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澳自由行

西澳是以自由为精神的澳洲旅行目的地之一。北面到达尔文，卡卡杜国家公园；

南部到全澳洲最白的沙滩。海岸线的驰骋让你心驰神往。从西澳到昆士兰州弧线

经过北部的自驾之旅是澳洲很多年轻人的向往，之间经过珍珠名镇——布鲁姆

Broome，澳洲内陆、部分沙漠和昆士兰北部大堡礁。

西澳因为干燥，是旷野露营、观看金矿开采地和远古生物化石的好去处。美国第

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退休后移民至西澳大利亚，在跨入政治生涯之前他是一

名采矿工程师。

西澳是澳洲邮票野花的游览地，若干国家公园在春季遍野的野花。

从珀斯出发的岛屿 Rottnest Island 是一块很神圣的岛屿，我曾于去年在岛上自行

车环游、经过盐湖、粉红沙滩、红湖、各个沙滩岛屿，与岛上的萌物野生动物小

袋鼠 (Quokka) 亲密接触。

Rottnest Island 是一个适合 1-3 天短途旅行的小岛，岛上除了大大小小色彩斑斓

的盐水湖以及美丽的海景之外，更有生存于岛上西澳独有的可爱小家伙”澳洲短

尾矮袋鼠“。岛上可以租自行车环岛旅行，亦可漫步小径怡然自得。从市区(Perth
city)或者弗里曼特港(Fremantle)乘船前往大约需要 45分钟左右。

罗特尼斯岛位于珀斯弗里曼特尔西北方向 18公里，是珀斯居民和旅行者休闲旅

游的好去处。整个小岛有 63个海滩，20个海湾和许多大小湖泊，去过罗特尼斯

岛的人没有不对岛上的海滩赞叹不已的。

从珀斯往北二小时是沙漠公园，往南是世界著名的玛格丽特葡萄酒产区。西澳是

探索鲨鱼湾和儒艮的旅行目的地。奥尔巴尼 (Albany) 是珀斯南部最出名的观光

地，葡萄酒、海洋动物、巨石激浪。 埃斯佩兰斯 (Esperance) 有白沙滩和粉红湖。



现在介绍几个特色城镇旅行。

蒙达林 . 环行奇异多样的生物区的路径之一

蒙达林让您漫步在群山中心，穿越西澳大利亚一些最古老的保护区，欣赏世界上

最伟大的工程壮举蒙达林水坝或参观历史悠久的蒙大比地自行车道。

从珀斯出发一日游，沿着大东高速公路驱车 40 分钟，您就会到达蒙达林。 从

这儿，穿过森林开车很快就能到蒙达林水坝，此项工程是由查尔斯·伊勒顿·奥康

纳（C Y O'Connor）在 1890 年设计的，为的是将淡水输送至 560 公里以外的东

部采金区。 继续您的历史之旅，我们将前往原始蒸汽泵站，或沿着金管道文化

遗产路线（Golden Pipeline Heritage Trail）去往内地。



另外在蒙大比地车道始发处，您也可以领略别样的冒险体验，因为这条数百公里

的道路是地球上少有几条可以环行奇异多样的生物区的路径之一。

除此之外，铁路文化遗产路线从弗里曼特尔折回 70 公里可以到达约克郡，您可

穿越西澳大利亚最古老的保护区，即约翰福雷斯特国家公园，该路径还将向您展

现铁路沿线的独特历史和小殖民地特色。 这条路适合走路、骑车和骑马 - 这是

观赏森林和灌木丛景观绝佳选择，路途中，您能遇见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和满地

的野花。

在寒冷月份的清晨，薄雾越过枝头之时，漫步在其中是多么美妙的体验啊。 这

些风景都是当地艺术家的精神食粮，而他们的作品会经常在当地美术馆和蒙达林

社区雕塑公园（Mundaring Community Sculpture Park）展出。

在春秋，野外爱好者同样可以参观蒙达林最具天赋的园艺大师的创作。在繁星点

点的夏日夜晚，灌木丛中也会举办许多文化和音乐盛会，其中包括露天电影。

您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品尝希尔精致的美酒和美味餐饮，也可以停留此地，住在农

庄、小屋、酒店或早餐旅舍享受蒙达林人们的友好之情。

如您正好遇到蒙达林松露节，您将得以品尝世界级的松露，品尝食物与美酒，还

有有趣的松露狗展示。



