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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位于澳洲西南部，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同时也是澳洲第 4 大城市。因为它与澳洲其

他主要城市都有平均 3 小时的飞行距离，因此也有“世界上最与世隔绝首府”之称。

珀斯整个城市是围绕着天鹅河（Swan Lake)边建造的，地广人稀，城市总人口只有186万（北

京的人口是 2115 万人）, 这里的人民热情友善，曾经赢得过”世界最友善城市“的称号。

除了友好的市民，珀斯气候宜人，常年蓝天白云，城市被绿植覆盖，也是世界最佳宜居城市

之一。

Mandy 小飞飞  Perth 市区到处是维多利亚和巴洛克式建筑，很漂亮，阳光遍撒，给人印象

很好。

珀斯速览 Introducing Pe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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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11

最佳旅游时间  珀斯日照时间较长，全年平均每天

日照时间能有 8 小时。每年 12 月到来年 3 月是夏天，

珀斯夏季白天干燥炎热，夜晚凉爽宜人。6-8 月的冬

季气温也不太低，平均气温都有在 13 摄氏度左右。

最佳旅游时间是 9 月，那个时候正值珀斯野花节，全

城鲜花盛开，气候舒适。

穿衣指南  珀斯属于地中海气候，四季气候分明。

早晚温差较大，一日内最高温差达 20 度左右。所以

即使在炎热干燥的夏季早晚出门都应该带上一件薄

外套。冬季平均气温有 13 摄氏度左右，厚外套和衣

裤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另外，珀斯全年日照比较强烈，

长时间待在户外应该戴上墨镜并做好防晒措施。

消费与汇率 珀斯使用的是澳元，根据 2014 年

11 月份最新汇率，1 元人民币相当于 0.18 澳元，1

澳元相当于 5.49 人民币。下面如果没有特别标注，

统一使用货币单位为澳元。

珀斯虽然远在澳洲西部，物价并不便宜，由于景点

不怎么需要门票，主要开支都在住宿和餐饮上。住

宿便宜的话有青年旅社，一个床位 29 澳元，条件

比较好的酒店一晚要 120 澳元。餐饮方面简餐大致

12 澳元一顿，如果是正餐的话人均大致要 40 澳元

左右。总体来说，一天备个 200 澳元出门比较有安

全感。

时差  由于珀斯和中国在同一个市区，而且也不分

冬夏令时。所以到了珀斯可以不用调表，跟着北京

时间走就行。

摄影旅人 bjack 晚霞中的珀斯

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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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徜徉在城市花园里

虽然身处西澳，珀斯市中心却丝毫没有沙漠红土荒凉的气息，围绕着天

鹅河边是一个广阔的城市公园，面积之大足够你在下面散步发呆一个下

午，如羊绒般松软的草地更可以让你躺在上面晒太阳。整个城市都被绿

色的植被和烂漫的野花覆盖，像一座未经雕琢的大花园，置身其中，让

你忘却了旅途的劳累，身心都得到了极好的放松。

逐浪在大洋海滩边

珀斯市中心濒临海滨，周边有很多不错的海滩，海水质量之好让很多游

客回来都有一种“珀斯归来不看海”的感慨。不少当地人闲暇的时候都

会驱车前往附近海滩，和家人一起在海边嬉戏玩闹，或是带上装备逐浪

在碧海蓝天间。风筝冲浪、风帆冲浪以及俯付冲浪在这一大片海域，全

都能让你看个够！

Sights景点

国王公园 Kings Park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珀斯城和天鹅河的最佳景色在国王公园一览无遗。

这个占地 4 平方公里、灌木丛生的偌大公园遍布步道和跑道，到处都有

野炊地点、观景台、野花和游乐场，是珀斯城的骄傲和欢乐。

公 园 内 的 亮 点 之 一 是 著 名 建 筑 师 设 计 的 洛 特 里 韦 斯 特 联 邦 步 道

（Lotterywest Federation Walkway）。这是一条长 222 米的钢筋玻

璃结构步道，蜿蜒盘旋在桉树构成的架子上，让人们可以在树冠上步行。

另外一个亮点是 17 万平方米的植物园，汇集了西澳两千多种植物。春天

的时候，西澳著名的野花会向你展示姹紫嫣红；每年九月，还有珀斯野

花节等你来尽情享受。

地址：Fraser Avenue, Perth WA 6005, Australia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bgpa.wa.gov.au/kings-park

开放时间：全天

联系方式：(61-8)94803600

到达交通：在市中心的 St Georges Terrace 乘坐免费巴士 37 路或搭

乘中央接送系统（Central Transit）的红色巴士到达公园入口

用时参考：半天

国王公园游客中心 Kings Park Visitors Centre

游客中心位于 Frazer Ave 大道的战争纪念馆对面，附近有报刊电话亭、

咖啡馆、礼品店和餐厅。在此你可以参加免费导游带领的徒步游，每天

上午 10 点和下午 2 点出发。

地 址：Fraser Avenue, Kings Park and Botanic Garden, West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6005

网 址：http://www.bgpa.wa.gov.au/contact-us/15-kings-park-

guides

开放时间：每天 9:30-16:00（圣诞节不开放）

联系方式：(61-8)94803634

西澳大利亚美术馆 Art Galler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美术馆是珀斯文化中心的一部分，目的旨在通过介绍西澳大

