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浪天堂  动感乐园

黄金海岸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大洋洲系列



致谢

封面提供： 宇瀞

特别感谢蜂蜂 FrancesQ 提供本攻略大量内容

更多图文提供： Fooldonkey  &Ziege  QIQI  宇瀞  有故事的人  

圈圈  嗡嗡  

目录 Catalogue

02      速览 / 特别推荐

03      景点

07      住宿

08      餐饮

09      购物 / 娱乐

10      行程推荐 / 实用信息

11      外部交通 / 内部交通

最佳旅游时间  黄金海岸地处亚热带，一年平均

气温在 20 摄氏度左右，即使是冬季也有 16 摄氏度

宜人的温度，一年有245天的日照，雨季集中在1-3

月。从气候来看最佳旅游时间是12月到次年的2月。

但是每年的 11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都是澳洲学生毕

业欢庆的日子，海滩上随处可见彻夜狂欢的毕业生，

建议旅游的时候避开这段时间。

穿衣指南  去海边的话只用带上泳衣短袖沙滩裤

就够了，赶上黄金海岸的冬季（6-8 月）去的话只

需要多带一条长裤和长袖外套。如果行程还包括国

家公园之类的景点，则最好备上一件冲锋外套。另

外，黄金海岸常年日照强烈，去的时候请做好充足

的防晒措施。

消费水平 黄金海岸使用的是澳元，根据 2014

年 7 月份最新汇率，1 元人民币相当于 0.1717 澳

元，1 澳元相当于 5.8239 人民币。在黄金海岸主

要花费包括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和交通。景区

门票价格从 43 澳元到 99 澳元不等。住宿根据条

件不同，青年旅馆一晚床宿大概是 25 澳元左右，

条件好一点的酒店一晚大约是 100 澳元，而如果

你要选择顶级度假村，一晚那就要 200 澳元以上

了。餐饮方面，大部分餐馆里的一道主菜价格大概

是 9-16 澳元。交通方面租车大约是 38 澳元一天，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则会便宜三分之二的样子。

时差  黄金海岸比北京时间快 2 小时，也就是我

们的下午 4 点是他们的下午 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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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位于澳大利亚的东部沿海，布里斯班以南 78 公里处，由一处绵延 42 公里、

由数十个美丽沙滩组成的度假胜地。黄金海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终年阳光普照，空气湿润，

一年四季都适宜旅游，但最好的时间就在每年的 12-2 月，那时正是澳洲的夏季，非常适合

冲浪。这里最著名的海滩有冲浪者天堂、布罗德海滩和梅音海滩，是澳洲不少本地人首选的

度假城市。

黄金海岸速览 Introducing Gold Coast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GOLD COAST黄金海岸

更新时间：2014.07

特别推荐 Special

在冲浪天堂乘风破浪

延绵不绝的海岸线，金色沙滩，险急的海浪构成了黄金海岸的全部，黄金海岸而因此被赋予

了“冲浪天堂”的美誉。在那里，你也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当地人最爱的户外活动，踩着冲浪板，

驰骋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有一种说不出的人生快意感！

海滩体验“烤黄鱼”

对于不擅长运动而又想享受阳光沙滩的你，可以来体验独特的“烤黄鱼”。“烤黄鱼”并不

是真的鱼，而是对在沙滩上躺着做日光浴的人做的形象比喻。当地人都以健康的小麦色皮肤

为美，来到黄金海岸，你会看到好多身边都是这样肤色的老外，这与他们常年在沙滩上“烤

黄鱼”分不开。

“烤黄鱼”贴士：海边太阳日晒较猛，进行“烤黄鱼”的时候要做好充足的防晒措施，晚上

回到酒店也要记得做晒红修复。切勿暴露在太阳底下时间过长。

主题公园任逍遥

黄金海岸除了冲浪，还有很多以电影和海滩为主题的公园。这些美式主题公园中的云霄飞车

和戏水滑梯将会让你玩得头晕目眩。只要你有一颗强心脏，不怕你在这些主题公园里找不到

惊险与刺激。

到内陆丛林来吸氧

远离海滩和高楼，来到以森林为主的黄金海岸内陆，你会发现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山

林新鲜的空气，幽静的小道，和安静的山谷，正好可以让你短暂的告别城市的喧嚣，来大自

然的氧吧放松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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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s景点

黄金海岸的景点大致由海滩、游乐园、国家公园和离岛构成。这里除了

游乐园，大部分景点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好多人都会将大把大把的

时间消磨在海滩上，或躺着，或冲浪。到了游乐园就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了，

众多惊险刺激的机动项目一定能让你大呼过瘾。喜欢丛林大冒险的你还

可以到内陆的国家公园走走转转，与考拉袋鼠，甚至是蜥蜴、萤火虫来

一次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海边风情

冲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冲浪者天堂是黄金海岸的市中心，几乎所有高层建筑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黄金海岸绵延 75 公里的超长海滩中最热闹的就是传说中的冲浪者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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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滩旁边是最繁华的购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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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纪念品小商店都聚