雷诺拉 . 金麒麟探索之路

雷诺拉是内陆采矿历史和文化遗产古镇，有旧时代风格的传奇州际宾馆（State
Hotel），也有附近瓜利亚（Gwalia）魔鬼镇淘金热时期简单迷人的钢铁和粗布矿

工别墅。

去往雷诺拉最好的方式是从卡尔古利（Kalgoorlie）出发沿着金麒麟探索之路向北

行驶 3 小时车程，给自己留一点空余时间在沿途某些解释性的站点停留片刻。

早期移居者历史可追溯到 1869 年约翰·福雷斯特（John Forrest） 来此，自从黄

金、镍和银矿带来财富、发展和繁荣之后，帆布帐篷、铁制别墅和木制小屋就让

位于更宏伟的砖瓦酒店和建筑了。



据说，即使是现在，宽阔主干道也是由煤油灯照亮的，许多 20 世纪初独具特色

的建筑还保留有最初功能，包括镇中两家旅馆、邮局、警局、法院和消防局。

一小段车程到瓜利亚魔鬼镇可以看到该区更多淘金时期的文化遗产。建于 1897
年，关闭于 1963 年瓜利亚矿产公司，如今已经过悉心修缮，恢复了它的旧貌，

成为探索该区历史一段令人称奇的旅程。步行穿过该区 20 栋古老的矿工别墅。

参观瓜利亚历史博物馆（Gwalia Historical Museum）。 在历史悠久的胡佛家宅

（Hoover House）住上一晚 - 是美国第 31 任总统的旧居，赫伯特·胡佛移民至

西澳大利亚，在跨入政治生涯之前他是一名采矿工程师。

在雷诺拉还有更多的住宿选择，包括古老的小镇旅馆、汽车旅馆和旅行车营地，

为来往于爱丽斯泉（Alice Springs）和西北澳大利亚的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息和住

宿。



预留一点空余时间去马尔科姆大坝（Malcom Dam）广受欢迎的当地野餐地点，

或是去思慕爵山（Smoodgers Hill）的雷诺拉观景点休息和放松一下。

库尔加迪 . 金矿地

1892 年库尔加迪作为淘金热的发源地震惊了世界，促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人群迁移。 自豪于保存着昔日的文化魅力，它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金矿

城镇，也是史诗般的历史冒险 - 金麒麟发掘之路（Golden Quest Discovery Trail）
的发祥地。

从珀斯（Perth）沿着大东方高速公路（Great Eastern Highway）坐六至七个小时

车到达库尔加迪。 若您要前往卡尔古利（Kalgoorlie），只需 40 分钟的轻松车

程。 这里，绵延 965 公里的淘金热历史遗址向北延伸至金麒麟发掘之路，将带

您通过 25 个历史悠久的重要遗址和可怕的鬼镇，到达遥远北部的拉弗顿

（Laverton）。



沿着库尔加迪宽阔的主干道漫步，看看它作为西澳大利亚第三大城镇的昔日辉

煌。 您可能会惊讶于它曾容纳超过 16,000 名居民, 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三家酿

酒厂、七家报社和 26 家旅馆。

这些文化遗产中许多都保存至今，包括矿业法院（Mining Warden's Court）及其

收纳的矿区和库尔加迪博物馆 - 对矿区五彩缤纷的早期社会历史提供精彩的介

绍。 这个古老的法庭展示着澳大利亚最大的瓶罐收藏，它附近的药物博物馆

（Pharmacy Museum）向您展出澳大利亚最大型的 18 和 19 世纪药品、药物广

告和古老的药剂交易工具。

在镇外，罗斯泻湖（Rowles Lagoon）的活水淡水湿地邀您体验亲近自然的一天，

提供很棒的游泳、划船、独木舟、丛林漫步、鸟类观赏、野餐点以及在满天繁星

的内陆夜空下露营的机会。



如果您喜爱攀岩，一定要去洞穴山自然保护区（Cave Hill Nature Reserve）。 如

果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四轮汽车司机，您可以开到好利来路（Holland Track），