利亚过去与现在以及原住民的艺术来收藏、保护、展示和获得视觉艺术。

其收藏包罗万象，约有 15500 件藏品，从澳洲本土画家的创作至世界各

国收藏而来的画、雕像、手工艺品甚至到装饰艺术品。亮点是原住民的

美术作品，包括西澳著名的原住民画家莎莉摩根 (Sally Morgan) 的作品，

从画中可以感受到她用图诉说原住民的故事。这里的咖啡店和礼品店也

值得光顾一下。

地址：Perth Cultural Centre/Roe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费用：免费（除部分特殊展览）

网址：http://www.artgallery.wa.gov.au/

开放时间：周一、周三至周日 10:00-17:00

联系方式：(61-8)94926622

到达交通：从珀斯火车站出发，穿过 Roe St 即到

用时参考：半天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是通向这个周自然文化遗产的门户。博物馆有精彩的

“土地和人民”展，展示土著居民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恐龙图片展；很

不错的陨石展；哺乳动物、蝴蝶和鸟类展。

在 博 物 馆 的 庭 院 中 有 一 种 头 骨 柔 软 且 呈 圆 形、 面 目 奇 特 的 鲨 鱼

“Megamouth”，被浸泡在防腐剂中供人观赏。到目前为止，这种温驯

的鲨鱼只捕获到大约 5 条。

博物馆大楼还包括珀斯的老监狱，修建于 1856 年，沿用到 1888 年，

曾是执行绞刑的首选地。在监狱的底层还有一家隐蔽的咖啡馆和一家儿

童探索中心，在学校节假日开设生物多样性主题类的各种节目，非常受

欢迎。

地 址：Cultural Centre Perth Cultural Centre Garden,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费用：免费（建议捐款 5 澳元）

网址：http://museum.wa.gov.au/

开放时间：每天 9:30-17:00

联系方式：(61-8)92123700

到达交通：从珀斯火车站出发，穿过 Roe St 即到

用时参考：半天

李森宁 步道真的在树顶哦 ~

http://www.mafengwo.cn/i/3152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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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ack St，再向南步行 13 分钟即到

用时参考：2 小时

珀斯动物园 Perth Zoo

珀斯动物园地处南珀斯市中心河畔，有各种妙趣横生的展馆，包括夜间

动物展馆、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园、袋食蚁兽展厅和爬行动物展览室。这

里有独具匠心的动物住所设计，生动有趣的动物介绍，热带雨林状的树

木布置，更有很多国内动物园没有的小动物，特别是“森林区”内澳洲

特有的袋鼠，还有被当地人称为塔斯马尼亚魔鬼的袋獾，让人眼前一亮。

地址：20 Labouchere Rd, South Perth WA 6151, Australia

费用：成人 27 澳元，学生、老年人 21 澳元，4-15 岁儿童 13 澳元，4

岁以下儿童免费

网址：http://perthzoo.wa.gov.au/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方式：(61-8)94740444（工作日），(61-8)94740333（周末）

到达交通：从珀斯市中心出发乘坐 30、31、34 路巴士到此

用时参考：半天到一天

西澳大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大学是澳大利亚第六所大学，也是澳大利亚最为优良的五星

级大学之一。建立于 1911 年，坐落于距离珀斯市中心仅五公里，占地

65 英亩的校园上。罗马风格的建筑、花园般的校园吸引着人们来此游览。

地址：35 Stirling Hwy, Crawley WA 6009, Australia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uwa.edu.au/

开放时间：全天

联系方式：(61-8)64882447

到达交通：从珀斯火车站出发，乘坐 950、107 巴士到此

用时参考：2 小时

吉尔福德 Guilford

吉尔福德镇坐落于天鹅河畔，被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确定为珀

斯的第一批殖民地。1829 年建立之初是一个内陆港。如今，你可以坐火

车到此欣赏天鹅河的美景，探索迷人的殖民风格小镇，在被列为历史文

物的建筑物中住宿过夜。

地址：Guildford, Australia

弗里曼特尔 Freemantle

弗里曼特尔位于距珀斯 19 公里处的天鹅河口，有许多奇特的博物馆、历

史建筑、画廊、酒馆和咖啡馆。创新、放松、干净、绿色的弗里曼特尔是

表演者、艺术家、嬉皮士和很多怪人的舒适家园，现在偶尔还能看到嬉

皮士在大街上慢悠悠地骑着旧自行车。这里还有很多西澳最古老的建筑，

如圆屋（Round  House）、弗里曼特尔监狱（Freemantle Prison）

和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Freemantle Arts Centre），都向人们诉说着

这座城市的历史。

地址：Fremantle,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ladybaby  小镇的街上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建筑的墙上充满艺术感的

浮雕，街边用废旧木板随意打造的花盆，还有弥漫在空气中的咖啡的味道， 

西澳大利亚水族馆 Aquarium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 澳 大 利 亚 水 族 馆 坐 落 于 珀 斯 的 希 拉 里 斯 船 港（Hillary's Boat 

Harbour），有一条长达 98 米的水下隧道，可以在里面一边漫步一边欣

赏庞大的海龟、鲨鱼以及其他鱼儿在你头顶上悄悄地游过。这个小小的

海洋世界展现着西澳的水下珍藏：迷人的海龙、海马，全身斑斓的月水母，

性情乖戾的章鱼。胆大的游客可以在潜水员的帮助下，在巨大的水族馆

里和鲨鱼一起浮潜或潜水。但要记得提前预约，费用在 150 澳元左右。

地址：Hillary's Boat Harbour 91 Southside Dr, Hillarys WA 6025, 

Australia

费用：成人 29 澳元，学生、老年人 21 澳元，4-15 岁儿童 17 澳元，4

岁以下儿童免费

网址：http://www.aqwa.com.au/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7:00