集在此。

网址：http://www.surfersparadise.com/

交通：从机场可以直接乘坐 761 或者 777 路巴士到达，从其他地方出

发的不妨点击一下网站进行查询。http://www.surfersparadise.com/

getting-here-_and_-parking/getting-here

梅恩海滩和布罗德海滩 Main Beach and Broad Beach

梅恩海滩也叫主海滩，位于冲浪者天堂的北部，布罗德海滩则位于冲浪

者天堂的南部。两个海滩的名气远没有夹在中间的冲浪者天堂高，游客

也会少很多。但是更广阔的海滩和安静的沙滩更适合休闲度假。

伯利岬 Burleigh Heads

伯利岬在黄金海岸的偏南边，位于冲浪者天堂和库尔加塔中间，是一处

绚丽的多岩石海岬。伯利岬是由腹地山区和黄金海岸边缘环绕而成的海

滨小镇，独特的右旋风浪更是受到了无数冲浪爱好者的追逐。如果你不

喜欢冲浪也没关系，这个地方有数公里长的海滨长廊，还有黄金海岸地

区最好的咖啡馆和户外海滨餐地，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度假胜地。

交通：从机场可以直接乘坐接驳巴士到达伯利岬。详细班次查询请戳：

http://gcshuttle.com.au/

库尔加塔 Coolangatta

位于昆士兰州的最南端，与新南威尔士接壤。在库尔加塔有一条街特别

出名，街的左边是昆士兰州，右边则是西南威尔士州，还会有一小时的

时差。当地人非常喜爱去库尔加塔度假，因为这里远离了冲浪者天堂的

喧嚣和热闹，是一个休闲的海边小镇。另外，昆士兰第一个冲浪救生俱

乐部也在这里成立，州界的海岬可以欣赏到很多令人惊叹的海岸景致，

涌出的海浪更是受到了不少冲浪者的喜爱。

Q1 大楼 Queensland No.1

黄金海岸大名鼎鼎的建筑，之所以称之为 Q1，代表昆士兰州第一的意思

（Queensland No.1）。这个世界最高的纯住宅楼之一是从高空 360°

俯瞰整个黄金海岸的绝佳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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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提供正餐。通过电梯只要 43 秒就直上 Q1 大厦 77 层观景台，

可以看到黄金海岸之景一览无余，大海、天空、金黄色的沙滩，尽收视野。

进门的时候有一个机器会帮一起游览的人照合影，供游客参观完

毕购买。但是速度太快，我们拍的那张不太好，所以我没买，价

格没注意，应该不便宜。（Fooldonkey） 

地址：9 Hamilton Aven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费用：单次票成人 22 澳元，5-14 岁儿童 13 澳元。另外还有一种早晚票，

可以白天 9：00-18：00 和 18：00 后各登上观景台一次，成人 29 澳元，

5-14 小孩 16.5 澳元。更多票价套餐请访问下面网址。

网址：www.skypoint.com.au

开放时间：周日 - 周四 7：00-21：00；周五、周六 7：00-00：00；周五、

周六晚间超过 20：00 只允许 18 岁以上人士进入。

联系方式 :(61-07)55822700

交通：从冲浪者天堂可以步行前往。

主题公园

海洋世界 Sea World

海洋公园是黄金海岸三大主题乐园之一，有很多游乐设施，还能看见好

多的海洋生物，待一整天都不会腻， 非常适合带小孩去。

&Ziege 冲浪者天堂

Fooldonkey 对面就是冲浪者海滩、Q1

http://www.mafengwo.cn/i/2945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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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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电影中的画面，还可以参观录音间，录音间参观每

日一到两次，其中有导游，所以入场时可先确认一下时间。此外，游客

来到这里可以过一把在著名电影中当主角的瘾，蝙蝠侠、超人等世人熟

知的银幕形象会随时出现在你的面前。

街上有各种电影和卡通角色可以一起合照，旁边一般还有专业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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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可以自己拍啦。

园内还有很多吃饭的地方，而且相当有特色，比如蝙蝠侠汉堡。汉堡薯

条可乐一份餐约 12-13 澳元。不过，排队的人很多。

推荐娱乐项目：致命武器、史瑞克 4D 电影院、花车游行（在主干道上，

一定要提前占好位子）、飞车特技表演（可以看到电影熟悉的镜头在眼

前呈现）、儿童天地里面的坐船旅程（类似 Disney 的小熊维尼旅程）

地址：Pacific Motorway, Oxenford, Gold Coast, QLD 4210

费用：成人 89.99 澳元，3-13 岁儿童 69.99 澳元

网址：http://movieworld.com.au/

开放时间：9:30—17:00

到达交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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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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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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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更 多 线 路 查 询 请 戳：http://movieworld.com.au/plan-your-day/

getting-here.aspx

水上世界 Wet n Wild

水上世界也叫水上乐园，位于华纳电影世界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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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1 月，人造浪池上还会播放大屏幕

电影。

比较刺激的是 H2O 区，龙卷风 Tornado、黑洞 Black Hole、超音速

Mach 5 都很不错。门口有储物柜可以用。

如果在黄金海岸时间有限的同学们建议选择海洋世界和华纳电影

世界，毕竟水上乐园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特别是有小朋友的

话还是前两个好玩。

地址：Pacific Motorway, Oxenford QLD 4210

费用：成人 59.99 澳元；3-13 岁儿童 34.99 澳元。另外去同属华纳的

海洋世界、华纳电影世界、水上乐园可以购买游览通票 VIPP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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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底。冲浪者天堂的街上

有很多旅游售票点可以买票。

网址 : www.wetnwild.com.au

开放时间：10:00-17:00

公园非常大，就建在海边，里面的水都是引进来的海水。公园里有企鹅、

鲨鱼、北极熊、魟、海豚、海星、海参等各种生物，你可以在金海豹冒

险剧场里观赏令人捧腹的海狮、海狗表演，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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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有各种老少皆宜的娱乐

