旅游和劳务费等服务。TRS 仅对出口商
品退税 GST。由于服务是在离开前在澳大利亚消费的 , 因此
不符合退税资格。

③啤酒、白酒、烟草和烟草产品：这些商品可在免税商店购买。

④危险商品：无法作为手提或托运行李携带的商品， 如禁止
登上飞机或轮船的危险商品。

1、澳大利亚人认为兔子是一种不吉利的动物，觉得如果谁看
到兔子便会倒霉。所以，在与当地人进行交谈的时候，尽量谈
和运动、天气相关的话题。

2、澳大利亚人很有绅士风范，因此他们认为在公众场合喧哗
是件很不礼貌的事情，而且一直保有“妇女优先”的习惯。

3、如果被当地人邀请一起做某事的时候，一定要准时，因为
他们很看重时间观念。

4、土著居民比较保守，一般不喜欢游客拍照。

5、澳实行垃圾分类管理，请注意按要求分类并投入相应垃圾
桶。

注意事项Matters 
Need Attention



13Melbourne            墨尔本

景 点4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

曾获 1997 年伦敦雷博建筑设计大奖的墨尔本联邦广场，是墨
尔本最有特色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广场的建筑群非常抽象，
是 21 世纪墨尔本的新象征，在这里还会进行许多活动。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Swanston St & Flinders St, Melbourne VIC 3000
如何前往：可以乘坐火车到 Flinders Street railway station，
或者乘坐电车到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 Stop 13，步行 5
分钟即达
怎么玩：周边有不少饮食、购物店铺，可以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里买上一杯咖啡坐在露天座位感受人来人往。
拍照指南：各种特色鲜明的建筑群都值得你拍照留念。

TOP 1 
联邦广场
21 世纪墨尔本的新象征，来到墨尔本必去。

TOP 2 
亚拉河
墨尔本的母亲河，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很美。

TOP 3
大洋路
去世界上最美的海洋公路，看十二门徒岩。



14Melbourne            墨尔本

亚拉河（Yarra River）

作为墨尔本的母亲河，亚拉河无论是白天还是
夜晚都有着独特的魅力。附近商铺居多，非常受
当地人欢迎，是墨尔本人周末放松的好地方。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若是需要乘船游河需预定 / 或
购买船票，大概在 120 元人民币 /人左右。
景点位置：Fliner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如何前往：乘坐 55 号电车到 Flinders Street 
怎么玩：可以沿河漫步或是上船游览两岸美丽
的风景。
拍照指南：建议在船上、河边都要拍照留念。

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海洋公路”，沿途最著名的景点便
是十二门徒（Twelve Apostles），这十二块被风化侵蚀的岩石，如
今只剩下八块，这里还有各种海滩供游客冲浪、浮潜，沿途还有
一些小镇，里面有着一些平常难以发现的美食，和当地的博物馆
或者画廊。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距墨尔本 75 公里，始于滨海城市吉隆，止于波特兰
如何前往：若自己租车前往，大概花 4 小时。比较推荐参加当地
小型的巴士旅行团，费用大概在 110 澳元（折合人民币 600 元左
右），行程大部分包括所有景点门票，部分的还会包括午餐。
怎么玩：沿着大洋路漫步，欣赏绝美海景，亦可前往沙滩边戏水，
还可以花 100 澳元乘坐直升机，从不一样的角度感受墨尔本。

企鹅岛（Philip Island）
  
企鹅岛又名菲利普岛，是一个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小岛，由于岛上可看到企
鹅们回巢，所以也叫企鹅岛。企鹅岛离墨尔本非常近，坐车就可以到达。在
傍晚时分，企鹅们便会归巢，这些小可爱们的作息很规律，只要算好太阳下
山的那段时间点，便可近距离观看它们归巢。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120 元人民币左右
景点位置：位于墨尔本东南 128 公里处
如何前往：可以选择租车自驾，墨尔本的南十字星火车站会每天发车去企鹅岛。
注意事项：在企鹅回巢之前可以在岛上拍照留念，但根据当地的规矩，当企鹅回
巢之时最好不拍照，以免惊扰到企鹅，导致其下次不敢回巢，更不要开闪光灯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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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

被誉为南半球最大、最古老的维多利亚市场，拥有全墨尔本最新鲜的食物。这里不仅可以买食材回家烹饪，还有琳琅满目的小
吃。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市场周一和周三是不开放的，周二周四到下午 2 点就结束，其余时间则是开放至下午 3 到 5 点不等。
若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尝试去一下维多利亚市场的夜市（Summer Night Market），里面有各种熟食小吃，一圈下来准能把
你吃撑！
开放时间：每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的每个星期三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513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3000
如何前往：可以乘坐 19，57 或 59 号电车去到 Elizabeth Street –stop 7，或者 55 号电车到 Peel St- stop 9
注意事项：乘电车到维多利亚市场免费，在边走边吃的过程中要注意随身物品，以免遗漏。

唐人街（China Town）

墨尔本的唐人街非常具有特色，红色的牌坊格外的耀眼，很有
中国特色。这儿有许多免税品商店，而且在这条街还可以吃到
中餐，若是吃不惯西餐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里地道的中餐。与
此同时，唐人街离墨尔本市中心很近，若是想买奢侈品或者保
健品、保养品的朋友可以在附近找找。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Little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VIC.3000
如何前往：坐电车至 Little Bourke St/Queen St 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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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动物园（Melbourne Zoo）

