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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印象1

# 度假胜地 ## 阳光海滩 ## 潜水胜地 #

凯恩斯坐落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约克角半岛的
东海岸，是澳大利亚有名的旅游城市。这里有最原
始的热带雨林，最壮观的大堡礁海洋世界和最别具
特色的澳洲土著文化风俗。热带风情在这里尽情绽
放，正如这里的人们一样质朴而热情。

# 纯净至蓝的无忧之地
凯恩斯，一个缤纷、悠闲的城市，四季如春，热带雨
林区环绕，大堡礁的珊瑚群绵延千里，纯净的海洋
与沙滩，均是看不尽的澳洲美景。

# 阳光海滩的度假天堂
无论是去海滩晒日光浴，欣赏热情洋溢的土著歌舞，
还是潜入海底与热带鱼群共舞，或是自驾驰骋在广
袤的澳洲土地上，在凯恩斯，全是最惬意的度假时光。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凯恩斯

所属大洲 

大洋洲

外文名

 Cairns

所属地区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官方语言  

英语

面积 

约 488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棕榈湾 凯恩斯植物园 

绿岛 戴恩树热带雨林 

人口 

约 15.2 万人

特色美食 

澳洲海鲜 鳄鱼肉 雷明顿蛋糕 

牛排 澳大利亚坚果

南航航班信息 

南航已开通广州直飞凯恩斯

的航班

    

城市速览City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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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园内体验真土著风情
澳洲土著的传统风俗，是澳洲个性与精神的象征之一。

凯恩斯动物园内邂逅考拉
澳洲萌神小考拉，一个眼神便足以萌化你的心。

四英里海滩上赏壮美落日
金色的落日下，沙滩上的一切剪影都被镀上唯美的光辉。

大堡礁海底与热带鱼共潜
世界闻名的大堡礁，征服世界潜水爱好者的心。

棕榈湾里度一个完美假期
蓝天白云，清风白沙，这里的海滩为你守护一份静谧。

探索原始热带雨林的奥秘
在凯恩斯，原始自然的风情近在咫尺。

01

03

05

06

02

04

必做的事 To Do List

市区餐厅内享受海鲜大餐
龙虾、螃蟹、三文鱼……让澳洲海鲜为你带来最美好的回忆。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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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全国农业展

公历

八月
昆士兰州一年最 令人 期
待 的 节 日 莫 过 于 Ekka
皇 家 全 国 农 业 展，这 里
有 萌 萌 的 羊 驼 展 览、澳
洲 绵 羊 展 览，还 有 澳 洲
乡村美食展 览等 超 多种
特 色 展 览，很 有 意 思。

Travel Calendar旅游日历

最佳旅行时间
凯恩斯的最佳旅游时间应为 5-10 月，此时凯恩斯正值秋冬季，
气温适宜，雨量不多，十分适合户外出海或者浮潜。

凯恩斯土著文化节

公历

八月
20 日至 22 日

澳 大利亚唯一专门展示
昆士兰 土著艺术家传 统
和现代艺术作品的艺术
节，节日期间会举办土著
舞蹈、音乐、座谈会、艺术
家会 谈 及 儿童艺术展台
等各种现代的文化节目。

澳大利亚国庆日

公历

一月
澳大利亚国庆日是为纪
念首批欧洲人抵达澳洲
的日子，国庆日当天会有
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如
展览会、烟火晚会等，全
民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之
中，当天还会放假一天。

26 日

穿衣指南
凯恩斯四季如夏，艳阳高照，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要做好防晒，
备好墨镜、泳衣和速干透气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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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热带风情 3 日畅享之旅
# 大堡礁 # # 热带雨林 # # 澳洲风土 #

旅游天数：3 天
行程简介：集雨林的绿与大海的蓝于一体的热带风情之旅。

推荐行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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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港 - 绿岛 - 四英里海滩

早起出发前往道格拉斯港，尽揽大堡礁美景。大堡礁以
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而闻名世界，色彩斑斓的海洋世
界冲击着人们的想象，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往一探风采。
其中绿岛就是大堡礁群岛中的一座，沙滩洁白细软，珊瑚群
色彩斑斓，热带鱼群聚集，好一个梦幻的海洋世界。试着潜
水吧，去大海和美丽的鱼群们来场亲密接触，亲身体验人类
本身对大海的依恋。

随后前往四英里海滩。四英里海滩也坐落于道德拉斯港，
是一处适合度假的海滩。蓝天白沙，清风细浪，这座沙滩始
终独守着自己那份安宁的美。

晚上还可在附近餐厅享受一顿地道的澳洲海鲜大餐，就
近住宿休息，为第三天出行做准备。

凯恩斯植物园 - 棕榈岛

搭乘南航航班抵达凯恩斯后，开启为期三天的凯恩斯热带风情之旅。凯恩斯市内景点比
较集中，步行均可到达。首先前往凯恩斯植物园。这座有着多达一万株热带植物的植物园闻
名世界，穿行其中仿佛来到奇幻花园，各种各样鲜艳的热带花卉、水果、蕨类植物以及鳄鱼
等动物让人惊叹。