设施，可乘坐空中缆车前往各分区。 

除了表演秀，公园里也安排了不少亲子互动项目，比如可以喂海豚与它

们一起游泳，或者是搭乘直升飞机空中环游黄金海岸。要注意的是这些

项目都是另外收费的。海洋世界的最里面还有嬉水乐园（最好带上泳衣），

有点类似国内的水上世界，乐园里有很多水上娱乐设施供大家玩耍。

海洋世界是黄金海岸的热门景点，如果不想到处排队的话，建议

提前买好门票，一大早就去。另外海洋世界面积非常大，建议入

园后拿上地图，熟悉地形。想观看表演的游客也要记得留意表演

时间，预留好欣赏时间。

地址：Sea World Drive, The Spit, Main Beach

费用：成人 89.99 澳元 ;3-13 岁儿童 69.99 澳元。更多门票套餐价格请

戳以下网址。

网址：http://seaworld.com.au/

开放时间：9:30-17:30

联系方式：(61-07)55882222

到达交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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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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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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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纳影城 Warner Bros Movie World

华纳电影世界占地 415 英亩，是黄金海岸上一处极有特色的主题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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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影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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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QI 华纳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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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61-07)55732255

到达交通：跟去华纳电影世界交通方式同，就在华纳电影世界旁边

梦幻乐园 Dream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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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记得拿地图，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此外，可以租用一个 Q4U，就

是排队机，一台 30 多澳币。可以计算出各个项目的排队时间还可以代替

人排队（相当于预约），虽然贵但是可以玩到更多的东西，也算是物有所值。

公园的布置超可爱，门口还有卡通人物可以合影。这些建筑都是可以进

去买东西的店和游乐设施。

动物区考拉是明星，还可以摸摸考拉（只能摸背不能摸头哦）。动物区

的考拉照相馆，可以抱着考拉照相，不过价格不菲，30 多澳元。另外，

考拉照相馆外面有散养的袋鼠可以近距离接触。在旁边袋鼠中心，可以

买袋鼠饲料，亲手喂袋鼠，摸袋鼠。

地址：Dreamworld Pkwy Coomera QLD 4209

费用：成人 89.99 澳元，3-13 岁儿童 69.99 澳元

网址：http://www.dreamworld.com.au/

开放时间：10:00-17:00

联系方式：(61-07)55881111

到达交通：

1 乘坐黄金海岸旅游巴士往返票价成人 21 澳元 ,4-13 岁儿童 11 澳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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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浪世界 WhiteWater World

游乐区内少不了跳楼机、恐怖之塔 Tower of Terror 等超级刺激的器材。

也有 Thunder River Rapids 这样水上的项目。当然还有专门的小童区，

都是很可爱不刺激的活动，比如旋转杯之类的，适合年纪小的朋友。

激浪世界也叫白水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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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梦幻世界的人多，几

乎可以把所有设备玩个遍。建议穿泳装进去。

地址：在梦幻乐园旁边

费用：成人 54.99 澳元，3-13 岁儿童 34.99 澳元，3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whitewaterworld.com.au/

开放时间：10:00-15:00

联系方式：(61-07)55881111

到达交通：请参考到达梦幻乐园的到达方式

原始乐园里的野性呼唤

坦柏林山 Tamborine Mountain

坦柏林山距冲浪者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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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了坦柏林国家公园。坦柏林山一点都

不高 , 一路的旅游观光处都可以开车到达。除了美丽的景色、瀑布和林中

的漫步（skywalk) 之外更是因着那坐落在山中的童话般小镇，使山扬名

四周。

当地人自豪地称这块宝地为“The Green Behind The Gold”！而坦柏

林山就属于 Hinterland 的一部分，以 Gallery Walk 而出名，在这条街

上有很多风格各异的小店铺，出售各种古玩艺术品，有些像微缩的“北

京潘家园古玩一条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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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庄。每一间都独特

雅致。亮丽的色彩和浓郁的欧式风味让这山中的小镇有了太多的另人寻

味，令人流连忘返。

坦柏林山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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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Tamborine Mountain Rd, Mt Tamborine

网址：www.tamborinemtncc.org.au

开放时间：10:00-16:00

联系方式：(61-07)55450944

春溪国家公园 Springbrook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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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月是最佳的参观时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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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公园分为春溪高原、库构山和自然桥三

个区域，最有名的是有“蓝光虫”的自然桥区，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建议

晚间去自然桥区看蓝光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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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87 Carricks Rd，Springbrook，QLD

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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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址：www.springbrooktourism.com.au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从冲浪者天堂开车大约 45 分钟能够到达

自然桥和蓝光萤火虫 Natural Bridge and Glow W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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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瀞 起伏叠嶂的山丘，满布茂密的热带植物

http://www.mafengwo.cn/i/1148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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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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目的是诱食小飞虫，肚子

越饿蓝光越强。仅栖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分地区。

观看“蓝光萤火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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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光直射死亡，并且

被管理人员发现会受到重罚。

到达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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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大约在 75 澳币 / 人 ( 送

雨衣 / 提供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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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萤火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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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澳洲的夜间活动

的动物；其二是能够体验到在高原上仰望南半球的星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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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农场 Paradise Country

这里占地 12 公顷，是一座用来表演的畜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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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享受美味的澳式烧烤，享受美妙的乡村音乐。

天堂村的表演时间是 9：30、11：45、13：45，入园后可以索取到游

客指南。

推荐项目：

骑马、牧羊犬表演：在这里你所体验的是真实的澳大利亚农场生活，尤

其是可以看到农夫和牧羊犬是如何驾驽和控制羊群的。同时，还可以观

赏到他们表演投掷回力标和甩马鞭等。

挤牛奶：为母牛挤最新鲜的牛奶，在澳洲农庄是每天固定工作，这里让

游客自己动手挤，也有些意思。不过这些都是一般的项目。

剪羊毛：观赏最具经验的牧场工人表演减羊毛和绵羊大展，这是天堂农

庄的招牌表演之一。在剪羊毛的过程中，剪羊毛的人还会请游客现场体

会剪羊毛的乐趣。

袋鼠和考拉：在这里还能看到袋鼠和考拉。这两种动物可以说是澳大利

亚的“国宝”。游客可以在袋鼠生活的灌木丛附近亲手喂食袋鼠，并且

在考拉村，还可以怀抱澳大利亚最可爱的动物—考拉付费拍照。

参观澳式住宅：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澳洲传统住宅，并有纪念品商店供选

购物美价廉的特色商品当伴手礼。

地址：Pacific Motorway，Oxenford，QLD4210

费用：成人 19.99 澳元；3-13 岁儿童 9.99 澳元。含午餐票价：成人

32.99 澳元；3-13 岁儿童 19.99 澳元。

电话：133 386（国际：+61 7 5573 8270）

网址：paradisecountry.myfun.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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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交通：