墨尔本动物园是澳大利亚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最著名的
动物园之一，在当地，虽然小动物非常常见，但是可爱的考拉
并不是随处可见的，甚至一些比较特殊的动物也是日常生活
中无法碰到的。但墨尔本动物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澳洲动物，
足以让你逛到舍不得离开。
开放时间：09：00-17：00，夏天有时会延长到 23：00
门票价格：大人 32.5 澳元，小孩（0-15 岁）16.3 澳元
景点位置：Elliostt Ave, Parkville VIC.3052
如何前往：可选择自驾或电车，自驾的话动物园内有停车场（5
小时内 2 澳元），或乘坐 55 号电车可以直到墨尔本动物园站。
怎么玩：在欣赏澳洲的珍禽异兽之余，部分区域允许游客近距离
接触动物，可以趁此机会体验一把并拍照留念，但注意不要打开
闪光灯。

淘金镇（Sovereign Hill）
  
这座 18 世纪澳大利亚最繁荣的小镇坐落于墨尔本郊外不远
处。当时的人们来这儿的原因都是冲着他们的“黄金梦”，顺
理成章的，这儿也被称为“淘金镇”，这座山便叫做“新金山”（疏
芬山）。此地如今不再是淘金者所聚集之地，而是著名的旅游
景点。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大人 79 澳元，儿童 59 澳元
景点位置：距离墨尔本郊外 110 公里
如何前往：建议在当地跟团去，大概是早上 8 到 10 点左右，
在市区出发，下午 6 点左右回到市区。
怎么玩：这里保留着当年淘金者所建造的城镇面貌，更有矿洞、
矿车等值得体验。



17Melbourne            墨尔本

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这里是维多利亚州内顶级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是当地了解世界信息的门户。里面陈列的展品，还有展览
都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在这个地方，你不仅可以了解墨尔本的当地文化，还能感受墨尔本学子的学习环境，和“学霸们”来个“零
距离”接触。
开放时间：10:00-21:00（周一到周四）；10:00-18:00（周五到周日）
门票价格：免费
如何前往：乘坐电车 1、3、3a、5、6、24、30、36、64、72 至 La Trobe St/Swanston St 站下车即可
怎么玩：图书馆外的广场非常值得你拍照留念，而且常常会有人在下大型国际象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较量一番。另
一方面图书馆内部分区域是不允许拍照的，而且也一定要记住低声说活，以免打扰他人。

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尔本大学是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成立于 1853 年，也是维多
利亚最古老的学校。校园内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与多栋新式
教学大楼交相辉映。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VIC 3010
如何前往：乘坐电车至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站下车
注意事项：墨尔本大学占地面积比较大，校园也是开放式的，很
容易会在里面找不到方向。还有由于平时校园内可能有学生在上
课或学习，在经过某些比较安静的教学区时，尽量将音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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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水族馆（Melbourne Aquarium）

墨尔本水族馆位于亚拉河畔 , 离市中心不远。馆内有 500
多种海洋生物，若对澳洲特有的海洋生物感兴趣，游客还
可选择近距离观察，甚至可以触摸各种海洋贝类。
开放时间：09：30-18:00，最后入场时间是 17:00，圣诞
节不开放
门票价格：成人 19.9 澳元，儿童 9.9 澳元，家庭票（2 大人，
2 儿童）49.9 澳元
景点位置：King St & Flinders St, Melbourne VIC 3000
如何前往：可乘坐 70 或 75 号电车，在 Flinders St下车。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Melbourne）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植物园之一，园内有着大量世上罕见的澳洲本土植物。皇家植物园建于 1845 年，但至今仍保留
了 20 世纪的建筑风格。许多历史名人在这亲手种下纪念树，如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加拿大前总理迪芬·贝
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等。
开放时间：06:30-20: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Birdwood Ave, South Yarra VIC 3141
如何前往：可乘坐 3、6、8 路公交车或 67 号电车，约 15 分钟可到
怎么玩：喜欢珍稀植物的游客千万不要错过，对景物景观感兴趣的摄影爱好者也可以趁此机会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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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景点3

墨尔本博物馆（Melbourne Museum）

墨尔本博物馆是南半球最大的博物馆，极富现代感的造型使
得它与墨尔本皇家展览馆的古典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内
部分馆众多，如澳洲历史馆、未来馆、动物馆、科技馆、原著
民艺术馆等。
门票价格：成人 14 澳元，儿童（16 岁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景点位置：11 Nicholson St, Carlton VIC 3053
如何前往：可乘电车 86 或 96 到 Nicholson and Gertrude St，或
者做免费的环城电车到 Victoria Parade 站下车。
怎么玩：如果你对科学、文化、艺术感兴趣，墨尔本博物馆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维多利亚艺术中心（(Victorian Arts Centre）

这里是大型交响及古典作品演奏会的专用演出场地；除此之外，由于外形
构造独特，它还是当地醒目的地标，有着尖尖的塔顶、造型特别的裙摆，每
当夜幕降临，这座塔便开始不断变换颜色，光彩夺目。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2:00-14:30，周六 10:30-12:00，周日 12:15-14:15
门票价格：免费，若想更深入了解，可以参加讲解参观之旅，大概 20 澳元，
儿童 15 澳元
景点位置：100 St Kilda Rd, Melbourne VIC 3004
如何前往：可以坐车到墨尔本 CBD，往 St Kilda 路方向走几分钟就到。
怎么玩：周日 10:00-16:00 有集市，来自维多利亚州的诸多艺术家会在草坪
上展示自己的手工制品，如考拉等动物造型的钥匙链、包包等小物；还有
小食摊位，可以吃到新鲜出炉的华夫饼、蛋糕、冰淇淋等美味。