下午搭乘海滩巴士前往棕榈湾。在这碧海蓝天的无敌美景中，更难得的是那份不同于
热门景点的喧嚣，这里充满静谧的美感。在这里什么也不必做，单是晒晒日光浴，任意游泳
和潜水，便足以度过浪漫的一天。

晚上在棕榈湾度假酒店休息，伴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

2
DAY

1
DAY

戴恩树热带雨林 - 拜伦瀑布 - 丹翠树国家公园

早起乘车回到凯恩斯市区，搭乘库兰达热带雨林观光火车前往戴恩树热带雨林。这辆富有复
古风情的实木火车穿梭于原始热带雨林之间，自带奇幻色彩。抵达戴恩树热带雨林后，人人都将
为眼前所见的原始自然美丽所震撼。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黛恩树热带雨林还拥有
地球上最多的动植物种类，且面积广阔，一直延伸到昆士兰海岸，蔚为壮观。

下午，前往著名的拜伦瀑布。未到瀑布前已经远远听到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带来的咆哮之声。
这是一座覆盖着茂密原始丛林的深谷，磅礴的瀑布一泻千里，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此外还可
就近参观丹翠树国家公园，领略一般海景，一半热带雨林的自然景观，领略原始热带风光的魅力。

返回凯恩斯市区后，便可收拾行李前往酒店，回到温暖的家。

3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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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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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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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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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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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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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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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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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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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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2155200（总领事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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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4140111（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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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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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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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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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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补办护照或旅行证。
以下是关于丢失护照重新补办的说明：
①本人必须亲自到领事馆进行办理，并如实填写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
②递交本人近期护照相片 3 张。 
相片要求为：a、正面免冠彩色小二寸护照相片（48×33 毫米，人像头部宽度应在 21-24 毫米之间，头部长度应在 28-33 毫米之间）； 
b、相片应为光面相纸，照片背景应为白色或淡蓝色。
③提供能够证明当事人中国国籍身份的证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带照片的出生公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应使用 A4 纸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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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现在普通签证申请均由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受理，总领馆仅受理外交和公务签证申请。
申请地点：
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
地址：Level 5, 299 Elizabeth Street,Sydney NSW2000(Museum Station 火车站对面
联系方式：0061-02-94758800
网址：http://www.visaforchina.com.au
护照、公证、认证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am-12:00am（节假日除外）
签证服务：周一到周五，9：00am-3：00pm（节假日除外）
其它业务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am-12:00pm, 14:00pm-17:00pm（节假日除外）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 
地址：Level 9, 79 Adelaide St., Brisbane QLD 4000
电话：0061-7-32106509 转 200（领事侨务）0061-406318178（领事保护）
电子邮箱：Chinaconsul_bri_au@mfa.gov.cn 
网址： http://brisbane.china-consulate.org

签证延期2
是否可以申请延期：一般情况下，澳大利亚旅游签证是不能够延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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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不可抗性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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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为短期访问签证的申请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还是要满足以下 3 个条件：

1、只是出于探亲或旅游的目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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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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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Communication

Wi-Fi 覆盖程度：

凯恩斯的酒店、机场等公共场所有免费 WiFi 覆盖，餐厅等地
会提供 WiFi 密码。

随身 WiFi 租赁：

租赁地点：登陆南航官网即可租赁随身 WiFi，无限流量，多人
共享，按天数租赁。

Wi-Fi 网络2

国家区号与城市区号 1
 
澳大利亚国家区号： 0061  
凯恩斯城市区号 ：07

电话卡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自助游旅行者、

拨打电话较频繁的旅行者
不愿换电话号码的旅行者

优势
接听免费，拨打费用便宜

便利店充值方便

无需换号码

联系方便

劣势 流量较贵，需订流量包 漫游收费较贵

资费
推荐澳洲 Optus 卡电话卡，

2 澳元／天，可以无限上网并通话（包括拨打国内电话）
2.99 元 / 分钟

购买途径 机场、澳洲商店 /

注意事项
Optus 卡不含任何话费，旅行者使用前需根据自己停留日期先

充值才能使用，最低至少充值 10 澳元

如想减少漫游费用，可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接收

国内短信及电话，另一部手机装上当地电话卡再拨打

3

（资料来源：三大通信运营商官网。以上资费标准更新于 2017 年 06 月 15 日，开通国际漫游的方法、实际收费、注意事项请联系相关通信运营商）

凯恩斯位于东十区，比中国快 2 小时。就整个澳大利亚而言，
它有三个时区，如下：

时差 Tim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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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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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消费 Currency 
and Cost