1 黄金海岸游客巴士往返天堂农庄票价成人 21 澳币，4-13 岁 11 澳元。

2 出租车从冲浪者天堂大约 20 分钟车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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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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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兰宾保护区 Currumbin sanctuary

柯兰宾保护区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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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树袋熊

比较多，在这里抱树袋熊照相比 Dream world 要便宜一些。如果大家两

个地方都要去，就等到来保护区才照相吧。另外进入景区的时候，记得

拿小册子看区内地图以及各个表演的时间。

地 址：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28 Tomewin Street 

Currumbin ,Queensland 4223,

AUSTRALIA

费用：成人 49 澳元，4-14 岁儿童 35 澳元，4 岁以下儿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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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10:00-15:00

联系方式 : (61-07)55347427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机场，冲浪者天堂和库尔加塔机场都有接驳巴士

到达。

周边景点

拜伦角和灯塔 Cape Byron and the lighthouse

QIQI 牛奶四溅

有故事的人 灯塔

http://www.mafengwo.cn/i/1124551.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1146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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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角是澳大利亚最东边的小镇，著名的库克船长为了纪念伟大的航海

家约翰拜伦（没错，就是那个大诗人乔治拜伦的祖父）而将这个小镇命

名为拜伦湾。拜伦湾有着澳大利亚最具波西米亚风格的海滩，是不少国

际巨星和艺术家休闲度假的地方，海滩边上集聚了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

售卖着由土著艺人手工制作的工艺品，也有本地各类工作室直接拿到店

里兜售的创意饰件。这里生活的人热爱自然，喜欢自由慵懒的生活，所

以在拜伦角你根本找不到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食品。

拜伦角还有全澳大利亚最高的灯塔，这里也是在澳大利亚第一个迎来太

阳的地方。在鲸鱼迁徙的季节，大批的鲸鱼从这里北上，是赏鲸的最佳

地点。

网址：www.byron-bay.com

到达交通：

1 从黄金海岸前往拜伦湾可以在乘坐 Greyhound BUS，详细班次

查 询 请 查 看 以 下 网 站：http://www.byron-bay.com/byronbay/

gettingthere.html

2 从黄金海岸自驾 75 公里左右到达

伊丽特女士岛 Lady Elliot Island

位于大堡礁群最南端的珊瑚岛，经历了三千五百多年的自然演变而形成。

这里栖息了 60 多种珍奇的鸟类，成千上万的鱼群，还是世界最重要的海

龟栖息地之一。由于拥有最大面积的珊瑚群，成为潜水胜地。岛上不仅

有机场，还有度假村。为了防止污染以及维持最丰富的自然生态，珊瑚

岛严格限制上岛人数。

地址：大堡礁群岛中最南边的一个岛屿

网址：http://www.ladyelliot.com.au/

到达交通：只能飞机登岛，从黄金海岸机场飞行 100 分钟到达；布里斯

班飞行 80 分钟到达，但是大家一般从另一个城市班达伯格出发，只需

30 分钟飞行就可以到达。

费沙岛 Fraser Island

世界上最大的沙岛，早在七十万年前就已经形成，至今仍保留当年的原貌，

令人叹为观止。1992 年成为世界遗产，岛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100 多

个淡水湖，也有世界唯一一个生长在沙地上的热带雨林。岛上还栖息着

纯种的澳洲野狗（Dingo）以及数十种鸟类……郁郁葱葱的雨林，晶莹剔

透的湖水，用风景如画四个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岛上澳洲野狗（Dingo）有一定的攻击性，带小孩的游客要注意不要让小

孩靠近它，也不要主动给它喂食。

地址：昆士兰州府城布里斯班北面 250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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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开车 3 小时可以到达，但是岛上只能通行四驱

车。另外岛上还有班车接送，详细班次请查看一下网站：http://www.

fraserexplorertours.com.au/fraser-tours-info.html

摩顿岛 Moreton Island

全世界第三大沙岛，南北贯穿 125 公里。清澈的海水，细致的沙滩，完

善的住宿吸引了全球的旅行者前往。在这里你可以亲手喂食野生瓶鼻海

豚，还有滑沙和水上活动。站在岛上最高的沙丘——Mt Tempest 上俯

瞰整个岛屿，美景尽收眼底。

地址：Moreton Island, Brisbane,Australia

网址：http://www.moretonislandtours.com/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乘船 30 多分钟就可抵达

黄金海岸是有名的度假胜地，每逢假期基本全澳洲所有人都会涌向这里。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住宿，有高大上的五星酒店，有适合

亲子乐的度假村，也有经济实惠的露宿营地。大部分住宿都离海滩很近，

步行距离就可以到达。12 月份是黄金海岸的旅游高峰，如果是那个时间

段出行的游客请提前预定好酒店。

想在住宿上省点钱？不妨订在工作日，工作日的住房价格比周末

的房价有可能会便宜 30% 左右。这样算下来，还真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呢！

范思哲酒店 Palazzo Versace Hotel（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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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六星级酒店，范思哲环境极尽奢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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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自带的购物中心，还有VERSACE的品牌店，简直为顾客量身定做的。