丹顿农山脉（Dandenong Ranges）

墨尔本丹顿农山脉是维多利亚州的葡萄酒产区，这是一座绿色的王国。这里最有特色的便是澳洲最古老的蒸汽火车普芬比利
号，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旅游观光项目之一。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但若坐小火车需要买票，票价取决于游客的目的地，来回在 32-71.5 澳元不等，单程票在 24-47.5 澳元不等
景点位置：Dandenong Ranges, Mount Dandenong VIC 3767
如何前往：从墨尔本市中心乘坐贝尔格雷夫线 (Belgrave Line) 火车到 Belgrave Station 下车换乘 694 路公交，便可抵达山顶。
建议自驾前往。
怎么玩：若喜欢植物和动物、对这种古老的蒸汽火车感兴趣的游客，又或者对葡萄酒有兴趣的游客，这一程绝对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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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火车站（Melbourne central station）       

墨尔本中央火车站又名福林顿斯大道火车站，或南十字星车站，是墨尔本市的总站，这里有维多利亚州内及跨洲的火车，也是
澳大利亚最古老的火车站。这幢米色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已有百年历史，火车站周边有各种咖啡馆、餐厅、美术馆、草坪或电影院，
附近树木居多，环境很好，很适宜作为一天游玩的开始。
开放时间：在外部参观拍照全天都可以，若是乘坐火车需要注意具体的时间表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Flinders St, Melbourne VIC 3000
如何前往：可乘坐火车至 Flinders Station，或者乘坐电车至 Flinders St 站下车
拍照指南：这座历史悠久的火车站十分具有欧陆特色，正对火车站的对街是最佳摄影地点。

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Swanston St 和 Flinders 
St 交叉口，就在中央火车站斜对面，也是墨尔本著名的地
标建筑之一。这座教堂是 1891 年由英国建筑师威廉巴特
费设计，是墨尔本最早的英式教堂。而且教堂周二到周五
17:10 有唱诗班的演唱，每周六还有中文礼拜仪式。
开放时间：办公室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9:00-17:00，商店
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 10:00-15:30，周日 12:00-15: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Flinders Ln & Swanston St, Melbourne VIC.3000
如何前往：可乘坐电车至 Flinders St下车。
拍照指南 & 注意事项：在教堂外部可以随意拍照，但在教
堂里拍照时需要授权的，需购买 5 澳元的许可证。在当地
人做礼拜的时候请不要拍照。每天 10:45、11:15、13:30 和
14:00 有免费的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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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5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1 2
咖啡

自从咖啡引进澳洲，澳大利亚人对咖啡的狂热之情便从未消
退过。据说每个澳大利亚人平均每年都能消耗 2.4 公斤的咖
啡，以至于澳洲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咖啡店。对于澳洲人来说，
咖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来到墨尔本，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这里的咖啡文化。
推荐餐厅：Brother Baba Budan
推荐理由：这家店设计独特，广受好评，咖啡味道醇厚，令人
难以忘怀。
地址：359 Little Bourke St., Melbourne VIC 3000
价格：人均 55 元人民币
营业时间：07：00-17:00

TOP 1 
咖啡
对于澳洲人来说，咖啡不仅是饮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TOP 2 
牛排
鲜嫩多汁的牛排，只是看一眼已经垂涎欲滴。

TOP 3
海鲜
澳洲无疑是海鲜的天堂，如果忘记这件事定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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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排

澳大利亚盛产牛肉，来到墨尔本怎么能不试试当地的牛排？鲜嫩多汁的牛排，只是看一眼已经垂涎欲滴。听着餐厅内悠扬的音
乐声，再用刀叉慢慢切割牛排，送入口中是何等的味美？别忘记与对面的人一起举杯，享受酒与肉交融在一起的绝世口感。
推荐餐厅：Cumulus Inc.
推荐理由：Cumulus Inc 是一家主打欧洲现代美食的餐厅。店内环境多为实木椅，餐具简洁大方，搭配上柔和的灯光，让人放松。
地址：45 Flinders La,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价格：人均约 255 元人民币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07:00-23:00；周末 08:00-23:00

海鲜

澳洲无疑是海鲜的天堂，来到澳洲的你如果忘记这件事那
一定会后悔此行。个头硕大饱满的澳洲龙虾、口感紧实鲜
美的生蚝、鲜甜可口的大马哈鱼……生长在澳洲纯净的海
水之中，每一口海鲜吃起来都仿佛沾染了自然的清新。
推荐餐厅：Waterfront Southgate
推荐理由：推荐招牌海鲜拼盘，吃澳洲海鲜吃到过瘾！
地 址：Southgate Avenue|Shop 20/3,Melbourne,Victoria
3006,Australia
价格：人均 70 澳元
营业时间：11:00 - 22:30

雪糕

墨尔本城市内随处可见雪糕店，店内有着各式各样的雪糕。
即使不太喜欢吃甜的，拿着一根可爱的雪糕走在墨尔本的
街头，让它和墨尔本的建筑合个影也是别有趣味。
推荐餐厅：Aqua S 
推荐理由：Aqua S 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它独有的海盐口
味的雪糕，还有经常换的菜单，可以自选雪糕，通常除海盐
外还有两个口味供选择，可以混搭海盐和任意口味。 
地址：16 Red Cape Ln, Melbourne VIC 3004
价格：人均 20-30 元人民币左右
营业时间：12: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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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

澳洲人非常喜欢在饭后吃甜品，墨尔本
也有许多造型精致可爱，口感甜蜜可口
的甜品品牌。例如看起来吹弹可破的雨
滴蛋糕、少女心爆棚的蘑菇甜品、色彩
绚丽又不失小清新的 Hotcake、造型可
爱诱人的薄饼卷蛋糕、轻盈灵动的蜂巢
冰淇淋等等，让你眼花缭乱，只想永远
留在墨尔本。
推荐餐厅：The Kettle Black
推荐理由：极富设计美感的店面装修，
搭配清新可口的甜品，你会愿意在这里
待上一下午的！
地址：50 Albert Road, South Melbourne, 
VIC 
价格：人均 30-40 元人民币左右
营业时间：11:30-24:00