货币兑换

1

2

在国内

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中国银行等国内各大银行兑换即可。需
要注意的是，部分网点可能没有澳币储备，建议提前预约兑换。

在国外

如出国之后需要兑换，可以去凯恩斯银行、机场以及市中心一
些小的兑换店，但是会收取不等手续费，建议旅行者最好在
出行之前于国内银行换好澳币。

银行卡使用3

·刷卡消费

目前，凯恩斯大多数酒店、购物中心、超市都可以使用银联卡
消费。游客可以在门口贴有“银联”标志的商户直接使用银联
卡消费，且免收 1％－ 2％不等的货币转换费。

·ATM 提现

旅行者也可以在标有银联卡标志的 ATM 上取款，如取澳元，
部分机器会收取一定费用。用国内的银联卡在澳洲 ATM 取
款的手续费有两笔：第一笔是由国内的开户行收取。费用大
概在 10-20 元 / 次。第二笔是 ATM 所属的澳洲银行收取，费
用大概在 2 澳元 -2.5 澳元。据银联规定，每天取钱的上限是
10000 元人民币等值的澳币。

消费水平4
凯恩斯的食宿消费算中等水平，一般餐厅人均消费水平是
60-200 人民币。

小费5
支付小费这一点在澳洲其实不是必须的，但如果酒店员工、
餐厅侍应、出租车司机为你提供了额外服务，可适当给点小费。
参考小费标准为：餐费的 10% ，搬运一件行李为 1 澳币，房
间清洁工为 2 澳币。

货币

参考汇率：（2018 年 3 月 9 日）

1 澳元 =4.9442 人民币

1 人民币 =0.2023 澳元

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元（AUD），简称澳元，其纸币面值为
100、50、20、10、5 澳 元，硬币面值 为 2、1 澳 元，以 及 50、
20、10、5 澳分（1 澳元等于 100 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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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240 伏特，频率：50 赫兹 
澳洲大多为三孔插座，电压为 240V，插口与国内三插几乎一样。
如需使用国内两孔插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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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建议提前购
买好变压器。

电源插座 Outlet

（1）旅行者游玩时，需要做好防晒工作；
（2）澳大利亚的汽车驾驶座在右边，靠左行驶，旅行者若是
自驾，需谨慎慢行，备好 GPS；
（3）最好不要晚上独自一人前往酒吧聚集区域。

注意事项 Matters 
Nee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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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在离开澳洲前 60 天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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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物品和发票没有问题后，他们会在发票上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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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澳大利亚某些健康产品免 GST，因此无
法申请 GST 退税。

当地报警：000
医疗救助：000
领事保护：0061-406318178

紧急求助 Emergency 
help

②服务：住宿、租车、旅游和劳务费等服务由于是在离开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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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可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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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4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TOP 1 
绿岛

TOP 2 
戴恩树热带雨林

TOP 4 
凯恩斯植物园

TOP 5 
道格拉斯港

TOP 3 
棕榈湾

绿岛（Green Island）

绿岛又名格林岛，位于凯恩斯岛屿，是大堡礁群岛中的一个珊
瑚礁岛。除了众多美丽的珊瑚礁外，绿岛还以洁白细软的沙滩
和多种多样的热带鱼群而闻名，每年吸引大量浮潜爱好者前
往享受海洋世界。
开放时间：09:00-17:00
门票价格：

成人票 儿童票 家庭票

88 澳元 44 澳元 220 澳元

景点位置：Green Island National and Marine Park, 
Green Island QLD 4871
如何前往：从凯恩斯码头搭乘大冒险号前往
怎么玩：乘坐玻璃底船欣赏珍奇珊瑚与丰富热带鱼群，还可
以参加浮潜。
拍照指南：色彩斑斓的热带鱼群是不可错过的镜头。
注意事项：大冒险号定时发车往返于凯恩斯与绿岛，8:30、
10:30 和 13:00 从凯恩斯出发，12:00、14:30 和 16:30 返回凯
恩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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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湾（Palm Cove）

棕榈湾是凯恩斯最有名的度假休闲胜地，有着最具热带风情
的雨林、棕榈树和白色的沙滩，是蓝天与大海的完美组合，且
环境清幽，度假设施齐全，因此也是许多新婚夫妇蜜月之旅
的大热之选。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139 Williams Esplanade, Palm Cove QLD 4879
如何前往：搭乘 110 路公交车至棕榈湾即可
怎么玩：尽情拥抱阳光沙滩，享受惬意的度假时光。
注意事项：在海边游玩记得做好防晒工作。