地址：94 Seaworld DriveMain Beach QLD 4217

网址：http://www.palazzoversace.com/

联系方式：(61-07)55098000

费用：标准房 396 澳元起每晚（含早餐）

木星赌场酒店 Jupiters Hotel & Casino（五星）

地理位置优越，步行 8 分钟可以到达海滩。除了五星酒店的基本配备，

这里还有着澳大利亚第一个合法赌场，超豪华的赌场 24 小时全天无休，

一定可以让你乐翻天。

地址：Broadbeach Island，Gold Coast，Australia 4218

网址：http://www.jupitersgoldcoast.com.au/Pages/default.aspx

费用：标准房每晚 205 澳元起

Q1 豪华度假公寓 Q1 Apartment & Spa（五星）

南半球最高的公寓大厦，独特的玻璃体设计可以让你俯瞰整个黄金海岸

超长的海岸线。大楼内还有便捷通畅的网络，以及口味丰富的餐厅。地

理位置的便利更是让你有度假休闲的惬意感受。

地址：9 Hamilton Aven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住宿 Hotel

圈圈 白色和橙色的沙子，橙色的因为沙子上包含一层矿物质

http://www.mafengwo.cn/i/1337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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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q1-luxuryapartments.com/location.html

费用：一室一厅每晚 236 澳元起

冲浪者休闲公寓 BreaKfree Imperial Surf

公寓 120 平米，海景房。不配给日化用品。开放厨房，物品一应俱全。

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游客。

地 址：80 The Esplanade, Surfers Paradise, Queensland 4217, 

Australia

网址：http://www.breakfree.com.au/imperial-surf/

费用：一室一厅每晚 145 澳币起

FrancesQ  如有住公寓的小伙伴应注意了，公寓周末、法定节假日基本

没有服务人员哦。如你退房时没有服务员你就把房间钥匙放到前台固定

放钥匙的箱子里即可。澳洲插座均是小插头，我们带去的插座无法使用。

就在前台借了一个使用。走时归还就行了。

餐饮 Eat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么黄金海岸就属于典型靠海吃海的。

新鲜生猛的大虾，螃蟹，生蚝那都是必不可少的。佐以摆盘精致的沙拉，

让人胃口大开。黄金海岸属于生活节奏特别慢的城市，在这里你很少能

看到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洋快餐。大家更喜欢挑选几家精致的餐馆，

坐在海边长廊，慢慢享受美食给味蕾带来的愉悦享受。

特色餐厅推荐

德国猪手 Bavarian Havs

这家德国猪手店在黄金海岸可是非常有名，不少游客来这里旅游都指名

要来猪手店品尝品尝。猪手店的位置就在冲浪者天堂的主路上，非常好找。

店内装修也比较独特，两边挂满了复古小相框。说到这里招牌的咸猪手，

那可真的是外酥里嫩，脆脆的猪手皮得到了食客的一致好评，除了猪手，

这里的牛排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总体来说是一家非常值得去品尝的一家

店。

地址：Cavill Ave 41 号

联系方式：(61-07)55317150

范思哲酒店自助餐厅

黄金海岸唯一一座巴洛克式风格的餐厅，高贵大气的装潢给人以贵族般

的享受，每晚的海鲜盛宴选用的都是当季上上品，太平洋生蚝，特级国

王虾，帝王蟹，澳洲青口，烟熏三文鱼以及其他海鲜，数十种冷菜热菜

和精致甜点，一定能让你吃到爬墙走。

地址：94 Seaworld Dr,Main Beach, QLD4217

电话：(61-07)55923383

The Groove Train 创意特色餐厅

餐厅提供 80 多道别具风味的菜肴。原味炭烤牛排和各类海鲜是主打。秘

制炸茄条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有中文菜单。这家餐厅还可以提前预定和

外卖，大大方便了游客的需要。

地址：冲浪者天堂大道 3113 号，希尔顿酒店 2 层

网址：http://www.groovetrain.com.au/

开放时间：11：00- 夜晚

Dracula’s Cabaret Restaurant

从里到外的吸血鬼风格，气氛诡异，宛如真的进入了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

用餐时有乐队驻唱，也有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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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充满奶油，外面浇上小红莓汁。这家店必须提前预订，入场人士需

满 16 岁。

地址：太平洋购物中心对面

电话：(1800)37224218

网址：www.draculas.com.au

Rock Salt Modern Dining

充满现代休闲和海洋气息的餐厅，最受欢迎的是海鲜大餐。曾经获得过

2010 年澳大利亚美食“Chaf’s Hat”大奖和 2009 年昆士兰最佳餐厅，

受到不少资深食客的喜爱。

地址：Shop 12 Aria Building, Broadbeach

网址：www.rocksaltmoderndining.com.au

费用：主菜价格一般是 34-45 澳元一道。可以在网站订位。

李皜鹏 LGP 主菜德国咸猪手上场啦

圈圈 海鲜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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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休闲的购物氛围与这个度假城市的气质相得益彰。既有大型综

合购物中心，奥特莱斯，也有本地市场，时装精品店以及各种各类的二

手店。商品种类也繁多，基本澳洲的特产，如绵羊油，羊胎素，雪地靴，

土著工艺品在这里都能买得到，可谓是集度假和购物于一身的旅游目的

地。

特色商品

澳宝 opal

澳宝也被称为“蛋白石”，形成于数千万年前。据说每五百万年才能长

个一厘米左右，也因为此，每颗澳宝都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有 96% 的

澳宝产自于澳洲。1993 年，澳洲政府将澳宝定为“国石”。

鲍鱼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首，而澳洲的鲍鱼更是以体积大，肉质肥厚著称，除

了在那里现捕现吃。还可以考虑去水产铺买些干货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

澳洲源裕鲍 Fortune Abalone

澳洲有名的海产店，那里的鲍鱼种类齐全，从一头鲍到十一头鲍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还有海参，鱼翅，燕窝等干货。