披萨

说到澳大利亚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那肯定就是披萨了。
墨尔本的披萨两个特点：量大、便宜。若是对披萨情有独
钟的话，可以来尝尝墨尔本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披萨！
推荐餐厅：Dominos Pizza
推荐理由：价格实惠，外卖速度快，分量充足，很适合能吃
的朋友们。
地址：2/121 Grattan St, Carlton 3053
价格：人均 50 元人民币左右
营业时间：11:00- 次日凌晨 1:00

中餐

在墨尔本的中餐馆，可品尝到不同的应季海鲜：皇帝蟹、龙虾等，
这里也有人们很想试试的袋鼠肉，还有澳洲一些特有的动物
肉。不仅如此，在早市、午餐时段有些餐厅还能“饮茶”。
推荐餐厅：食为先
推荐理由：比较老字号的一家店，以中国风为主题的装修风格
吸引了很多中国游客前往，也为大家带来了故乡的味道。
地址：131-135 Little Bourke St, VIC 3000
价格：人均 100-150 元 人民币
营 业 时 间：周一至 周五 11:30-15:00，17:30-23:00；周末 11:00-
15:00，17:3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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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维多利亚市场

在维多利亚市场的 Food Court，有各种不同的熟食；市场里有着新鲜的食材，包括生蚝、肉类和鱼类。若买完晚餐的食材，却
懒得做午餐的话，可以在那儿品尝下不同地方的美食。维多利亚市场最受关注的就是夜市，在这里你会见到许许多多奇奇怪怪
的美食：用面包做碗的奶油汤、炒面面包等。若你是个吃货，绝对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美食种类：新鲜的蔬果、海鲜、各类熟食。
价格水平：若是购买食材，取决于所买的种类和多少，价格比较实惠；若是在夜市，人均大概在 100 元左右。

唐人街

唐人街虽然叫唐人街，但并非只有中餐，里面还有日料、德国餐西餐等不同种类的饭店。说不定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就能遇到
价格和品质都完美的餐厅。在这里品尝了龙虾或者皇帝蟹等海鲜后，还可以去旁边的甜品店吃一份甜品。
美食种类：各种各样，中餐为主。
价格水平：因店而异，大部分人均 70 元左右

联邦广场

联邦广场附近有许多的餐饮店，坐在咖啡厅里欣赏鸽子聚在一起叽叽喳喳也是这里的特色，甚至鸟儿飞到你的桌子上也不奇怪。
这里的咖啡厅最主要的就是咖啡和薯条的搭配，喜欢甜食的朋友也可以尝尝他们的蛋糕。若天气炎热，点一杯冰咖啡或者阿
芙佳朵来消消暑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美食种类：咖啡和各种搭配咖啡的食物。
价格水平：人均 60 元人民币左右

墨尔本殖民电车餐厅

殖民电车不仅是电车，更是餐厅，这是一处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体验之地。在这儿你能享受到最地道的澳洲西餐美食，只可惜
这家“餐厅”需要提前预约，而且价格也不菲，若感兴趣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哦。
美食种类：西餐
价格水平：午餐 440 元人民币起，晚餐 640 元人民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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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6
最热榜单1

TOP 1  澳洲葡萄酒

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大的葡萄酒出口
国之一，从墨尔本开车出发，往东一个
小时就是亚拉河谷（Yarra Valley），这
里是世界一级葡萄酒产地。这儿最出名
的就是亚拉河谷的霞多丽和黑比诺。
价格水平 : 因品牌而异
推荐购买地点：各大红酒专卖店

TOP 2 奶粉

由于澳大利亚是世界最大的奶源地之一，
而其奶质也同为世界一流，所以澳洲奶
粉则成为了最受国人追捧的海购奶粉。
在当地市场上销售的澳洲奶粉品牌有
Aptamil、Anmum 等等。
价格水平：30 澳元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各大药房或超市

TOP 3  SWISSE 保健品

Swisse 是澳洲药房保健品中最优秀、
最高品质的品牌。使用高质量的天然材
料、超过 25 年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
致使 Swisse 成为在澳洲本土最负盛名
的保健品。其产品种类繁多、针对性强。
价格水平：一般 30 澳元起一瓶
推荐购买地点：各大药房或超市

TOP 4  UGG 雪地靴

澳大利亚的畜牧业非常发达，加上先进
的加工业，使得羊毛制品非常受欢迎。
UGG 作为比较知名的澳大利亚品牌，自
然很受国人青睐。而且款式相对比较多，
UGG 有的鞋子内部有羊毛，保暖效果非
常好。
价格水平：150 澳元起一双
推荐购买地点：各大商场鞋店

TOP5 Sukin 苏芊

Sukin 是澳洲天 然护肤品，100% 天 然
有机产品。Sukin 采用 100% 活性物质，
所有产品均由澳洲天然草本植物提取。
因此保质期有些短，都是 1 年左右。 
价格水平：10 澳元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伯克街

最佳购物时间

每年圣诞节前后，澳洲各商场的打折力
度可与美国的“黑色星期五”相媲美，
尤其是在 12 月 26 日这天，澳洲人称其
为 Boxing Day，GUCCI、BURBERRY、
TIFFANY、PRADA 等各名品店甚至最高
会有 5 折优惠，引得无数姑娘为之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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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地点2 