它长约 600 公里，穿过遥远的农场、牧场、矿区和当地灌木丛风景最终到达布

鲁姆希尔（Broomehill）。

在您开始矿区冒险之前，先休息一下，库尔加迪的旅馆和汽车旅馆、早餐旅舍和

房车公园都是不错的选择。

鬼镇瓜利亚

金矿区（Goldfields）的鬼镇瓜利亚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淘金热时期的历史。 您可以在瓜利亚

博物馆和历史区（Gwalia Museum and Historic Precinct）探索历史悠久的建筑和迷人的展览

品，想象 19 世纪晚期拓荒勘探工作者的生活方式。



瓜利亚距离珀斯（Perth）大约 10 小时的车程（汽车），前往瓜利亚的最佳方

式可能就是选择金矿区公路之旅，从卡尔古利（Kalgoorlie）出发沿着寻金之旅探

索小径（Golden Quest Discovery Trail）向北行驶三小时即可抵达。 一定要留出

充足时间在沿途的解说点停留。

瓜利亚虽然依然只有少量居民在此永久居住，不过存在至今的小镇却是了解金矿

区历史的一扇完美窗户。 小镇的核心建筑是瓜利亚博物馆和历史区和瓜利亚之

子（Sons of Gwalia）金矿。

瓜利亚之子是小镇全盛时期的遗迹，经过精心修缮，拥有从 1897 年建成至 1963
年关闭的丰富历史，可让您体验到该地区令人肃然生畏的历史之旅。 您可以漫

步穿过采矿工人的小屋、木屋和商店区。 参观西澳大利亚首个州立酒店（State
Hotel）和瓜利亚历史博物馆（Gwalia Historical Museum），也可参观美国第 31 届

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故居 - 历史悠久的胡佛府邸（Hoover
House）。

探索胡佛府邸博物馆（Hoover House Museum）时，可以向“肯”（“Ken”）问好。

肯是加长型小窄轨木材运输铁路上使用的小型火车头，建造目的旨在每年收集

30,000 吨的无脉相思树木材，为矿场提供燃料。

如果希望欣赏整个小村落的全景，可在雷诺拉山（Mount Leonora）之巅享受野

餐，置身于探险家约翰•福雷斯特（John Forrest）的境地想象他在 1869 年首次

看到这一地区的情景。

您可以在修缮一新，如今用作早餐旅舍的胡佛府邸住上一晚，完成自己的时光倒

流之旅。 或者，也可以驱车向北行驶四公里抵达雷诺拉（Leonora）镇，镇上有

众多住宿场所，如酒店、汽车旅馆和旅行车营地。



德纳姆 . 鲨鱼湾

德纳姆是探索鲨鱼湾之所以赢得世界级遗产称号的理想之地。 即自然美、稀缺

的本地动植物群以及地球上最古老的活化石 - 哈美林池叠层石 - 世界上儒艮

数量最多的地方以及猴子美亚海滩最著名的海豚品种生长的地方。

从珀斯到此地，驾车需 10 小时，乘飞机只要 2 小时 15 分。 您会发现，从珀

斯来的大部分大旅游团都会把鲨鱼湾列入他们的观光行程当中。

自从亨利·曼格斯·德纳姆队长于 1858 年第一次在皇家海军舰艇先驱号绘制出此

港湾，科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就开始不断认识到此地区重大的生物历史和进化意

义，以及生长在这里丰富的稀缺野生品种资源。 这是少量几个能达到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所有标准的地方之一。