地 址：3224 Surfers Paradise Blvd,  Surfers Paradise ,Gold 

Coast,Qld

网址：http://www.fortuneabaloneaustralia.com/

联系方式：（61-02）92126228

购物中心

市中心有不少大型的购物中心，从国际大牌到本土精品应有尽有，不少

购物中心设施都相当齐全，从美食广场到 spa 应有尽有。

太平洋购物中心

位于主海域的中间，购物中心有130多家时装和时装配饰专卖店，最新潮，

最流行的搭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露天的布局更是为购物中心增添了不

少黄金海岸的感觉。

地址：663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网址：http://www.paradisecentre.net.au/index.php

联系方式：（61-07）55920155

露天市集和灯光夜市

如果希望短期内了解当地人生活缩影，那么就要在露天集市走一走，可

以看到最琳琅满目的小商品。黄金海岸最著名的露天集市是冲浪者天堂

的灯光夜市，每逢周三周五那里都人潮涌动，十分热闹。

灯光夜市

在冲浪者天堂海滩的入口处林立着 100 个摊位，贩卖各式各样的本地手

工制品和人工培育产品，包括时装、珠宝、配饰、工艺品，艺术品、摄影集、

美容产品和家居用品。“制作 - 烘焙 - 种植”的夜市品质保证每个摊位展

出的都是当地最精美的工艺。

网址：http://www.surfersparadise.com/markets/

开放时间：周三和周五晚上 17:00-22:00

Entertainment娱乐
作为一个度假胜地，最不缺少的估计就是娱乐消遣的项目了，水上活动

爱好者可以在这广阔无边的海水里遨游，也可以拿起冲浪板与海浪一起

嬉戏。肾上腺素旺盛的可以考虑来个高空跳伞。如果只是单纯来度假的

可以安排个赏鲸之旅，又或者是到高尔夫球场大展身手。夜幕降临之时，

你还可以到不夜城去小赌一把，到酒吧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总之一天

24 小时，总能找到你中意的娱乐项目。

冲浪

冲浪可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了。据说，冲浪好的人在当地都是被当做

英雄那样看待的。如果你也想象海滩里那些冲浪好手一样劈风斩浪，不

妨也在沙滩买块冲浪板，跟着教练学几招，最后再来一个标准的黄金海

岸合影—踩在踏板上回头朝岸上的摄影师来个自信的微笑！

1冲浪运动比较危险，初学者很有可能会这里青一块，那里紫一块。

切忌不要单独逞强，跑到危险的海域。一定要在教练的指导下进

行冲浪运动。

2 一节冲浪大概 3 小时左右，公开课的话大概是 80 澳元，私教

的话要 150 澳元。

Cheyne Horan School of Surf

这里有针对初学者的冲浪课程，每天都会开班授课，如果你的运气够好，

教练很有可能是前冲浪冠军 Cheyne。

网址：www.cheynehoran.com.au

联系方式：(1800)227873

上课时间：每天有两个班，分别是上午 10:00 和下午 2:00 开始。

高空跳伞与热气球

黄金海岸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尝试一下黄金海岸 Sky Dive, 从高空

直升机中跳出，感受一下心跳加速的冲动。如果觉得这个太刺激了，不

妨乘坐高空热气球，从高空俯瞰黄金海岸广阔的海岸线，预订后早上 5

点会有车到所住的酒店接你。

Gold Coast Skydive

地址：1/78 Musgrave Street Kirra Qld 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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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07)55991920

购物 Shopping

嗡嗡 在黄金海岸可以预定到乘坐热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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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鲸