伯克街 Bourke Street

伯克街有许多时尚店铺，其中最 值得 推 荐的是 Myer 和
David Jones——这里有着最好的本土和国际品牌设计师
作品。由于伯克街的核心区域只允许电车和行人通行，因此
有着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边逛边欣赏这种另类的街头艺
术也是极好的。
必败好货：Myer，David Jones
地址：Bourke Street VIC 3000
交通方式：乘坐电车至 Bourke Street

柯林斯街 Collins Street 

有“澳大利亚第一街”之称的柯林斯街长约 2 公里，是南半
球最为著名的奢侈品购物中心，这里有 Armani、Chanel、
Gucci、LV、Prada 等知名的奢侈品牌店铺，因此吸引着游人
前往“扫货”。
必败好货：各种奢侈品
地址：Collins Street VIC 3000
交 通 方 式：乘 坐 电 车 到 Elizabeth Street 或 者 到 Flinders 
Street 的中央火车站，都可以看到 Collins Street 的路牌

维多利亚市场 Queen Victoria Market

维多利亚市场从 19 世纪中期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澳洲乃至
南半球规模最大的露天市场，无论是海鲜、水果还是衣服，
或者是纪念品，这里统统都有。
必败好货：本地特产食品
地址：513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3000
交 通 方 式：可以 乘 坐 19，57 或 59 号电 车去到 Elizabeth 
Street –stop 7，或者 55 号电车到 Peel St- stop 9

堪布维尔周日集市 Camberwell Sunday 
Market

堪布维尔集市是墨尔本市区周边最有名的二手集市，它只在周
日上午开放，需要淘货的朋友们记得规划好时间。相比维多利
亚市场，这里更接地气：各种旧货、古董和艺术品，花样百出、
千奇百怪，总能吸引很多的当地人驾车前来。
必败好货：各种艺术品
地址：Market Pl, Camberwell VIC 3124
交通方式：乘坐 70 号电车到 Camberwell Market 站，或者乘
坐 72 号电车到 Camberwell shopping Centre/Burke Rd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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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7
墨尔本市中心
45% 旅客的选择

皇冠赌场附近
25% 旅客的选择

中央火车站附近
20% 旅客的选择

希莱斯维尔自然保护区
5%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墨尔本图书馆、

联邦广场

亚拉河、皇冠赌场、

墨尔本水族馆

联邦广场、墨尔本大学、墨

尔本博物馆
希尔斯维尔野生动物保护区

交通 电车、公交车路线发达
有数个公交车站，

可步行至市中心
步行可达墨尔本中央车站 乘坐 685 路公交车可到达

均价 600 元起到 1200 元 2000 元起 800-1100 元 1100 元起

优点
地理位置优越，

高品质酒店较多

环境优美

夜晚可沿河观光

邻近中央火车站，

方便游览墨尔本周边景点

 地处亚拉河谷，环境优美

有机会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缺点 住宿条件不等 费用高昂 费用偏高 距离市区较远

适合谁 中高收入人群、购物党 高收入人群、情侣 观光党、中高收入人群 家庭旅游、野生动物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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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8
外部交通1

飞机

墨尔本泰勒马林国际机场 (Tullamarine Airport) 有 27 家国际航空公司在此提供服务。该机场距离市区约 22 公里的城市，行
车最多 25 分钟。旅行的高峰时间是在夏季（11 月和 1 月之间 ），特别是在圣诞节前后。可从广州搭乘南方航空航班直达墨尔本，
具体航班信息如下：

从墨尔本机场到市区：

机场大巴 Sky Bus

从墨尔本机场出来，旅行者可以乘坐机场大巴，20 分钟到达墨尔本 CBD 的南十字星火车站，然后在南十字星火车站换乘免费
小巴士到预定的酒店。机场大巴全天 24 小时都有，每 10 分钟一班。票价如下：

机场巴士 Star Bus

如在 05:00-19:00 之间抵达墨尔本，也可以从墨尔本机场乘坐 Star Bus，价格与 Sky Bus 差不多，而且还可直接送到酒店门口。
票价为每人单程 18 澳元；往返 30 澳元。

航线 航班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间 班期

广州 - 墨尔本  CZ321 21:00 8:40（+1 天） 9 小时 40 分 周一至周二、周四至周日

广州 - 墨尔本 CZ321 20:55 8:40（+1 天） 9 小时 45 分 周三

广州 - 墨尔本 CZ343 09:00 20:30 9 小时 30 分 每天

墨尔本 - 广州 CZ322 22:30 6:00（+1 天） 9 小时 30 分 每天

墨尔本 - 广州 CZ344 10:30 18:10 9 小时 40 分 每天

* 以上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 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成人 4-14 岁小朋友 4 岁以下

单程：19 澳元

往返：38 澳元

单程：9 澳元

往返：18 澳元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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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通2

 火车

位于福林德街 (FlindersStreet) 和史旺斯顿街 (Swanston Street) 交叉路口的福林德街火车站，既是始发站也是终点站；南十
字星火车站 (Southern Cross Station) 则是墨尔本区域和州际铁路网的中心。与公共汽车一样，火车也存在分区的情况，分为
2 小时和全天票。

墨尔本市内火车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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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巴士（City Circle）

古老的环城巴士围绕着墨尔本城市行驶，其中的 35 号电车免费让人乘坐。
运营时间：周日至周三 10:00-18:00；周四、五、六 10:00-21:00，每 12 分钟一趟，随时上车下车。

出租车

墨尔本当地的出租车均为黄色，出租车常在酒店门口聚集。乘坐出租车的起步价为 3.2 澳元，此后每公里收费 1.62 澳元，而面
包车则是每公里 2.42 澳元；在夜间 12 点至凌晨 5 点会有 20% 的附加费。