凯恩斯植物园（Flecker Botanic Gardens）

凯恩斯植物园是热带雨林植物的天堂，内有三千多种植物品
种，数量多达一万株，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除了欣赏丰富的热
带花卉、水果和蕨类植物，还可见到巨大的淡水鳄鱼等野生
动物，是与热带自然亲密接触的好去处。
开放时间：07:30-17:3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Collins Avenue, Edge Hill QLD 4870
如何前往：搭乘 131 路至 Collins Ave C87 站下车即到
怎么玩：去植物园享受野餐烧烤。
拍照指南：色彩鲜艳的热带雨林植物值得留影。
注意事项：尽量穿长衣长裤，避免蚊虫叮咬。

戴恩树热带雨林（Daintree Rainforest）

戴恩树热带雨林是除了大堡礁之外的昆士兰第二处世界遗产。它不仅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还拥有地球上最
多的动植物种类，热带雨林面积广阔，一直延伸到昆士兰海岸，是领略原始热带雨林自然风情的最佳之地。
开放时间：08:00-18: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2333 Cape Tribulation Rd, Cape Tribulation QLD 4873, Australia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从凯恩斯出发往相继北上 44 号公路、14 号公路至 Mossman Gorge Center 即到
怎么玩：自驾越野车体验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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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

道格拉斯港位于凯恩斯北部，是世界著名的大堡礁所在地。
这里曾为宁静的小渔村，是有着金色沙滩的昆士兰最独特的
度假胜地，人们可以享受潜水、水上摩托艇、滑水等休闲活动，
既安静又有趣，是远离尘嚣放松身心的理想场所。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Port Douglas QLD 4877, Australia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怎么玩：搭乘游轮巡航，享受大堡礁壮观美景。
注意事项：六七月可看到侏儒须鲸的身影；十一月份则可以
观看到珊瑚繁殖的壮观场面。

拜伦瀑布（Barron Falls）

拜伦瀑布是北昆士兰州热带雨林的历史遗迹单上最值得期待
的景点之一。瀑布从陡峭的悬崖上飞流直下穿过浓密的热带
雨林进入巴伦峡谷，发出雷霆般的咆哮声，升腾起巨大的水雾，
声势浩大，令人震撼。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Barron Falls Rd, Kuranda QLD 4881
如何前往：搭乘酒店大巴前往

Skyrail 发现远古热带雨林（Skyrail Rainforest Cableway）

Skyrail 有着比亚马逊雨林早几千万年的远古热带雨林，全长 7.5 公里的热带雨林探险之旅让游客亲眼见证电影《阿凡达》里
潘多拉雨林星球的灵感发源地，寻找源自侏罗纪上古世界各种动植物的踪迹，是来凯恩斯必做的“世界遗产级”热带雨林观
光体验。
开放时间：09:00-17:15
门票价格：

成人票 儿童票（4-14 岁） 家庭票（同一家庭内两个成人两个孩子）

50 澳元 25 澳元 125 澳元

景点位置：凯恩斯史密斯菲尔德 (Smithfield) 区 Western Arterial 路和 Cook 高速路的转角处
如何前往：凯恩斯绝大部分酒店会提供定时接送往返 Skyrail 的大巴，搭乘大巴前往即可
怎么玩：搭乘世界上最长的缆车，探索远古热带雨林的奥秘
拍照指南：从缆车上拍摄最具原始风情的热带雨林，拍出令人震撼的美感。
注意事项：雨林公园是受世界遗产保护的特殊场所，参观期间请务必走在通道上，也不要触碰和摘除任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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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里海滩（Four Mile Beach）

四英里海滩也是道格拉斯港一景。相比于热闹的大堡礁，四
英里海滩则显得格外宁静。纯净的海水与天空，细软的沙滩，
温柔的海风吹拂着热带树木，满足人们对度过一个惬意而静
谧假期的想象。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Four Mile Beach, Queensland, Australia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怎么玩：四英里海滩的落日是不可错过的美景。
拍照指南：夕阳的余晖将海滩映衬得更加温柔静谧。

小众景点3

库兰达热带雨林小镇观光火车（The Gulflander-Kuranda Scenic Railway）

库兰达小火车往返于凯恩斯市区与库兰达之间，外形充满复古风情，穿行热带雨林景观之间，森林、瀑布美景应接不暇，无论
是沿途景色还是火车本身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开放时间：据火车运营时间而定
门票价格：视火车票价而定
景点位置：Bunda Street, PO Box 930,, Cairns, Queensland, Australia
如何前往：搭乘的士前往
怎么玩：欣赏沿途的热带雨林风景。