联系方式：(61-8)94477500

到达交通：工作日：搭乘 Joondalup 火车到沃里克立体交通枢纽下车，

然后转乘 423 路巴士到此。周末：搭乘火车到格林伍德站下车，然后搭

乘 456 路巴士到希拉里斯船港下车

用时参考：半天到一天

天鹅塔 Swan Bell Tower

天鹅塔位于珀斯市中心，因临近天鹅河而得名。矗立于兵营广场（Barrack 

Square）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之一。塔内有 12 座本属英国圣马丁

教堂（St Martin’s-in-the-Fields）的古老大钟，于 1988 年由英国政

府作为澳洲建国 200 周年纪念礼物赠送给西澳。每周三、四、六、日的

中午 12 点到下午的 1 点是他们固定撞钟的时间。8 人一组，他们都是义

务来工作，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已经有 78 岁高龄了，凭借着轮盘将钟转动，

用娴熟的技巧控制节奏，如果刚好赶巧遇到，不妨前去参观一下。

爬到天鹅塔顶，放眼望去，河畔的珀斯城景色将以 360 度的视野尽收你

眼底。

地址：Barrack Square/Riverside Dr,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费用：成人 14 澳元，学生、老年人 9 澳元

网址：http://www.thebelltower.com.au/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5:45

联系方式：(61-8)62100444

到 达 交 通： 从 珀 斯 火 车 站 出 发， 先 沿 着 Wellington St 向 西 走 到

bing 天鹅塔

http://www.mafengwo.cn/i/12958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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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统的咖啡馆通常都和小镇一样的古老。

弗里曼特尔监狱 Freemantle Prison

从某种意义上讲，弗里曼特尔监狱曾用它那 5 米高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高

墙支配着现在的弗里曼特尔。城市里的大部分早期建筑都是由关押在这

里的罪犯劳工建造的，监狱本身也是。监狱在 1855 年到 1991 年间

投入使用，关押过许多不良民众，如著名的逃亡艺术家穆恩戴恩 • 乔

（Moondyne Joe）、穿狱警制服成功逃脱的银行抢劫犯布伦登 • 阿

博特（Brenden Abbott）、在西澳绞死的最后一人埃里克 • 埃德加 •

库克（Eric Edgar Cooke）。

现在，你只有参加团队游才能参观监狱内部，每半小时一批。不过门房

和展览厅可以随意进入。

地址：1 The Terrace, Fremantle WA 6160, Australia 

费用：成人 20 澳元，学生、老年人 17 澳元，4-15 岁 11 澳元

网址：http://www.fremantleprison.com.au/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方式：(61-8)93369200

到达交通：从弗里曼特尔火车站出发向东南方向步行 13 分钟即到

用时参考：2 小时

弗里曼特尔市场 Fremantle Markets

弗里曼特尔市场于 1897 年首次开放，现在共有 150 多个摊位，每周五、

六、日有集市，呈现着港口小镇的繁华。各种西澳特产和商品应有尽有，

有新鲜鱼贝类产品、新鲜蔬菜和水果，还有香精、蜡烛、羊毛、手工艺品、

木雕品、衣服、宝石和陶瓷。除了来此淘选纪念品，还可在此观看街头

艺人的精彩表演。

地址：Henderson St, Fremantle WA 6959, Australia

网址：http://fremantlemarkets.com.au/

开放时间：庭院：周五 8:00-20:00，周六日 8:00-18:00；大厅：周五

9:00-20:00，周六日 9:00-18:00

联系方式：(61-8)93352515

到达交通：从弗里曼特尔火车站出发向东南方向步行 9 分钟即到

周边

天鹅谷 The Swan Valley

天鹅谷位于珀斯的东北面，是西澳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这里有 40 家家

族经营的小型酒庄，最初由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移民于 20 世纪 20 年代建

立，还有很多国际性品牌酒庄，拥有巨大的葡萄园和设施先进的酒窖。

现在，你可以在天鹅谷尽情享受美好的生活：在酒庄边进餐享用美食边

品味获奖的葡萄酒。除了让你开怀畅饮，天鹅谷还有广阔的野生动物保

护区、无边无际的乡村田野和国家公园供你悠然打发时间，徒步、骑车

和策马奔腾都是很好的休闲的方式。这里还有艺术长廊可以观看当地雕

塑家、画家、陶艺家、版画家和木刻家所创造的世界，购买精美的纪念品。

地址：Meadow St, Guildford WA 6055, Australia

网址：http://www.swanvalley.com.au/

联系方式：(61-8)93799400

到达交通：在珀斯火车站搭乘火车，在 Midland 站下前往天鹅谷城中心

或在 Guildford 站下前往酒庄

 

尖峰石阵 Pinnacles

尖 峰 石 阵 位 于 柏 斯 北 部 260 公 里， 是 南 邦 国 家 公 园 (Nambung 

National Park) 的一部分。这里有壮观奇特的尖峰石阵沙漠，成千上万

根石灰石柱横穿过金色沙漠地面四处散布在像月球地表的地形上。一条

用砂砾铺成的平整环形路横穿过这片石柱林，可以让人们在石柱间走走

看看。

ladybaby 悠闲的小镇

猫肥肥肥不起来 路两边成片的葡萄园

ladybaby 夕阳下的尖峰石阵

http://www.mafengwo.cn/i/3002864.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18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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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Nambung National Park, Pinnacles Dr, Cervantes WA 