公交卡及旅游套票

在墨尔本公，无论是乘坐电车、火车还是公共汽车，都可以使用一卡通 Myki 卡乘坐，上车刷卡，下车再次刷卡即可。外国旅行
者在墨尔本暂无优惠票资格。
购买地点：火车站售票窗口、便利店、Myki 专卖店、巴士站点
充值地点：卖卡的地方通常都提供储值服务
交通费用：Myki 卡以时间和区域收费，具体情况如下：

2 小时以内 超过 2 小时 周末

3.5 澳元 7 澳元 全天 3.5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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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9

也许，
人们向往墨尔本的理由，

只需要一个，
那就是，

这座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它能带给你所渴望的纯净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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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墨尔本到阿德莱德，畅享大洋路海岸
风光自驾之旅
# 自驾游 # #  澳洲风光 # #  绝美海景 #

旅游天数：7 天
行程亮点：领略澳大利亚东南海岸迷人风光，享受自驾的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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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墨尔本 - 吉隆市 - 托尔坎 - 洛恩

在墨尔本市区吃过早餐后，可以在 Frankin St 租车（一般要提前 2-3 星期预约），
准备开始你的自驾之旅。要知道澳洲可是世界上最适合自驾游的国家之一，在广
袤的土地上一路畅行，享受沿途海岸风光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澳洲体验。从墨尔
本驾车出发，第一站先前往贝勒瑞恩半岛上的吉隆市，旅行者可以在这里沿海漫步，
参观当地的葡萄酒庄园，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在海滩边游泳哦！

经过吉隆市，到达大洋路的起点托尔坎。托尔坎通往维多利亚州滑浪海岸，
旅行者可以在这里体验贝尔斯海滩冲浪或是参观这里的滑浪博物馆。前往托尔坎
一路上的风景也很壮观，公路两边有时是悬崖，为你的自驾之旅增添了几分刺激。

离开托尔坎之后，下午尽量早点赶到洛恩小镇，让自己可以尽情享受这个度假
胜地的乐趣。洛恩小镇不仅有阳光沙滩、森林瀑布等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有许多
精品艺术画廊和特色商铺，这里每年还会举办瀑布音乐节，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
来此游玩。来到洛恩，不妨卸下疲惫，去咖啡厅里喝一杯澳洲咖啡，享受小镇悠闲
自在的度假生活。

夜晚，旅行者可以住在洛恩小镇的酒店里，如果准备周全的话，也可以在在
此露营，领略小镇的星空美景。

洛恩 - 阿波罗湾 - 大奥特威国家公园 - 十二
门徒岩 - 仙女港

早起收拾好东西，跟洛恩小镇说完再见即可驾车前往阿波罗
湾。这一路上的风景与前一天相比更是多了几分惊险的美丽，旅行
者可以体验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茂密森林的奇特风景。途
中经过大奥特威国家公园时可以下车游览，这座公园环境幽静，
园内还有着原始雨林、萤火虫洞穴、激流瀑布等各类险奇的自然
景观。公园内的奥特威角灯塔有着 100 多年的历史，不妨看看。午
餐可以选择在天堂海滩上来一次与海洋的野餐约会，对着海浪与
岩石品尝澳洲美食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沿着海岸继续行驶，旅行者就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十二门徒
岩啦！这些南大洋中矗立的嶙峋岩石，造型奇特而巍峨，让人不禁
感叹大自然的神奇。旅行者可以走上木板道上拍照留念，还可以
到附近的小路上走走，感受这片海域的壮美。

下午沿着沉船海岸继续前行，据说曾经至少有 700 艘船被沉
船湾汹涌的海浪吞没，让人感叹大自然美丽之后又不禁想起它的
残酷。经过沉船湾，旅行者还将路过华南埠，这里的洛根海滩会在
每年的五月至十月间，吸引南露脊鲸在此产子，不过不一定会见到
哦。天黑之前抵达仙女港，这里有澳洲最大的海狗群，旅行者还可
以乘船靠近海豚、鲸鱼等海洋动物，晚上住在仙女港的乔治亚式
住宅里，了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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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纳瓦拉 / 洛贝 - 纳拉库特岩洞国家公
园 - 兰汉溪 - 维特港

如果是从库纳瓦拉出发，可以一路驱车向北，前往被选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纳拉库特岩洞国家公园。这个公园最特别之处在
于园内有 26 个石灰岩洞，洞中有着巨型有袋动物的骨架化石，
是你在别处一定见不到的奇观。之后，旅行者可以经过泰勒姆湾，
越过穆理河，前往菲尔半岛上的古董中心斯特拉撒尔班，午餐定
在这里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从洛贝出发，也可以驱车向北，穿过金斯顿东南，在此
品尝最新鲜地道的澳洲海鲜，参观历史悠久的佳发角灯塔。如
果对鸟类感兴趣，还可以沿着库荣湖划划独木舟或乘坐小艇观
赏丰富多样的湿地鸟类，跟着当地向导了解此处的原住民文化。
随后，经过惠灵顿，越过穆理河，前往斯特拉撒尔班。

下午，从斯特拉撒尔班出发前往兰汉溪，这是一片历史悠
久的河港，如今也是澳洲有名的葡萄酒产区。游览完兰汉溪后，
旅行者可以在埃利奥特港的布马海滩体验冲浪的畅快，随后驱
车前往维特港。维特港在十九世纪以前，以捕鲸而出名，现在却
成为了非常适合钓鱼、潜水及浮潜的度假胜地。晚上住在维特港，
度过愉快的渔港之夜。