轻松驾车至哈海林池叠层岩，您将重温历史，返回至 35 亿年前，一撇早期地球

生态。 这是地球上两个可以让您看到远古生物化石的地方之一。 从这向北，您

将会发现另外一个自然景观 - 一个由品种单一、数量多达几十亿的小贝壳组成

的海滩 - 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有此景观，而这便是其中之一。

德纳姆向东北方向开车 30 分钟，您就会发现自己周围是猴子美亚海滩上友好的

野生海豚。 在此超过 40 年的时光中，这些神奇的生物每天都会游向海岸线地

区，赢得了不少游客和研究者的欢心。



海湾周围的巡航游览会将让您同 1 万多只儒艮以及一些栖息在鲨鱼湾的儒艮面

对面接触，在此出没的也有赤蠵龟、鲸鱼、蝠鲼和鲨鱼。 或驾驶四轮驱动车到

郊区的朗索瓦·佩伦国家公园 - 伊甸园计划独特的所在地，并且也是爬行动物、

有袋动物和鸟禽类的天堂。

在此，您无须担心住宿，因为有各种类型的旅馆任您挑选：度假村、旅馆、别墅、

房车公园和背包客旅馆。



当加拉丹尼森港 . 水上运动

当加拉丹尼森港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氛的姊妹城，这里有令人陶醉的文物遗址、壮

观的白沙滩，同时这里的全年好天气和完美的环境适合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

从珀斯出发到这里最快的方式也是最有趣的方式。以扬切普（Yanchep）为起点，

沿着印度洋车道行驶 4 小时路程，您可以欣赏沿途的美景、未经开发的海滩、

高耸的沙丘、春季令人眼花缭乱的野花丛，并体验众多钓鱼、冲浪点。

在渔夫观景台（Fisherman's Lookout）可俯瞰丹尼森港的全景，它是西澳大利亚

最大的渔船港之一。 还可钓几条鱼作为自己的晚餐，这里鱼类丰富，有蓝鱼、

鲷鱼、牙鳕鱼、杜鱼，应季时还有龙虾。 亦可漫步前往风景如画的南海滩，适

合一家人度过愉快时光；更可尝试冲浪、趴板冲浪、风筝冲浪、立式单桨冲浪。



自然和户外运动爱好者可以租借潜水设备、皮划艇、冲浪板和自行车。 在步道

上漫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步道连接了姊妹城中的 （Coral Coast）和欧文河

（Irwin River）景观；若春天到来，您就能看到极盛时期的野花世界，开车从小

镇很快就可到赏花处。

除了自然景观，也有许多迷人历史值得您探寻。 当加拉的拉斯农舍（Russ
Cottage）约建于 19 世纪 60 年代，经过精心修葺后，完美展现了传统的自耕

农农舍。 从这里出发，可前往约建于 1870 年的旧警察局（Old Police Station），

即如今的欧文地区博物馆（Irwin District Museum），在那您可深入体会融合了艰

辛与成就的拓荒时期历史。



对于年轻家庭来说，可以选择去活动公园、谷仓空地或野生动物公园度过愉悦的

一天。 在夏季的周六晚上，您还可以去免下车电影院重温旧日时光，这是西澳

大利亚仅存的两处免下车电影院之一。

想深入了解当加拉文物，可预定小修道院酒店（Priory Hotel），也可选择汽车旅

馆、宾馆、房车公园、度假住宅区。



汤姆普赖斯

汤姆普赖斯位于澳大利亚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探险游乐场之一 - 卡里基尼国家公

园（Karijini National Park）门前。 在这里，您可以爬山、游泳，或凝视深达 100
米的峡谷，亲眼目睹地球四百万年历史的见证以及这个星球上一些最古老的岩

石。

搭乘从珀斯（Perth）飞往帕拉卜杜（Paraburdoo）的航班，航程约两小时，降落

机场距离汤姆普赖斯一个半小时车程。 从黑德兰港（Port Hedland）出发向南驾

驶 5 个多小时即可抵达，如果您的驾车之旅从珀斯出发，需要三天时间。

汤姆普赖斯坐落在哈默斯利山脉（Hamersley Range）之中，位于无名山（Mount
Nameless）山脚，距离卡里基尼 40 分钟车程。 对于不想在国家公园内露营的