6521, Australia 

费用：步行或自行车到此免费，摩托车到此 6 澳元，12 座以下车辆到此

12 澳元 / 辆，12 座以上车辆 5.5 澳元 / 人

网 址：http://parks.dpaw.wa.gov.au/site/pinnacles-desert-

discovery-centre

ladybaby 这类景观在西澳并不唯一，但是这里是最多的和最密的。在

澳洲金色的夕阳下，尖峰石阵可以被拍成很美的照片，成为西澳旅游的

明信片。

朱里恩湾 Jurien Bay 

朱里恩湾是坐落于西澳小麦带区的一个小镇，面朝印度洋。这个优美的

小镇最早于 17 世纪被欧洲人发现，从 1822 年开始就有大量的英国探

险家来此。现在，朱里恩湾是一个供人钓鱼和休养的小镇，澳洲人喜欢

在周末到此度假。在白色沙滩边未遭污染的海水里游玩和玩帆板运动，

捕捉美味的笛鲷和 dhufish 鱼，享用新鲜的鳌虾。更因其景色优美适合

拍照的高空跳伞运动而闻名。

地址：Jurien Bay WA 6516, Australia

 

罗特内斯特岛 Rottnest Island

罗特内斯特岛是距离珀斯大约 1 个半小时航程的小岛，周围环绕着热带

海滩和水晶般清晰的海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让人无忧无虑、水质清

澈的人间天堂。浮潜、潜水、钓鱼、冲浪吸引着人们来此，绕岛骑行更

是其一大亮点。岛上的原住民短尾矮袋鼠非常可爱，也是此岛的一大特色，

骑行在路上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些小袋鼠，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向他们随

便喂食，因为这样很有可能导致他们生病的。

地址：Rottnest Island WA 6161, Australia 

网址：http://www.rottnestisland.com/

联系方式：(61-8)94329111 

到达交通：在弗里曼特尔乘坐“罗岛特快”（www.hillarysfastferries.

com.au) 到达

肖尔沃特群岛海洋公园 Shoalwater Islands Marine Park 

肖尔沃特群岛海洋公园里的原始岛屿和珊瑚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 可以观

赏各色海洋动物 , 从企鹅和海豚到潜水沉船和浮潜步道。公园主要包括锡

尔岛（Seal Island）和彭古因岛（又名企鹅岛，Penguin Island）。锡

尔岛是澳大利亚海狮保护区，禁止公众入内，只可从附近水域观看海狮。

彭古因岛则栖息着大约 1200 只可爱娇小的企鹅，欢迎你的到访。

地址：Shoalwater Islands Marine Park, WA, Australia

网址：http://parks.dpaw.wa.gov.au/park/shoalwater-islands

联系方式：(61-8)94050700

到达交通：乘坐渡轮到此

沃尔云加国家公园 Walyunga National Park

沃尔云加国家公园位于天鹅河上游，埃文河（Avon River）将达令山脉

（Darling Range）切断，形成一个狭窄的峡谷。公园非常适合徒步旅

行和野餐。有很多丛林步道，包括去往 Syd’s Rapids 的 5.2 公里往返

步道和 1.2 公里的土著古道（Aboriginal Heritage Trail）。最佳步道

是 10.6 公里的 Echidna Loop，经过天鹅谷和埃文河谷时可以看到非常

棒的景色。公园内还有一片已知最大的努噶人露营地，在 19 世纪前 10

年后期仍在使用。

地址：Walyunga National Park WA 6084, Australia 

费用：步行或自行车到此免费，摩托车到此 6 澳元，12 座以下车辆到此

12 澳元 / 辆，12 座以上车辆 5.5 澳元 / 人

网址：http://parks.dpaw.wa.gov.au/park/walyunga

开放时间：每天 8:00-17:00

联系方式：(61-8)92906100

到达交通：从珀斯驾车约一小时到此

用时参考：一天

珀斯地域比较广阔，但为了出行方便，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在北桥区、

CBD 区或者周边海滩入住。北桥区旅店选择很多，各种类型都能找到，

但就是周边环境有点吵闹，比较适合抗噪音能力强的游客。还有一种选

择就是在中央商务区，这里和北桥区一样交通便利，靠近各种公共交通

设施，可以轻松前往周边郊区，另外中央商务区周边各种配套设施都比

较成熟，购物和餐饮的选择都比较多，总体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如果想

在海滩边度假的不妨选择一个 B&B 酒店，悠哉悠哉的在房间看着海景开

始新的一天。需要注意的是澳洲绝大部分酒店都不提供牙膏牙刷和拖鞋，

去之前请自备好这些生活用品。

帕米利希尔顿酒店 Parmelia Hilton Hotel

酒店位于繁华地段，地理位置很优越，靠近商业区，购物吃饭很方便。

离国王公园大约十分钟步行路程，而且交通便利，离巴士站和火车站很近。

住宿条件不错，卫生状况很好，还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供休闲娱乐。

地址：14 Mill Stree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参考价格：标准间 300 澳元 / 间