4
DAY

3
DAY

仙女 港 - 波特兰 - 尼尔森 - 甘比尔山 -
蓝湖 - 库纳瓦拉 - 洛贝

早起吃过早餐，在清新的空气中出发前往波特兰。波特兰
是维多利亚州第一个欧洲人的定居地，这里有很多老建筑，可
以细细欣赏这些历史遗产。还可以去海边，看渔船们收获丰
收的热闹场景。之后沿着海岸驾车前往尼尔森地区。途中不
可错过尼尔森角州立公园，旅行者可以站在海崖边眺望远处
的海湾，探索神秘独特的石化森林，或是绕过海角欣赏海狗。

玩到尽兴后，回到公路上继续前行。从尼尔森路过南澳
大利亚州的边界，即会抵达甘比尔山。甘比尔山附近的风景十
分优美，这座古老的死火山四周环绕着大大小小的火山湖，
其中最美的莫过于蓝湖的湖水呈现完美的钴蓝色，吸引了大
量旅行者来此，只为沉醉在那汪湖水之中。

欣赏完甘比尔山和蓝湖的美景，旅行者可继续驱车向北，
前往库纳瓦拉。库纳瓦拉最出名的是这里的赤霞珠葡萄酒，
喜欢澳洲红酒的你怎么能错过？如果你对红酒没有兴趣，也
可以驾车穿过石灰岩海岸的渔村，前往洛贝。洛贝风景如画，
旅行者可以在这里品尝当地的龙虾，再去长滩游泳或漫步也
十分惬意。夜晚时分，旅行者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住在库
纳瓦拉或是洛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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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Y

阿德莱德大学 - 多伦斯河 - 南澳大利州
立图书馆 - 圣彼得大教堂

吃过早餐后，旅行者可以步行前往阿德莱德大学，这是
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走在校园里，仿佛进入了梦幻
的童话城堡。在这个大学里，你不可错过的就是阿德莱德大
学的图书馆，既有现代的休闲区，也有传统的阅读区，不管哪
种风格，都可以让你感受独属南澳的校园浪漫。

从图书馆出来后，走在多伦斯河畔上，静享阿德莱德的
静谧。租一艘船，泛舟在多伦斯河上，享受着悠闲的下午时光，
还能欣赏到两岸的美丽风景。当明媚的阳光洒在多伦斯河上，
成群结队的小鸭子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嬉戏打闹，美不胜哉。
游完多伦斯河，旅行者可以步行至南澳大利州立图书馆，这
个图书馆见证了南澳的历史，几乎和阿德莱德是同步成长的，
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移民是如何在阿德莱德白手起家的，收藏
了很多古老的图书资料。

下午，从图书馆步行至圣彼得大教堂，因为阿德莱德以前
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当地有很多的英式教堂，圣彼得大教
堂是最有名的一座天主教堂，哥特式尖顶的大教堂十分宏伟
壮观。

夜晚，去一家你喜欢的餐厅大饱口福，吃完晚饭早点回到
酒店休息，做个好梦。

维特港 - 菲尔半岛 - 阿德莱德

从维特港出发前往阿德莱德的途中，旅行者可以先去菲尔半岛走一走。这里景点众多，你可
以前往花岗岩岛看可爱的小企鹅，如果恰逢 6 月至 10 月期间，说不定还能看到迁徙的鲸鱼。随后
旅行者可以在英康特单车路上骑行，欣赏沿途街道风光，或是去泽维斯海角体验在栈桥上钓鱼的
乐趣。

下午，驾车沿着圣文森特湾的海岸出发，中途经过塞利克斯海滩和奥丁格海滩时可以下车去
海滩戏水游泳，随后穿过罗盘山和岩卡里拉山，一路上能看见两边绵延起伏的绿色山丘，令人心旷
神怡。如果时间尚早，不妨再去麦拿伦谷的葡萄酒产区里看看，参观这里的艺廊，品尝葡萄酒。

天黑之前，驾车抵达阿德莱德的酒店后，早点休息，为次日游玩补充好体力。

5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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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尔海滩 - 克莱兰德野生动物保护区 - 阿德莱德山

早起从阿德莱德的市中心驾车前往格雷尔海滩，这里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美景的好地方，还能见
到世界上最友好的海豚。你可以加入“海豚同游”（Temptation Sailing）游程，沿着波光粼粼的海
岸线游览，躺在 17 米宽的双体游艇上放松休憩，说不定还会有海豚一跃而起向你致意，还可以下水
和海豚亲密接触，互致问候，相信这段行程将会特别的难忘哦！结束和海豚的亲密接触，自驾前往
克莱兰德野生动物保护区，旅行者可以在这里与南澳的袋鼠、考拉进行近距离接触，还可以抱着考
拉照相哦。看完动物之后，如果还有时间，还可以开车到阿德莱德群山，欣赏澳洲落日美景。

晚上，前往机场，乘坐南方航空航班从阿德莱德飞往广州，回到舒适的家。

7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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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 悉尼双城观光体验之旅
# 澳洲风光 # #  纯净自然 #

旅游天数：5 天
行程亮点：感受澳大利亚两大城市的不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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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Y

墨尔本中央车站 - 圣保罗大教堂 - 联邦广场 - 亚
拉河 - 维多利亚市场

前一晚如果睡得很好，这一天不如稍微起早起去市内寻找地道的西式
早餐店，让一顿美味的澳式早餐叫醒你的步伐，之后就可以精神满满的去
墨尔本最古老的车站游玩啦！沿着 Swanston St 一直走就可以到 Flinders 
Station，这片区域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参观完中央火车站之后还可以慢慢
游玩，之后可步行至旁边的圣保罗大教堂。

由英国人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外观造型优美，来到教堂边别忘记找好
角度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从教堂出来后，再去联邦广场看看鸽子，在墨
尔本这座慢节奏的城市里，让自己慢下来才是最好的打开方式。联邦广场
附近也有许多咖啡厅和餐厅，午餐可以安排在这里，一边吃着炸出来的新
鲜薯条，一边喝着香浓的咖啡，何尝不是一种惬意享受？