游客，汤姆普赖斯是您选择其它住宿条件的热门场所，并且有旅行团从汤姆普赖

斯出发，带您体验惊险刺激，观赏标志性景点。



卡里基尼真正的美丽在于，自然赐予的美丽珍宝都可以方便地抵达。 把车停到

停车场，步行 50 米，可以看到瀑布冲下峡谷落到岩石水潭中的壮丽景象。 达

勒斯峡谷（Dales Gorge）内的福特斯克瀑布（Fortescue Falls）终年都有多个层级，

在步行一段路途之后，不妨前往福恩水潭（Fern Pool）和环形水潭（Circular Pool），
在池中畅游，享受清凉舒爽。 更富冒险性的游客可选择前往附近的维诺峡谷

（Weano Gorge），沿着狭长、蜿蜒曲折的峡谷通向“地球中心”（The Centre of the
Earth）。

无名山海拔 1,128 米，是西澳大利亚已通车（仅可驾驶四轮车前往）的山中最

高的一座，拥有无与伦比的开阔视野，可俯瞰汤姆普赖斯和铁矿山矿场的全景。

如果您更倾向一步一个脚印步行上山，有两条步行路径可供选择。



如果您希望更深入地参观猛犸矿场及其怪物般的机械设备，您可以报名参加从镇

区出发的旅行团，持续一个半小时，每日出发（最少六人成行）。

小镇内可提供汽车旅馆、农舍、设施齐全的小屋、露营住宿，如果预定时间在七

月至十月之间，您将会看到鲜花盛开的内陆景象，可欣赏阿什伯顿（Ashburton）
和斯特尔特沙漠豆（Sturt Desert Pea）的独特风姿。



卡拉萨 . 探险基地

卡拉萨的传奇同它的矿藏一样丰富。 卡拉萨以矿产闻名于世，同时由此也可以

通往海洋生物丰富多样的丹皮尔群岛、世界最丰富的史前岩石雕刻遗址、卡瑞吉

尼（Karijini）有 40 亿年历史的探险乐园，还有米尔斯特姆奇切斯特国家公园

（Millstream's Chichester National Park）。 这里也是少数可以观赏登月银梯的地

点之一。

卡拉萨距珀斯有 2 小时航程或 16 小时车程；从黑德兰港向南驾驶 3 小时也可

到达。 在这里，您可以加入各式各样的导游团或者选择自助探险。

从游客中心出发，沿着加布拉拉文化遗产小径（Jaburara Heritage Trail）漫步，

您可以由此了解加布拉拉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遗产：全球最大的原住民岩石雕刻

群。 在整个鲁普半岛上，加布拉拉人创造了超过 10,000 件艺术品，许多都可

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乘船短程航行即可到达西澳大利亚最热门的地区：丹皮尔群岛，这里不仅有种类

繁多的海洋生物，还有澳大利亚保存最好的钓鱼、浮潜和潜水探秘点。 在丹皮

尔附近 45 公里半径内分布着 42 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从卡拉萨向南走两小时，您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 米尔斯特姆奇