珀斯标准酒店 Criterion Hotel Perth

酒店位于珀斯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靠近购物中心，吃饭和购物都很

方便。房间很宽敞，卫生条件好，设施也很齐全。提供无线网络，工作

人员的服务也非常棒。

住宿 Hotel

ladybaby 以美景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的朱里恩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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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560 Hay Stree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参考价格：标准间 150 澳元 / 间

圣 塔 玛 利 亚 B&B 酒 店 Santa Maria Executive Suites 

Fremantle Bed & Breakfast

酒店位于珀斯的卫星城弗里曼特尔，位于天鹅河的出海口，是珀斯的著

名观光胜地。下榻于这家当地最好的 B&B 酒店，可以享受一流的设施与

最尊贵的服务。房间和床都很大，洗浴设施很不错，提供的早餐也很棒。

非常适合到此度假。

地址：55 Shepherd St, Fremantle WA 6162,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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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3313316

参考价格：标准间 180 澳元 / 间

One World Backpackers

这家青旅位于北桥区，离北桥的活动中心区域足够近。在一幢修复得不

错的老房子内，干净、青春并且保养得很好。所有房间的地板都光亮可鉴，

宿舍很大，光线充足，砖砌的花园庭院是和长住这里的旅客打成一片的

好地方。

地址：162 Aberdeen St, Perth WA 6003,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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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2288206

参考价格：多人间 30-33 澳元 / 床，标准间 82 澳元 / 间

餐饮 Eat

珀斯作为西澳的美食之都，丰富多样的海鲜自是少不了了。由于西澳这

片土地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者，所以韩餐、中餐、日料、意大利

风味，只要你想得到这里都能吃到。

比较好的一点是，跟西澳粗犷辽阔的地貌相像，这里的食物分量都特别大，

海鲜、牛扒、羊排都是大盆大盆上的，一定可以吃的沟满壕平。

特色美食

海鲜

珀斯临海，风景迷人，海岸线辽阔。最不缺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新鲜海鲜，

大大个头的生猛龙虾，物廉味美的爽口青贝、珊瑚鳟鱼、红鲷鱼、乔治

王牙鳕、大马哈鱼、沙丁鱼、鳌虾等各种各样丰富的水产。这些新鲜的

海产品都是在最纯净的海域捕捞上来，烹调的时候都非常注重食材的新

鲜程度和口感。近年来珀斯定居的移民越来越多，因此在这里可以吃到

各国风味的海鲜料理，游客的选择也更加多了。如果不想下馆子，你也

可以到超市亲自挑选喜欢的海鲜带回有厨房的酒店自己烹饪，清水一煮

撒点调料就足够美味了！

餐厅推荐

Opus Restaurant

Opus 是珀斯最富有魅力的餐厅，提供独出心裁的法式和现代澳大利亚菜

肴。厨艺精湛的厨师使用西澳大利亚最好的原材料烹饪出一道道创意的

应季菜肴，深受顾客欢迎，如菲力牛排、鹿肉、羊排。

地址：2 Richardson St, West Perth WA 6005, Australia 

网址：http://www.opusrestaurant.com.au/

联系方式：(61-8)92178880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18:00 开始营业

参考价格：50 澳元 / 人

Tiger, Tiger

如果你想品尝甜食，并配上一杯咖啡，那么 Tiger, Tiger 绝对是超棒的

选择。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享用正餐，餐厅提供很多应季的菜肴。

餐厅光亮的水泥地板、公共餐桌和古典的木质家具，给人舒适之感，再

加上这里的 wifi 服务，吸引了众多游客在此休闲。

地址：329 Murr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tigertiger.com.au

联系方式：Email：malena@tigertiger.com.au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三7:00-17:00，周四7:00-20:00，周五7:00-24:00，

周六 7:30-16:00

参考价格：15 澳元 / 人

Annalakshmi on the Swan

餐厅是一家由志愿者经营的咖喱风味素食餐厅。嬉皮士、当地人、来访

的印度人都喜欢在这里排队等候辛辣的咖喱美食和芳香的达西尔（dhal，

东印度的一种稠而细腻的炖制食物，由滨豆、洋葱和各种调味品制成）。

这家餐厅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在此就餐能 360 度欣赏天鹅湖的美丽风景。

地址：Jetty 4, Barrack Square,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annalakshmi.com.au/

联系方式：(61-8)92213003

营业时间：每天 12:00-14:00&18:30-21:00

参考价格：50 澳元 / 人

The Red Teapot

这是一家正宗的广东菜餐厅，位置很隐秘但总是很忙碌。顾客们非常喜糕糕 龙虾套餐

http://www.mafengwo.cn/i/3180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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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吃这里的风味中餐，比如富贵鸡（Prosperous Chicken）和椒盐鱿

鱼（Chilli Salt Squid）。想在珀斯吃中餐，这家餐厅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地址：413 William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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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228198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11:30-15:00&17:30-22:00

参考价格：15 澳元 / 人

Fraser's Restaurant

餐厅位于国王公园的山顶，位置独一无二，可以俯瞰珀斯城和闪闪发光

的天鹅湖。菜品是标准的现代澳大利亚菜肴，多年来深受好评，如碳烤

岩龙虾和烤袋鼠，配甜菜根罗斯蒂（Rosti，一种奶酪烤土豆泥）和玉米糕。

地址：Fraser Ave, West Perth WA 6005,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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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61-8)94817100