凯恩斯夜间动物园（Cairns Night Zoo）

凯恩斯夜间动物园内栖息着众多热带动物，游客可以在这里
观察到猫头鹰、鳄鱼、袋鼠、考拉等动物的夜间状态，同时也
能观星，发现夜空中的南十字星座、大熊星座和其它著名的
星座。
开放时间：19:00-22:00
门票价格：

成人 儿童（14 岁以下）

34 澳元 17 澳元

景点位置：Cook Hwy, Palm Cove, Queensland, Australia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怎么玩：和袋鼠、考拉亲密接触，享受篝火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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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普凯文化公园（Tjapukai Cultural Park）

查普凯文化公园是一个了解毛利人文历史与文化的好去处。公园内经常会举办土著表演，晚上还有 Night Show，游客可参加
盛大的点火祭祀仪式，享受丰盛的自助餐和歌舞表演，还可与表演者合影留念。
开放时间：

日场 中午场 下午场 夜晚场

09:00-12:45 12:00-14:30 13:30-16:45 19:00-21:30

门票价格：
成人票 儿童 家庭

日票 62 澳元 42 澳元 166 澳元

夜票 123 澳元 75 澳元 321 澳元

景点位置：Kamerunga Rd, Smithfield QLD 4878 澳大利亚 西北 12 公里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怎么玩：体验回力标等毛利活动，欣赏富有特色的毛利歌舞。
拍照指南：画上地道的毛利妆容，和当地人来张有爱的合照吧！

丹翠树国家公园（Cape Tribulation, Daintree National Park）

丹翠树国家公园坐落于昆士兰州的最北部，距离凯恩斯约 100 公里，整个国家公园由苦难角和莫斯曼峡谷两部分组成，苦难
角是远近闻名的海湾景点，莫斯曼峡谷则有着壮观的热带雨林和山峦。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Cook Highway , Cape Tribulation , Queensland , 4873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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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5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1 2

TOP 1 

澳洲海鲜

TOP 2 
雷明顿蛋糕

TOP 4
牛排

TOP 5
澳大利亚坚果

TOP 3 
鳄鱼肉

海鲜

凯恩斯四面临海，海鲜众多，主要包括各种贝类、龙虾、澳洲泥
蟹等。凯恩斯当地的海鲜餐厅一般从附近市场取材，个大新鲜，
烹饪后更加鲜美可口。
推荐餐厅：食通天海鲜酒家
推荐理由：多次获得过昆士兰州最佳餐厅称号，人气颇高。
价格水平：40-90 澳元不等
开放时间：10:00-21:30
地 址：Rydges Plaza Hotel, 32–40 Spence Street, Cairns QLD 
4870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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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肉

鳄鱼肉外形似鱼肉，味道像鸡肉，富有嚼劲，且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是凯恩斯当地是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推荐餐厅：Dundee's Restaurant
推荐理由：以正宗美味的鳄鱼、海鲜肉著称的餐厅，不要错过。
价格水平：30-80 澳元不等
开放时间：11:30-23:00
地址：Harbour Lights, 3/1 Marlin Parade, Cairns City QLD 4870

雷明顿蛋糕

以昆士兰总督雷明顿爵士命名的蛋糕，也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甜点。蛋糕以黄油蛋糕为基础，裹上软巧克力，再撒上椰蓉，
成为澳洲国庆日最不可忽视的甜品之王。
推荐餐厅：Candy
推荐理由：最具澳洲风味的咖啡和甜点蛋糕，在这里都能品尝到。
价格水平：3-5 澳元
开放时间：09:00-21:00
地址：70 Grafton St, Cairns, Queensland 4870,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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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排

澳大利亚牛排是澳洲代表美食，无论是煎牛排、碳烤牛排还是牛肉馅饼，均保留着澳洲牛肉的筋道口感和高营养。
推荐餐厅：Tamarind
推荐理由：凯恩斯的人气餐厅，以澳洲菜系与亚洲菜系相融合为特点。
价格水平：30-50 澳元
开放时间：10:00-21:00
地址：35/41 Wharf Street, Cairns, Queensland, Australia

澳大利亚坚果

澳大利亚坚果世界闻名，凯恩斯当地有大片的澳大利亚坚果
种植地，当地的坚果也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食用价值。
推荐餐厅：Ochre Restaurant
推荐理由：环境优美，且拥有正宗澳洲风味的海鲜、甜点和
坚果。
价格水平：约 3-8 澳元 / 袋
开放时间：10:00-21:30
地址：1 Marlin Pde, Cairns, Queensland 4870, Australia
+61 7 4051 0100