吃饱喝足之后，可以去亚拉河散散步。联邦广场就在亚拉河的旁边，
走几步就能见到这条墨尔本人的母亲河，亚拉河两岸风光很美，沿着亚拉
河慢慢散步，还可以看到河岸两边繁华的商铺。散完步后，可以去亚拉河附
近的购物中心逛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好物。之后再到维多利亚市场，
这是墨尔本最热闹最受旅行者欢迎的市场，里面琳琅满目的食材会让你
眼花缭乱，所以别犹豫，尽情买买买，还能挑选一些新鲜水果和食物留在
第二天游玩的路上吃。

吃过晚餐，继续回到亚拉河欣赏墨尔本的夜景，之后早点回酒店好好
休息，做个好梦！ 

皇家植物园 - 维多利亚省立图书馆 -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
学 - 墨尔本大学 - 唐人街

乘坐南方航空航班抵达墨尔本后，前往酒店办好入住手续，稍事休息即可出门前
往墨尔本皇家植物园。姹紫嫣红的鲜花与种类繁多的植物，让你充分体验到这座全
球最宜居城市的自然之美，鲜花也能带给你无与伦比的好心情哦！

游览完皇家植物园后，再去维多利亚省立图书馆看看吧！图书馆有着非常独特的
建筑设计，吸引了许多青春飞扬的澳洲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你也会发现图书馆前的广
场和草坪上总是很热闹，在图书馆前还有两个巨型的国际象棋棋盘，趣味十足，是能
让你感受墨尔本人生活方式的好去处。

下午，沿着 Swanston St 步行可至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走在这座历史悠久的
大学，看看校园内那些谈笑聊天的大学生，你会不禁感叹澳洲这片土地的自由开放。
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出来后，还可以前往墨尔本大学，体验这座澳洲高等学府的
校园风光。

在墨尔本大学的校园里逛到天色渐晚，可以选择乘坐电车，或者步行至唐人街解
决晚餐，品尝异国街头的中华美食。晚餐过后，若仍意犹未尽，可以选择往 Burke St
方向继续走，那便是墨尔本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在这儿你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商铺，
喜欢购物的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1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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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动物园 - 墨尔本水族馆

早起 乘 坐 55 路电车可以 从 威 廉 街直 达 墨尔本动 物园。这 座 建于
1857 年的动物园，是澳大利亚甚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你喜
欢的澳洲动物都能在这里找到，袋鼠、考拉、鸸鹋等等，所以别错过这个
机会，在园中与它们亲密接触吧！除了澳洲特有的动物，墨尔本动物园里
还有世界上最早用人工受精方法培育的大猩猩，色彩缤纷的蝴蝶屋和超
过 2 万种以上的植物。在欣赏灵动可爱的动物之余，看看争奇斗艳的花
花草草也很好，感受在澳洲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融合的自然。

从墨尔本动物园出来后，继续乘坐 75 路电车抵达澳洲水族馆，让海
洋动物带给你另一番特别的体验。墨尔本水族馆内有数百种海洋生物，
旅行者可以近距离观赏它们，还能亲手触摸那些珍奇各异的海洋贝类，
甚至还可以和大鲨鱼一起在水中畅游。在游玩的过程中，旅行者还可以
了解新奇有趣的海洋生物知识，十分有意义。

游览完水族馆，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前往机场乘坐飞机飞往悉尼。

悉尼歌剧院 - 海港大桥 - 悉尼皇家植物园

到达悉尼后，去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中午时分便可出来
自由活动。如果肚子饿了，不妨先去唐人街，让中华美食抚慰
你的胃。之后再前往悉尼最著名标志——悉尼歌剧院游玩。

旅行者乘坐免费巴士到环形码头下车即可到悉尼歌剧院，
在欣赏这座全悉尼最经典的建筑时，别忘记了歌剧院里每天
还会开放多次中文游览讲解，一定要报名参加，更能深入地了
解悉尼的历史与建筑。

从歌剧院出来后，可以步行至海港大桥，大桥连接着悉尼
港。海港桥附近有许多购物商场和餐厅，旅行者不妨在这儿享
受一杯咖啡当做是休息，还能顺道享受海港大桥的美景。咖
啡下肚后，可坐地铁至 St James 站，下车步行 7 分钟即可到
悉尼皇家植物园，呼吸着植物园的清新空气，再看看养眼的
花花草草，在这绿色的陪伴下结束这一天的游玩。

海德公园 - 圣玛丽大教堂 - 悉尼塔 -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享受完早餐后前往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欣赏公园的雕像与草坪、植物
之后，可以移步至马路对面的圣玛丽大教堂。教堂建筑风格尽显欧洲文化特色，
那些哥特式的建筑、标志性的铜尖顶，能为你拍下的照片增添不少复古魅力哦！

随后步行 5 分钟至悉尼塔，这便是“悉尼的最高处”。上方有旋转餐厅，需
提前预约，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在这悉尼塔顶享受美食的同时一览悉尼美景。
走下悉尼塔，前往附近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血拼，可以选择在这儿买手信带回去，
累了也可以在里面的商铺坐下，享受在繁华的悉尼的下午茶时光。

买好手信后，前往机场，乘坐南航航班飞往广州，结束此次完美的旅程。

5
DAY

4
DAY

3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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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郑重声明：
       本攻略部分内容来自于第三方或用户提供，且任何信息都存在滞后或会被更新的可能，因此南航不能保证在任何时
候任何信息都准确无误。您应谨慎判断确定相关服务及 / 或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责
任与损失。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