营业时间：每天 12:00-24:00

参考价格：40 澳元 / 人

相对于东部发达的城市，珀斯在购物方面并不是特别出名，以农产品和

羊毛制品为主。如果你要来这里买衣服估计得要失望了，因为这里衣服

款式并不时髦，而且大部分衣服都是中国制造。伦敦街上的一些旅游纪

念品商店和手工艺品商店倒是值得好好逛一逛，看能不能淘到心仪的小

礼品。

特色商品

葡萄酒

作为新世界葡萄酒的代表，西澳的葡萄酒是举世闻名的。在全澳 6 个州

府中，珀斯是日照最长的一个，每年平均有 118 个晴天，每天平均有 8

购物 Shopping

小时日照。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自然孕育出色味芳香独特的葡萄品种，

为酿造优质葡萄酒提供了上好的葡萄。很多人来到珀斯都会驾车去周边

的葡萄酒庄园去转转，品尝品尝酒厂酿造的新鲜葡萄酒，喜欢的话还可

以在酒庄现买几瓶带回家。如果在琳琅满目的酒罐子里挑不出心仪的，

比较建议带霞多丽和梅洛这两种葡萄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带回

国内 16 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人仅现带两瓶 1.5 升一下的，16 岁以下的是

不能携带入境的。

购物攻略

Raine Square Shopping Centre

Raine 广场购物中心位于珀斯市中心，拥有众多的时尚店铺、美食餐厅、

大型超市、美发沙龙，还有一个游戏中心，绝对是你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地址：300 Murr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rainesquare.com.au/

联系方式：(61-8)61434888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21:00，周六 9:00-17:00，周日 11:00-

17:00

到达交通：乘坐地铁在珀斯地铁站（Perth Underground）下或乘坐巴

士 Yellow and Red Cat Buses 或观光巴士路线 28 到此

Form

Form 是一个成立于 1968 年的独立、非盈利的文化组织，提倡文化的

创造性。在 King St 街角，有它的一家小店，这里有澳大利亚艺术家制

作的花瓶和手工艺品，以及设计书籍、饰品、珠宝和皮包。想在珀斯购

买一些独特的纪念品，不妨到这家店来淘淘宝。

地址：357 Murr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form.net.au/

联系方式：(61-8)92262799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 10:00-17:00

伦敦街 London Court

建于 1937 年的伦敦大街是珀斯的独特一景，街道两旁的民宅和商店都

是仿照 19 世纪英国的建筑图案修建而成，充满着浓厚的英国特色，充分

表现出了澳洲人对故国的怀念和崇敬。如今，这里是珀斯知名的商业街，

各种店铺装修时尚，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是购物观光的好地方。

地址：Hay St, Perth WA 6000, Australia 

网址：http://www.londoncourt.com.au/

联系方式：(61-8)6461863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5:00-21:00，周日 6:00-21:00，

到达交通：从天鹅塔出发，沿着 Barrack Street 向北走到 St Georges 

Terrace 再向左转，第一个路口向右即是伦敦街

Entertainment娱乐

水上运动

珀斯是一个既可以穿着潜衣纵身入水的好地方，也是一个脚踏冲浪板驰

骋踏浪的天堂。这里到处都有令人心驰神往的潜水地和海滩。你可以在

Mandy 小飞飞 珀斯 CBD 的步行街很热闹，很多名牌商店和购

物广场，也藏了许多各国特色小店和纪念品商店

http://www.mafengwo.cn/i/30472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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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内斯岛附近探索沉船遗骸和海洋生物，也可以在珀斯的城市海滩小

试牛刀。当然这里也有稍微平静的海岸供你在水里放松放松又或是挥臂

遨游数百米。

观鲸

每年的澳洲的春夏季（9-11 月）便是这里的观鲸季，每年这个时候，上

万头座头鲸都会从冰冷的南极洋水域迁徙到温暖的西澳水域，在网上游

船公司预订相应的行程就能随着游船一起出海观鲸了。一般为了安全起

见，游船都会离鲸鱼群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可以在船上看到成群的座

头鲸出没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那个景象不是一般的壮观。

Whale Watching Perth

成立于 1984 年的观鲸游船公司，有多年出海经验，比较有保证。

网址：http://www.whalewatchingperth.com/

联系方式：(61-8)92465334

观鲸的游船一般都会比较颠簸，晕船的游客请带好晕船药和呕吐

袋以备不时之需。

骑行

骑自行车游珀斯在西澳非常受欢迎，这里自行车道网络发展迅速，有很

多不错的骑行道路，不管你是想骑一天、一周甚至是数周都有合适的路线。

尤其推荐在珀斯周边骑行，这些地方有质量上乘而且没有交通干扰的上

千公里的道路，风景优美，可以边享受骑行带来的快乐同时欣赏到无边

的美景。另外在市区里，也有不错的休闲骑行路线，你可以穿过迷人的

国王公园沿着天鹅河边来一次城市探索之旅。

自行车交通联盟 

这里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的骑行路线。为骑行之旅做好规划。

地址：2 Delhi St, West Perth

网址：http://btawa.org.au/

自行车中心

地址：282 Hay St

联系方式：(61-8)93251176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30—17:30，周六 9:00-13:00，周日 13:00

至 16:00

参考价格：山地自行车 25 澳元 / 天

徒步

如果你的体力还不错，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珀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休