黄金海岸观鲸活动为前来的游客提供了与全世界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

鲸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每年的 5 月到 11 月，鲸鱼都会从南极游到南

回归线附近暖和的水域进行繁衍，而黄金海岸则是它们的必经之路，差

不多每年都会有上万头鲸鱼陆续经过这片海域，而这段时期就是黄金海

岸最长的观鲸季节。一般观鲸活动都可以在酒店前台或者旅游咨询中心

进行报名，乘船出海，沿着鲸鱼出没的线路前进，乘风破浪与这些庞然

大物来一次海上约会。

贴士：海上风浪大，船行时难免会路遇颠簸，请出海时提前吃好晕船药

以及备好呕吐袋，以备不时之需。

小赌怡情

澳洲真的是一个全民参与赌博的国家，来到这里，你还总能听到导游说

这么一句话：“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赌光输光，为国争光。”当然话

是玩笑话，但是赌博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当地人觉得赌博

只是一个娱乐方式，跟喝酒一样，只是喝多喝少的区别。而且为了防止

大家上瘾，每个赌场 24 小时都会有心理医生，赌桌上也会有提示板显示

你已经玩了多长时间，提醒你切勿沉迷。

木星赌场酒店

黄金海岸最出名的赌场，位于酒店内。里面有老虎机，21 点等各种项目，

24 小时营业。

地址：Broadbeach Island，Gold Coast，Australia 4218

网址：http://www.jupitersgoldcoast.com.au/Pages/default.aspx

果岭场上挥个杆

黄金海岸有 40 多个竞赛级的高尔夫球场，吸引了很多世界一流的高尔夫

球手以及高尔夫球爱好者的前来。

湖畔高尔夫俱乐部 Lakelands Golf Club

位于黄金海岸中心地带，是昆士兰州最受欢迎的高尔夫球场，由世纪球

王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holos) 亲自参与设计，连续四年被评为澳大

利亚最佳公众设施球场。五种特别设计的发球区，经过完美修缮的草地，

一定可以让你打得尽兴。

地 址：00 Lakelands Drive (off Gooding Drive), Merrimac  Gold 

Coast 4226 

网址：http://www.lakelandsgolfclub.com.au/（网站可以接受预定）

联系方式：（61-07）55798700

开放时间：（除了圣诞节）每天 6:00-17:30

体验热闹夜生活

热闹的夜生活也可以说是黄金海岸的另外一个代表。每当夜幕降临，在

海边游玩了一天的人纷纷钻进了大街小巷的酒吧里，与友人畅饮一番，

来个疯狂之夜。在著名的兰花大道（Orchid Ave) 附近，那里是有名的

夜生活聚集区，夜总会，舞厅，酒吧林立，喜欢热闹的游客不妨晚上去

那里浪一把！

Central

这里集夜总会，休闲室，鸡尾酒吧于一体。设有户外座位，这里的招牌

是莫吉托鸡尾酒，去的时候不妨点一杯尝尝。

地址：27 Orchid Ave, Surfers Paradise

联系方式：(61-07)55923228

节庆 Festivals

职业冲浪赛

这是一年一度冲浪界的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好手齐聚黄金海岸，

争夺丰厚的奖金。更多比赛详情请看：www.quicksilverpro.com.au

时间：2 月下旬到 3 月中旬

冲浪救生锦标赛

来自澳大利亚各地 300 多个冲浪俱乐部的救生员们汇聚在黄金海岸，展

示他们过人的业务水平比赛。这也是全世界此类比赛中规模最大的体育

赛事。7000 多个参赛者中有青少年，老年人，业内好手甚至还有奥运冠

军。这个独特的澳大利亚节日展示了冲浪救生的方方面面，从冲浪板划桨，

冲浪艇比赛，救援接力到铁人三项。届时你既可以享受到活力四射的节

日气氛，也能参与到沙滩上举办的娱乐活动。

时间：3 月上旬

澳大利亚沙雕锦标赛

每年沙雕锦标赛举行期间，冲浪者天堂海滩都会变身为一座集奇异与美

丽化身的金色艺术馆。这场盛事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参加，可以全家一

起堆造沙堡，促进亲子间互动。澳大利亚沙雕锦标赛，每年都会展示一

个全新的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会发挥他们的奇思妙想，将沙

子打造成富有创意的艺术品。

时间：2 月

冬日摇滚复兴节（激情摇滚节）

这个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怀旧节日在库尔加塔小镇举行。

这个为期 11 天的盛大节日包括由 1.200 多辆改装高速汽车，特制车和

老爷车组成的车展，以及大量的摇滚，山地摇滚以及摇摆舞的娱乐活动。

摇滚节上有很多免费的家庭娱乐活动，复古市集，街头游行，以及摇摆

舞和山地摇滚的普及班。这个摇滚节免费对公众开放，吸引了上万名的

游客纷至沓来。

时间：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学生周

说是学生周，但其实这个来自毕业生的狂欢活动会陆陆续续长达一个月。

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来自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毕业生都会

齐聚黄金海岸来一次疯狂派对。到时海滩上随处可见烂醉如泥的学生以

及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如果你也想给青春过把瘾，不妨加入他们的

队伍。

时间：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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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s线路推荐
黄金海滩作为澳洲一个极有代表性的地方很适合预留 3 天以上的游览时

间，特别是爱好海滩运动或是带着孩子的朋友一定会舍不得走的。

浓缩的就是精华——黄金海岸一日游

如果只有一天那么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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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在冲浪者天堂购物街上逛逛，参观一下 Q1 大楼。

晚上可以去木星赌场小试下手气，品尝美食，观看歌舞表演，再去热门

酒吧参加一场充满激情的 party。

常规线路三日游

D1：享受海滩，进行日光浴、逐浪、玩沙、散步、发呆或者学习冲浪。

顺便在冲浪者天堂购物街上逛逛，参观一下 Q1 大楼。夜晚的时间你可

以将酒吧之旅、赌场之旅搭配着进行。

D2：选出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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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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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

区和国家公园来一次徒步，在春溪国家公园的自然桥上看蓝光虫，享受

古木、瀑布、浅溪和传统的澳洲生活。

悠哉乐享 7 日游

D1：第一天到达黄金海岸，在市中心转一转熟悉环境，在冲浪者天堂享

受日光浴，逐浪，戏水或者学习冲浪。傍晚参观 Q1 大楼，纵观黄金海

岸广阔的海岸线。

D2：选一个外岛，享受 2 天 1 夜的行程。比如费沙岛，在沙岛上和各国

游客一起露营野炊，体验原始生活。

D3：从外道返回，晚上可以选择去范思哲酒店吃海鲜自助，酒足饭饱，

再去木星赌场小赌一把。

D4：来到华纳影城和水上世界疯玩一把。

D5：去天堂农场看剪羊毛表演，近距离与天然萌物树袋熊和袋鼠亲密接

触。

D6：可以选择一大早前去拜伦湾观鲸之后前往春溪国家公园享受大自然。

D7：来到冲浪天堂附近的购物中心为亲朋好友采购手信，收拾行李准备

返程。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紧急电话号码

警察、急救车、火警电话都是000。电话接通后会有Police(警察),Fire(火

警 ), Ambulance( 急救 ) 三种类别选择，用英文报出类别后，可以说明

自己的语言，会有翻译人员对你的电话进行翻译。

货币兑换和银行

外币兑换店、机场、各大银行、酒店前台部都可以进行货币兑换，建议

前往银行进行兑换。另外大型商店和多数餐厅都接受信用卡和旅行支票

付款。

银行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四 9：30-16：00，周五 9：30-17：00，周