切斯特国家公园中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的池塘、长满三齿稃的小山，还有开满百

合的湿地正等待着喜欢冒险的大自然爱好者前来探索！ 您也可以沿着奇切斯特

山骆驼小径（Chichester Range Camel Trai），重温早期定居者所走过的各条路线，

了解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

向南继续探险便来到卡瑞吉尼国家公园（Karijini National Park），这里是一片广

阔的内陆，有极具诱惑力的跳水池、100 米的深坑裂痕、1,235 米高的山脉，感

受地球 40 亿年来的杰作。



因此，您有充分的理由将卡拉萨作为探险基地。 这里不仅有西北部最大的购物

中心，还有各种舒适的住宿环境，从奢华到经济实惠，一应俱全。

如果您的旅行恰逢四月至十月间满月的时段，那么可以在黄昏时分前往海尔逊

湾，您将有机会看着月亮慢慢从海滩爬起，创造出登月银梯这一罕见的自然现象。



温德汉姆

温德汉姆是大型鳄鱼和巨大酒瓶树的家园，也是最棒的内陆冒险起始地（或结束

旅程的终点）即壮观的吉布河路（Gibb River Road）。 拥有澳大利亚最独特的四

轮驱车自驾体验，“吉布”横穿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真正的荒野地区。

从库努纳拉驾驶 1 小时即可到达温德汉姆，这是最北端的城镇和西澳的港湾，

首先面带微笑欢迎您的将会是竖立在小镇入口处、长 18 米的咸水鳄雕塑。

在这您可以亲眼看到养殖场中的鳄鱼、拥抱巨大的酒瓶树。 酒瓶树被认为是世

上最古老的树木之一，19 世纪末期当地警察甚至将树洞当做临时的监所。 一颗

幸存的监狱树如今仍站立在温德汉姆外。

这个边陲小镇坐落在剑桥海湾（Cambridge Gulf）河岸，巴斯迅山（Mount Bastion）
山脚。 站在名为五河观景点的最顶端，可一览小镇的全景：包括港口、沼泽地

以及国王（King）、圣灵降临日（Pentecost）、杜拉克（Durack）、福雷斯特（Forrest）
和奥德河（Ord rivers）的交汇点。



河流和水洼使得这里一年四季都适合钓鱼，尤其是恰好您也喜爱追逐西北地区最

好捕捉的尖吻鲈。 如果您更喜欢花一下午时间安静地观察当地野生动物，鸟类

保护区和鳄鱼公园是您的最佳去处！

绿色季节过后（三月结束），吉布河路便可带您穿过长达 660 公里的金伯利荒

野到澳大利亚一些最壮观的峡谷和畜牧乡村。 您可停留于贝尔（Bells）和曼宁

（Manning）峡谷游泳、睡在星空下、体验激动的畜牧群、观赏夕阳从科波恩山

脉（Cockburn Ranges）缓缓落下。

您可以选择在温德姆（Wydham）旅游度假村、站点旅馆或是房车公园休憩几晚，

在旅途中做短暂的休息。



纽曼 . 探险

纽曼位于皮尔巴拉地区的中心地带，拥有壮观的峡谷和深潭，同时也是通往卡瑞

吉尼国家公园探险乐园的门户。 您可以近距离感受同样令人惊叹的人造奇观：

鲸背山铁矿（Mount Whaleback Mine），它是世界最大的露天铁矿。

这座温馨的小镇以采矿和旅游为主，位于珀斯北部 1,184 公里处；从州首府到

达这里只需 1 小时 45 分钟的航程或 13 小时的车程。

卡瑞吉尼国家公园位于大北高速公路以北，拥有无数古老的自然宝藏。 享受一

段轻松的徒步旅程，观看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在安静的峡谷里，跳入岩石池令

人清爽的水潭里畅游一番；探索蜿蜒的维诺峡谷（Weano Gorge）体验身处“地球

中心”的感觉。



回到纽曼，您可以去参观一处完全由人工打造的奇迹：世界最大的露天铁矿即鲸

背山铁矿，这里有必和必拓（BHP Billiton）令人惊叹的庞大运营规模和采矿机器。

参观访客中心以了解更多该地区的自然和文化景点，包括当地的溶洞、奥夫萨玛

雅山脉（Ophthalmia Ranges）和附近的原住民雕刻岩石。 此外，您还会发现艺

术画廊、展览屏幕、户外矿业博物馆和手工艺商店，这里广泛展示本地及西澳大

利亚地区的特有产品。

纽曼有着闲适的乡村氛围，而且还有很多您所期望的现代城市设施：大量的餐馆、

酒吧、俱乐部，甚至还有皮尔巴拉（Pilbara）第一家高尔夫球场。 同样，您会

发现一系列多样的住宿选择，从酒店、旅社、小木屋，到房车公园、野营地点和

招待所，使得这里成为探索和体验皮尔巴拉的理想基地。

如果在七月和九月期间游览，您还可以看到野花盛开的奇妙景观，那时整个郊区

都会铺满五颜六色的植物群。



磁石山是内陆的磁石中心、西澳持续最久的采金中心。 沿着早期牧民、采金者

和天文学家的足迹，您会发现古老的景观和璀璨的野花遍地的乡村。

您可以从柏油路的四个方向到达磁石山。 旅行途中，您可回想一下该区最早的

牧民们：沃森（Watson）和琼斯（Jones），他们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沿着