闲派的可以考虑在市内来一个悠游漫步，在国王公园的步道那闲庭漫步。

如果喜欢挑战大自然的不妨来到大丛林和国家公园里，穿行在望不到头

的散步小径，穿越在地势崎岖不平的徒步地带。

徒步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事项：

1 请不要在离水源附近 100 范围内大小便。

2 小山坡和大山坡容易受到侵蚀风化，必须沿着已有路径行走。

3 看到“No Go”字样的路边就不要再往前走了。

节庆 Festivals

珀斯杯 Perth Cup

珀斯最盛大的赛马盛会，第一次举办是在 1887 年，距今已经有上百年

的历史。整个赛程有 2400 米，是一个公开障碍比赛。光看比赛未免有

点不太过瘾，不妨可以跟当地市民一样，挑选一匹心仪的赛马，为他投注，

试试自己的手气。

网址：http://www.perthcup.com.au/

时间：1 月 1 日

西澳大利亚国际艺术节 Perth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首次举行在 1953 年，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整个西澳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

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盛事。来自全球范围的著名艺术家届时将会汇聚到

珀斯，为大家带来一场场美妙绝伦的演出和展览，范围涵盖了舞蹈、绘画、

古典乐、当代音乐、视觉艺术等各个领域。感兴趣的可以在下面的网址

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报名参加。

网址：www.perthfestival.com.au

时间：2 月中旬至 3 月初（2015 年在 2 月 13 日至 3 月 7 日期间举行）

珀斯野花节 Perth Wildflower Festival

每年的 9 月正是南半球的春季，有着“野花之都”美称的珀斯届时更是

繁花盛开，满城都是摄人心魂的灿烂春色。而作为野花节的主会场，国

王公园更是被漫山遍野的鲜花装饰得焕然一新，届时这里将会举办现场

音乐会、装置艺术展和文化表演，为大家在草地赏花之余助助兴。

网址：http://www.bgpa.wa.gov.au/

时间：9 月中旬至 10 月初

珀斯皇家秀 Perth Royal Show

珀斯地区一年一度的大型欢庆盛事了。活动期间你可以看到各种家禽动

物的选美展览评，每年的羊驼选美比赛都是皇家秀的小高潮，还有商品

的打折促销、剪羊毛和大力士比赛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西部乡村的活动，

是近距离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不错的机会！

网址：www.perthroyalshow.com.au

时间：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

猫肥肥肥不起来 这么多只神兽聚在一起真是太壮观了

http://www.mafengwo.cn/i/1018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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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同性恋节 Perth Pride

这可以说是西澳大利亚最大的同性恋欢庆活动了。届时全西澳大部分的

男女同性恋都会穿着奇装异服在珀斯街头举办一年一次的大游行。

网址：www.pridewa.asn.au

时间：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Routes线路推荐
珀斯市内一日游

线路特色：在西澳首府感受西部风情

首先来到珀斯的中心绿地—国王公园里休闲打发时光，走上树冠上的联

邦步道，看着透明的脚下风景，感受不一样的爬树冒险，然后来到珀斯

的地标—天鹅塔，这不仅是一座建筑物，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每周

固定几天（详细信息见上面景点天鹅塔处）还会有敲钟师傅敲响钟声，

如果要俯瞰珀斯全景的，可以来到天鹅塔顶，这里组成了珀斯最完美的

天际线。下午可以搭乘地铁来到珀斯周围的海滨，当地人的度假胜地——

弗里曼特尔，这里对着的就是印度洋，可以在海滩边上放放空，对历史

感兴趣的还可以到弗里曼特尔监狱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故事。

珀斯周边两日游

线路特色：遍览周围无边自然美景

D1：罗特内斯特岛环岛游

今天的行程就在环形罗特内斯特岛。早上在酒店用完早餐，就直奔码头

乘船前往罗特内斯特岛，这个岛的海域比珀斯周边海域还要干净纯洁，

放眼望去都是蓝天碧海白沙，而且岛上不通汽车，你可以租辆自行车，

绕岛环行。罗特内斯特岛上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短尾矮袋鼠，现在只有

岛上和大陆森林里才有了，在环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遇到这些可爱的小

动物跟你打招呼哦！在海边看完日落就可以准备启程返航，晚上回到珀

斯市内住宿。

D2：天鹅谷品酒—尖峰石阵

第二天从珀斯市中心出发，往北部偏东北的地方进发，先去著名的葡萄

酒酿酒胜地—天鹅谷品尝美酒佳肴，在葡萄酒庄园里亲子采摘葡萄，全

程见识到酿造的全过程，接着一路驱车向北，来到著名的尖峰石阵，看

荒漠里风沙侵蚀的鬼斧神工。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紧急电话

救护车、火警、报警电话都是 000

Lifeline:131114

安全事项

珀斯总体来说治安情况都比较好，但是晚上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要

和街上的酒鬼有接触，起冲突。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

语言

跟澳洲其他地方一样，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但是澳洲的英语跟我们

听惯的美音和英音稍微有点区别，刚听到的时候有可能还会不太适应，

后面就会习惯了。

医疗

旅行医药中心 Travel Medicine Center

地址：5 Mill St

联系方式：（61-08）93217888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7:00

货币兑换

Travelex

地址：760 Hay St

联系方式：(61-08)9321781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 9: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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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咨询处

西澳大利亚游客中心 Western Australian Visitors Center

地址：Forrest Pl 与 Wellington S 交叉路口

联系方式：1300361351

网址：www.westernaustralia.net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 8:30-17:30，周五 8:30—18:00，周六 9:30-