澳大利亚咖啡

澳洲人喜爱喝咖啡，也形成了独特的咖啡文化。澳大利亚咖啡
以高品质的咖啡豆、讲究的烘焙手法、精致的拉花手艺为特点。
推荐餐厅：Caffiend
推荐理由：凯恩斯最具人气的咖啡小巷咖啡馆，咖啡十分醇
香。
价格水平：人均 3-5 澳元
开放时间：10:00-21:00
地 址：Shop 5, 72 Grafton St, Cairns, Queensland 4870,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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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棕榈湾
棕榈湾不但有着浪漫的海滩美景，也聚
集着许多特色美食餐厅。在唯美静谧的
海边享受一顿海鲜大餐，是吸引众多游
客前往的理由之一。
价格水平：人均约 70-90 澳元
地址：139 Williams Esplanade, Palm Cove 
QLD 4879 澳大利亚

凯恩斯夜市
凯恩斯夜市是当地平价美食小吃聚集
地，以大排档和酒吧形式为主，海鲜众多，
感兴趣的旅客可以前往体验。
价格水平：人均约 10-30 澳元
地址：54/60 Abbott St，Cairns City QLD 
4870，澳大利亚

道格拉斯港
道格拉斯港是大堡礁所在地，全年热闹，
自然也少不了众多美食餐厅，是品尝正
宗澳洲海鲜的必去之地。
价格水平：人均约 70-90 澳元
地址：Port Douglas QLD 4877,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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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6

最热榜单1

TOP 1 水果酒

凯恩斯盛产热带水果，水果酒尤其普遍，
且具有很高品质。水果酒以荔枝、芒果、
香蕉等水果调制酝酿而成，清新淡雅，
且独具水果清香。
售价：约 20 澳元 / 瓶
推荐购买地点：各大超市均有销售

TOP 2 鳄鱼皮革制品

鳄鱼皮革皮质光亮，手感好，且越用越
有光泽。制成的皮革品用料讲究，做工
精细，是澳洲手信中的高端品质之选。
售价：视皮质品质而定
推荐购买地点：皮具专卖店均有销售

TOP 3 凯恩斯手工艺品

凯恩斯土著人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木
雕、干花、织花地毯等均很常见，图案细
致，十分富有当地特色。
售价：约 1-5 澳元 / 件
推荐购买地点：各大景区均有销售

TOP 4 澳洲天然蜂蜜

澳洲天然蜂蜜种类众多，营养丰富，其
中以“活性麦卢卡蜂蜜”、“强效蜂皇浆”
及“纯天然蜂胶”等最受欢迎，是赠送
亲友的健康手信之选。
售价：约 40 澳元 / 瓶
推荐购买地点：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

TOP 5 蛋白石

澳大利亚是蛋白石出产最多的国家，澳
洲蛋白石又称“澳宝”，其中昆士兰省主
要出产铁矿石澳宝，色彩斑斓，值得珍藏。
售价：视蛋白石质地而定
推荐购买地点：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



22Cairns             凯恩斯

最佳购物时间2
凯恩斯的节庆日期间，如圣诞节，各大商家折扣力度最大的时候，是购买澳洲皮革制品、保健品等特色产品最好的时机。

扫货地点3 

凯恩斯 DFO

# 精品荟萃 # # 折扣多 # 
凯恩斯 DFO 类似于奥特莱斯 ，汇聚着
众多品牌折扣店和精品店，可以买到许
多折扣友好的商品。
必败好物：澳大利亚护肤品
地址：16 Amazons Pl, Jindalee QLD 
4074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凯恩斯 DFS 环球免税店

# 免税店 # # 优惠力度大 # 
凯恩斯 DFS 环球免税店是凯恩斯唯一
的奢侈品集中区，囊括一众世界大牌商
品，购物空间舒适。
必败好物：澳宝
地址：49 Abbott St, Cairns City QLD
 4870 澳大利亚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

# 大型商场 ## 种类齐全 ## 品质之选 #
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是澳大利亚北部
热带地区最大的购物区，主营纪念品、
衣服、珠宝和包包等商品，价格实惠。
必败好物：鳄鱼皮革制品
地址：1-21 McLeod St, Cairns QLD 
4870,Australia 
如何前往：自驾前往



23Cairns             凯恩斯

住    宿7
市中心

50% 旅客的选择
大凯恩斯

25% 旅客的选择
三一海滩

15%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凯恩斯夜间动物园、凯恩斯植物园 海景 三一海滩

交通
位于市中心，步行即可到达市内所

有景点，交通便捷

紧邻市中心，距海近，

交通较为便利

位于三一海滩，出行主要靠海滩公交

（beach bus），比较方便

均价 500-1200 元人民币 200-800 元人民币 600-1500 元人民币

优点 位于市中心，出行便利
距离道格拉斯港近，便于游玩大堡

礁；住宿性价比高
景色优美，环境静谧

缺点 环境较为嘈杂 环境较为嘈杂，交通相对市区不便
交通相对其它地区酒店不便；

住宿价格偏贵

适合谁 注重出行交通的旅客 想要享受大堡礁美景的旅客 想要享受清静度假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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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8
外部交通1