海岸驱赶羊群。 殖民时期的探险家罗伯特·奥斯丁（Robert Austin）在 1854 年

发现磁铁岩石影响了他的指南针，所以为附近的山丘取名为磁石山和西磁石山。

远高于小镇的西磁石山看观赏内陆平原的全景，之后又恢复了它的原住民名称即

“华南埠”，意思是露营的地方。 五月，宏伟的鸸鹋星群对当地巴蒂玛雅人们具

有特殊的意义，您可以探索夜晚星空，发掘古老文化。 巴蒂玛雅还会邀请您来

维姆达巴纳艺术中心（Wirnda Barna Arts Centre），欣赏该区原住民艺术家的精

美作品。



这里也有很多机会深入探索黄金热历史，带您回到 1891 年的 7 月，那时山体

东边的暗礁金块储蓄量下降，贫瘠地（Poverty Flats）上砂金块像土豆般被挖掘

出来。

磁石山之后就成为了一座小镇，很多原始建筑都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在磁石

山采矿和畜牧博物馆中聆听英雄主义、充满希望和艰辛的故事、欣赏世界一流的

岩石展，包括罕见的花岗岩。 沿着文化遗产步行路线，一日游到库尔（Cue）、

雅尔古（Yalgoo）和沙岩（Sandstone）；也可以试试您的运气挖挖金矿、探索荒

废已久的淘金热时期定居点的怪异残骸。

您可在旅馆式汽车旅馆、房车公园或独立式单元中住宿，并将它作为您的内陆基

地；也可在真正的绵羊牧场中体验内陆生活。

在七月和九月来此，您将会看到沙漠平原被西澳野花覆盖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鲜

花地毯。

从描绘 17 世纪在瓦尔伽岩石（Walga Rock）登陆的荷兰船的原住民洞穴画，到

淘金热时期辉煌的建筑和遗迹，线索无一不以惊人的方式透露其灿烂的历史。七

月至九月之间，大自然会给这里铺上一层鲜艳的野花增添光彩。

到达这里十分便捷，从磁石山出发向北行驶只需一小时左右。 亦或从杰罗顿坐

船到这只需五个半小时。

在这，小镇许多原始建筑在国家信托组织的维护下依然屹立在那，各司其职，这

也是对 1890 年淘金热所留下的遗迹由衷的赞扬。 您可以在政府大楼、邮局、

法院和警署等当地建筑之间步行闲逛。 或参观现已改建为郡办公司的老乡绅俱

乐部，那里搜集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瞬间就可让您回想到线索的过往。

您还以去世纪之交的购物带上的贝尔斯商场（Bell’s Emporium）逛一逛。 也可

以去线索酒店同当地人共饮一杯。



您还能重温历史，前往线索以西 48 公里处的瓦拉加岩石。 在这个长 1.5 公里

的巨大岩石里，藏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透漏当地历史信息的洞穴壁画。 其中一幅

就是帆船图，而人们认为这必定就是 17 世纪荷兰探险者初次登上西澳大利亚海

岸的船只。

您还可以逗留在此，去地站台客栈、旅馆、汽车旅店，房车公园或简易旅馆体验

内地人民的热情好客。



亚尔古

亚尔古是您观赏澳洲本土野生动物的完美地点，在这里看它们在天然栖息地之中

悠闲漫步。 这里盛开的野花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同时这里有淘金热的遗迹，也

是您内陆探险之旅的起点。

亚尔古坐落在历史著名的矿工路自驾游路线上，从沿海驾车至内陆只需两个半小

时，如果您从杰拉尔顿或珀斯市驾车，沿莫拉瓦亚尔古路（Morawa Yalgoo Road）
或亚尔古宁汉路（Yalgoo Ninghan Road）一直向北六小时可到达亚尔古。