16:30，周日中午—16:30

使领馆

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馆

地址：45 Brown Street, East Perth, WA 6004, Australia

网址：http://perth.chineseconsulate.org/chn/

联系电话：(61-08)92220333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目前国内南方航空开通了从广州白云机场直飞珀斯的航班，大概需要 7

个小时。别的国内航班大部分都需要在泰国或新加坡转机才能抵达。由

于澳洲幅员辽阔，也有不少游客的行程是先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游玩，再

从墨尔本、悉尼这几个主要城市搭乘飞机前往珀斯。从墨尔本大概需要3.5

小时，悉尼飞往珀斯则需要 4 小时左右。QANTAS、维珍航空和捷星主

要提供珀斯到澳洲其他地方的航班服务。

珀斯机场 Pe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地址：2 George Wiencke Dr, Perth WA 6105 澳大利亚

网址：http://www.perthairport.com.au/index.aspx

联系方式：(61-08) 94788888

到达交通：1 乘坐公交 37 路到机场 3、4 号航站楼，全程需要 5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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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乘坐公交 40 路到机场 3、4 号航站楼，全程需要 40 分钟。

火车

目前经过珀斯境内的火车线路大体有两条，一条是由 Transwa（www.

transwa.wa.gov.au）公司运营的州内线路，也仅限于到达卡尔古

利 (kalgoorlie)、博尔德 (Boulder）、诺瑟姆（Northam）、梅丽登

(Merredin)、班伯利 (Bunbury)；另一条是由大南方铁路公司（Great 

Southern Railway  www.trainways.com.au) 运营的洲际路线，可以从

悉尼、阿德莱德、达尔文、墨尔本坐火车抵达，但是票价都不便宜，最

便宜的座票也要 253 澳元起。

珀斯火车站

地址：Wellington St, Perth

网址：http://www.transperth.wa.gov.au

长途汽车

从珀斯出发的长途汽车大多都是在西澳大利亚州内穿梭，订票处在珀斯

火车站，但是发车处不一定都在珀斯火车站，所以买票的时候务必要弄

清自己的上车地点。主要由灰狗汽车（www.greyhound.com.au)、

Traswa(www.transwa.wa.gov.au)、Integrity Coach Lines（www.

integritycoachline.com.au) 这几家公司运营。以上几家运营商都接受

订票处、网站以及电话预定，可以事先在网站查询发车班次信息。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交车

珀斯的公交系统（Central Area Trasit，简称 CAT) 非常先进，车站有

电脑读卡机会告诉你下一班公共汽车的发车时间，珀斯公交蛀牙分红色、

蓝色、黄色三条线路，红色 CAR 往东西方向行驶，平日每 5 分钟一班，

周末每 25 分钟一班；；蓝色 CAT 往南北方向行驶，从天鹅河畔开到了

北桥区，基本是每 10 分钟一班；黄色 CAT 从东珀斯发车沿惠灵顿街开

往西珀斯，平日每 10 分钟一班，周末每 30 分钟一班。珀斯的公交要

在站台上招手才会停，下车则需要提前摇铃，基本涵盖了珀斯的所有景

点。可以到 http://www.transperth.wa.gov.au 的行程助手（Journey 

Planner) 指定你的出行计划。

地铁

珀斯地铁起步价在 3.6 澳元，而且不设检票处，出入全凭自觉，但是偶

尔在车上会遇到一些突击查票的，所以逃票的人都比较少。虽然叫做地铁，

但基本都是在路上行驶，可以从市中心地道珀斯郊区比如阿马代尔、弗

曼特尔这些地方，运营时间从早上 5:20 一直到午夜，工作日每隔 15 分

钟一班，周末 30 分钟一班。

租车

如果你的旅程不仅是要在珀斯市内溜达，还想去周边玩耍，那么租车会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般租车是 25 澳元一天，根据车型不同价格也不尽

相同。澳洲是右路行驶国家，跟我们国内相反，如果是租车自驾的话还

是要注意下，另外租车的时候一定要先仔细阅读使用细则和合同，看好

油箱。晚上都夜路什么的也要注意路面情况。

Hertz

地址：39 Milligan St

网址：https://www.hertz.com/rentacar/reservation/

AVIS

地址：46 Hill St, Perth

网址：http://www.avis.com/car-rental/avisHome/home.ac

贴士：

取车时需要出示如下文件

1) 租车本人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驾龄超过一年）

2) 租车本人有效的中国驾照英文认证书（彩打）

3) 租车本人有效的国际信用卡

4) 租车本人有效的护照原件

感谢蜂蜂李森宁提供的温馨贴士。

的士

珀斯的出租车系统比较完善，但是费油却不便宜，起步价白天在 3-4 澳

元之间，晚上要 5-6 澳元，在特定假日如圣诞节还会有附加费。而且在

繁忙的夜晚，即使在热闹的大街都比较难打到出租车。目前珀斯有两个

主要的出租车公司，分别是 Swan Taxis(www.swantaxis.com.au) 和

Black and White（www.bwtaxi.com.au)，这两家都设有为残疾人服务

的出租车，支持网上预订。

轮渡

从市区的巴拉克街码头搭乘渡船过河前往南珀斯的 Mends St 码头，是

去珀斯动物园的大众交通方式，每隔 20-30 分钟一班，平时是从上午 6：

50 至晚上 7:24 分，周末是上午 8:10 分至晚上 9:15 分。

巴拉克街码头

地址：Barrack Street , Perth , Western Australia

出入境 Entry-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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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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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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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