飞机

凯恩斯国际机场坐落于凯恩斯市中心以北 7 公里（4 英里）处，在惠特菲尔德山和 Trinity 湾之间，是澳大利亚第六繁忙的机场。
机场提供飞往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和旅游胜地的航班，也有飞往亚太地区的航班。值得注意的是，南航已于 2017 年冬季开通广州 -
凯恩斯直飞航班，航班信息如下：

火车

凯恩斯中央车站保留了 100 多年前的建筑风格，规模非常小，富有迷你而复古的风情。由火车站步行约 10 分钟可抵达凯恩
斯市区广场。火车到凯恩斯站，距海滨广场步行也只需 10 分钟。 

* 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 以上航班信息仅供参考，实际请以南航官网和南航 APP 查询结果为准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间 班期

广州 - 凯恩斯 CZ333 22:10 07:40+1 7 小时 30 分 周一、三、五

凯恩斯 - 广州 CZ334 09:40 15:15 7 小时 35 分 周二、四、六

列车 路线

库兰达热带雨林小镇观光火车 凯恩斯 - 库兰达

Sunlander 凯恩斯市中心 - 马克洛德街

The Queenslander 号 凯恩斯市中心 - 马克洛德街

长途汽车

到凯恩斯的长途巴士，都停靠在三一码头巴士总站 (Trinity Wharf Bus Terminal)，隔壁是游艇的停靠场和众多酒店旅馆。从
布里斯班乘长途巴士停在三一码头巴士站，这里到海滨广场步行只需 5 分钟。

汽车类别 路线 票价

Premier Motor Service
途经因尼斯费尔、米申海滩、塔利、英厄姆和汤斯

维尔
15-48 澳元

Sun Palm Expess 往返于凯恩斯与道格拉斯港之间 25 澳元

Coral Reef Coaches
往返于凯恩斯与特里比莱申角之间，途经道拉斯港

和莫斯曼
20-40 澳元

Johǹ s Kuranda Bus 往返于凯恩斯与库兰达之间 2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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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

巴士是凯恩斯当地除自驾之外最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定时发车，路线固定，无论是前往凯恩斯郊区或是周边海滩均十分方便。

内部交通2

巴士类别 路线 票价

马林海岸太阳巴士

(Marlin Coast Sun Bus)
市区广场转运大楼 - 棕榈湾 1.5-9.9 澳元不等

珊瑚长程巴士

（Coral Coaches）
凯恩斯近郊莫斯曼一带 15-30 澳元不等

沙滩巴士

（Beach Bus）
三一海滩、棕榈湾等各大海滩 15-30 澳元不等

红色观光巴士

（Cairns Red Explorer）
各大观光点 20 澳元

自驾

和澳大利亚其它城市一样，凯恩斯是一个适合自驾出游的城市，前往郊区或海边兜风，租车自驾均是最佳选择。机场和凯恩斯
市区都有艾维斯（Avis）、赫兹（Hertz）等大型租车公司的柜台，年满 25 岁且持有国际驾驶执照和有效的中英文本中国驾驶执
照的人都可以租车，但需注意澳大利亚为靠左行驶。一般租五座的小轿车是 45 澳元一天 , 不过利用网络提前预订比到前台现
付更便宜。
艾维斯 Avis 租车电话：40515911
赫兹 Hertz 租车电话：40516399
注意事项：大部分汽车租赁服务均须以国际信用卡签帐。选用现金付账的话，一般须预先缴付车租及澳币 500 元作为押金，
押金将于还车时退回。另外，租车时还需带好护照。

自行车

前来凯恩斯的观光客都很喜欢租用自行车。在市区骑自行车最方便，也可沿着海岸线吹吹海风，或骑往郊外踏青，都是享受惬
意度假时光的好选择。
推荐租车公司：AUZ Motocycle Hire
租车电话：40521344
营业时间：每天 8:00-18:00
租金：15 澳元 / 日，12 澳元 / 半日（各需保证金 150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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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9
这里有古老的热带雨林，

举世闻名的大堡礁，
还有无数可爱的澳洲动物，

享之不尽的海鲜美味……
这就是凯恩斯，

这里有太多惊喜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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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 - 布里斯班 5 日沉醉昆士兰之旅
# 双城之旅 # # 深度游 # # 澳洲风情 #

旅游天数：5 天
行程简介：深度体验昆士兰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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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恩树热带雨林 - 拜伦瀑布 - 丹翠树国家公园