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电源及电压

220-240 伏特，澳洲使用三相分叉型电源插座，建议自带转换插头

电话及网络

公共电话使用硬币（0.1 澳币、0.2 澳币、0.5 澳币、1 澳币）和电话卡（机

场及报刊亭有售）。

拨号方法：0011+ 国家代号 + 城市代号 + 电话号码

黄金海岸公共场所基本上都是 wifi 覆盖的，上网比较便捷。

FrancesQ  OPTUS 的电话卡日 2AUD，包含 500M 的流量，境内电话

无限拨打和接听。一般在商场的专营柜台有售。需要等记护照号。

邮寄服务

大部分邮局的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 9：00-17：00，也可以将书信

交给酒店行李部或前台部代寄。下面是具体的收费标准和邮寄时间。

 明信片（航空）             信件（航空）

国家    价格（澳币）所需时间   价格（澳币） 所需时间

中国 1.85 3-10 天     1.85             3-10 天

香港 1.85 3-10 天     1.85             3-10 天

台湾 1.85 3-10 天     1.85             3-10 天

新加坡 1.85 3-10 天     1.85             3-10 天

马来西亚 1.85 3-10 天     1.85             3-10 天

冲浪者天堂邮局

地址：位于冲浪者天堂购物中心里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 9:00-12:30，周日休息。

医院和医疗中心

Gold Coast University Hospital（公立医院）：1300744284

Tweed Hospital（公立医院）：5536 1133

Pindara Hospital（私立医院）：5588 9888

John Flynn（私立医院）：5598 9000

小费

澳洲没有硬性规定付小费，但如果去到酒店有行李员负责搬运行李，最

好给 5-10 澳元的小费。

旅游咨询中心

黄金海岸旅游局 Gold Coast Tourism Bureau

这里可以提供有用的旅游信息，前台员工十分友善。

地址：Cavill Ave Mall, Surfers Paradise

网址 :www.goldcoasttourism.com.au

联系方式：（61-07）55384419

开放时间 : 周一至周五 8:30-17:00，周日 9:00-16:00

使领馆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

地址：Level 9, 79 Adelaid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网址：http://brisbane.chineseconsulate.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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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61-07）32106509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从航空通行有两个落脚点，一个是直接抵达黄金海岸机场，一个是降落

在临近黄金海岸的布里斯班机场。如果从悉尼，墨尔本其他较远城市出发，

就建议直接飞往黄金海岸机场。如果是从国内出发的，就建议先飞布里

斯班机场。

黄金海岸机场

位于库尔加塔，离冲浪者天堂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只有一个很

小的候机楼，有从悉尼，墨尔本，奥克兰，惠灵顿飞过来的航班。目前

还没有开通国内直飞航班。

网 址：http://www.goldcoastairport.com/sites/default.asp（ 网 站

还有接驳巴士相关信息）

火车

由于大部分国内游客的行程都是先抵达布里斯班，再从布里斯班坐城市

铁路去黄金海岸。火车就成了主要的交通方式。具体班次信息请查阅以

下网址：http://translink.com.au/。此外可以在火车站购买一张 go 

card，坐火车公交能便宜不少。

详情：https://gocard.translink.com.au/webtix/

长途汽车

如果是在昆士兰州或者临近的新南威尔士州，长途汽车也是不错的选择。

灰狗汽车公司

虽然这是澳洲全境都通行的汽车，但是从澳洲东部或者较远的地方还是

建议搭乘飞机前往黄金海岸。

网址：http://www.greyhound.com/（网站有具体线路查询）

联系方式：(01)8002312222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共汽车

黄金海岸的公交路线相对于其他澳洲大城市如墨尔本，悉尼并不算多。

上车的时候建议使用 go card, 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公交路线也根据所

在的区域不同车票也不一样。最便宜的车票是 5.2 澳元，用了 go card

是 3.53 澳元，非高峰时期乘坐用 go card 是 2.83 澳元。公交线路查询

也可以查阅以下网站：http://translink.com.au/

出租车

出租车在当地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交通方式。因为除非是在热门旅游景

点和酒店，别的地方都很难能打到出租车。如果有出租车需要的建议在

网上或者电话进行预定。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出租车起步价是 2.9 澳元，

其他时间包括节假日起步价是 4.3 澳元。超过起步价是 2.14 澳元一公里。

预定网址：http://www.gccabs.com.au/

预定电话：131008

自驾

租车自驾是比较受欢迎的交通方式，一天大概是 19-35 澳元，只用带上

你的中国驾照和驾照翻译件原件以及有效地信用卡就能办理。

下面提供一个可以比价的网站：http://www.vroomvroomvroom.com.

au/，大家可以用划算的价格租到自己喜欢的车型。

All Age Car Rental 

地 址：Surfers Paradise Transit Center, Beach Rd,Surfers 

Paradise

联系方式：（61-07)55701200

Avis

地址：Cypress 和 Ferny Ave 交叉路口，Surfer Paradise

联系方式：（61-07）55399388

签证

去澳洲旅游一般申请的是访客签证。

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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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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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申请不需要预约，但是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建议先在网上（http://

www.australiavisa-china.com/）预约一个号，方便快捷。

第三步：交费。目前去澳洲的签证费用是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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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23.html

第四步：等待 15 个工作日，就可以去使馆取回来了。

签证中心

目前北京和上海的签证中心接受来自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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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申请。

而广州的签证中心则接受广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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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申请。

北京签证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 , 东方银座 21 层 D、E、F、G、

H、I  室

邮编：100027

上海签证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5 号广东发展银行大厦 2 楼

邮编：200023

广州签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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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623

出入境 Entry-E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