早起乘车回到凯恩斯市区，搭乘库兰达热带雨林观光火
车前往戴恩树热带雨林。这辆富有复古风情的实木火车穿梭
于原始热带雨林之间，自带奇幻色彩。抵达戴恩树热带雨林后，
人人都将为眼前所见的原始自然美丽所震撼。作为世界上最
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黛恩树热带雨林还拥有地球上最多的
动植物种类，且面积广阔，一直延伸到昆士兰海岸，蔚为壮观。

下午前往参观著名的拜伦瀑布。未到瀑布前已经远远听
到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带来的咆哮之声。这是一座覆盖着茂
密原始丛林的深谷，磅礴的瀑布一泻千里，尽显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此外还可就近参观丹翠树国家公园，领略一般海景，一
半热带雨林的自然景观，领略原始热带风光的魅力。

道格拉斯港 - 绿岛 - 四英里海滩

搭乘南航航班抵达凯恩斯后，首选游玩道格拉斯港，尽揽大堡礁美景。大堡礁以
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而闻名世界，色彩斑斓的海洋世界冲击着人们的想象，每
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往一探风采。其中绿岛就是大堡礁群岛中的一座，沙滩洁白细
软，珊瑚群色彩斑斓，热带鱼群聚集，好一个梦幻的海洋世界。试着潜水吧，去大海和
美丽的鱼群们来场亲密接触，亲身体验到人类本身对大海的皈依。

随后前往四英里海滩。四英里海滩也坐落于道德拉斯港，也是一处适合度假的海
滩。蓝天白沙，清风细浪，这座沙滩始终独守着自己那份安宁的美。

晚上还可在附近一带餐厅享受一顿地道的澳洲海鲜大餐，就近住宿休息，为第二
天出行做准备。 2

DAY

1
DAY

南岸公园 - 布里斯班市政厅 - 袋鼠角 - 故事桥

早起搭乘长途汽车抵达布里斯班，第一站当然是去布里
斯班南岸公园，褪去旅途疲惫，享受优美的自然风光。之后可
以前往布里斯班甘巴罗酒店办理入住，这里距离市中心的景
点和购物区很近，方便旅行者游玩。

中午吃过午饭，可以前往布里斯班市政厅，听钟楼的钟声，
上楼了解布里斯班的城市发展历史。之后去袋鼠角，这是俯瞰
布里斯班的好地方，如果有足够的勇气，还可以在这里攀岩。
快到黄昏时分，再去故事桥上游览布里斯班河上风光，也可以
登上故事桥，为布里斯班之旅增添一段勇者故事。

晚上，就在码头上的 Belvedere Bar N Grill 餐厅享用一
顿美味的牛排大餐，为第四天的行程做准备。

3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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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文化中心 - 城市植物园 - 龙柏考拉动物园 - 皇后街购物中心

早晨吃过早餐前往昆士兰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包括昆士兰博物馆、昆士兰美术
馆和昆州图书馆以及综合表演艺术中心，如果时间不够充裕的话，旅行者可以根据
自己喜好有选择性的游玩。中午可以在城市植物园野餐，带上自己喜欢的食物，徜
徉在清新优美的植物园里也是旅途中不可多得的体验。

下午，乘车前往龙柏考拉动物园，可以跟澳洲考拉亲密互动——动物园内拥有
一百多只萌萌的考拉，旅行者可以和考拉合影互动。考拉动物园游完大概要花半天
时间，旅行者可以带些食物，以免饿肚子。

晚上的时间当然要留给买买买。超级好用的澳洲木瓜膏、绵羊油、还有各种柔
软舒适的羊毛制品……想象朋友们收到礼物的模样也是很有幸福感的事情。皇后
街购物中心是布里斯班最值得一逛的购物街区，可以在这里度过愉快的购物时光。

4
DAY

黄金海岸 - 冲浪者天堂 - 海洋世界 - 星空塔观景台

早起搭乘出租车抵达黄金海岸。先去冲浪者天堂逛逛，即使不亲自体验海上冲浪的刺激惊
险，只是看看冲浪健儿们矫健的身姿也是一种享受。冲浪者天堂周边林立的店铺，还能让你尽享
买买买的乐趣。海洋世界有着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还安排了不少亲子互动的娱乐项目，适合带
着小朋友出游的家庭。

傍晚时分，登上星空塔观景台，黄金海岸到布里斯班及拜伦湾的美景尽收眼底，还可参加观
景台夜晚嗨爆全场的表演活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今晚建议住在黄金海岸的真言太阳城度假村 Mantra Sun City，酒店地处冲浪者天堂中心位
置，离商业区很近，购物便利，还能享受无敌海景。第二天早上便可收拾行李，搭乘航班回国，顺
利结束昆士兰风情之旅。

5
DAY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3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