如果您将旅行定在七月末至九月之间，您将见证常生植物的奇观，大片迷人的野

花将内陆变为金色、奶油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海。

同时，大自然爱好者会发现这里四季皆宜观赏野生动植物。 抓住这次无与伦比

的机会，看鸸鹋和袋鼠快速地穿过灌木丛、楔尾鹰在上空飞翔、蜥蜴在太阳下闲

逛。

到达这个历史著名的小镇后，您将沉醉在这里淘金热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建筑

中，这是 19 世纪 90 年代发现冲积砂金时的一处遗产。 步入旧法院，观赏里

面的博物馆，在浏览旧照片和手工艺品的同时，重温过去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



在亨特街（Henty Street）尽头，您可以瞻仰西班牙传教士约翰·霍斯阁下

（Monsignor John Hawes）的大作，他还有许多杰作值得一观。 1919 年，他为

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姐妹们修建了修道院教堂，如今教堂仍傲然矗立，成为亚尔古

的地标。

从亚尔古向南 10 公里，您就能看见小丑隧道（Joker's Tunnel），欣赏早期金矿

勘探者的坚韧精神和决心。 这里，小丑矿业集团人工手工挖掘，打穿重重坚实

的岩层开通了一条隧道，保存完好的隧道见证了他们的坚韧精神。 这里也是观

赏本土野生动物的完美地点。

为了让您的内陆之旅更加完整，您可以预订酒店、房车公园或宿营地，在亚尔古

住上几晚。



珀斯距离中国比澳洲东海岸城市要近很多，航线也多，出游想当便利。

广州 8小时

每天都有从许多亚洲门户城市到这里的直飞航班，令珀斯 (Perth) 成为一个与亚

洲假日密切相关的理想度假目的地。许多南亚首都城市还开通了抵达澳大利亚西

北部 (Australia’s North West) 城市布鲁姆 (Broome) 的航班。

抵达西澳的国内航班

所有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都开通了飞抵珀斯的定期航班，从东海岸起飞的航班平

均飞行时间为4小时。你也可以选择从阿德莱德 (Adelaide)、布里斯班 (Brisbane)、
达尔文 (Darwin)、墨尔本 (Melbourne) 或悉尼 (Sydney) 直飞布鲁姆

(Broome)——进入金伯利 (Kimberley) 地区的门户。

抵达珀斯机场

当你抵达珀斯机场 (Perth Airport) 的国际和国内航站楼后，再乘坐 20-30分钟的

汽车、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即可到达首府市中心。

机场出租车

国内和国际航站楼都提供全天 24小时、全年无休的出租车服务。到达珀斯市中

心只需约 20-30分钟时间。

主要的出租车服务供应商有 Swan Taxis 公司和 Black & White Cabs 公司。

乘坐火车前往西澳

踏上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火车之旅，从悉尼 (Sydney)、墨尔本 (Melbourne) 或

阿德莱德 (Adelaide) 出发，横穿辽阔的纳拉伯平原 (Nullarbor Plain)，跨越整个澳

大利亚一路来到珀斯 (Perth)。登上由大南方铁路公司 (Great Southern Rail) 运营

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印度洋-太平洋号 (Indian Pacific) 列车，在地球上最长的直线

铁路上展开为期三天的铁路探险之旅。

驾车前往西澳

澳大利亚有三条四驱车探险和长途自驾游线路，可以让你从澳大利亚其它地方驾

车前往西澳：

http://www.swantaxis.com.au/
http://www.blackandwhitecabs.com.au/?q=perth


从南澳大利亚 (South Australia) 的奥古斯塔港 (Port Augusta) 出发驱车行驶在

史诗般的艾尔公路 (Eyre Highway) 上，在横穿辽阔的纳拉伯平原 (Nullarbor Plain)
至诺斯曼 (Norseman) 的沿途，你还可以在“世界最长的高尔夫球场”之称的纳拉

伯林克斯 (Nullarbor Links) 挥杆，打上几洞高尔夫。

驾车穿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热带大草原，从昆士兰州北部 (North Queensland)
的凯恩斯 (Cairns) 出发，沿着大草原之路 (Savannah Way)，到达西澳具有异域风

情的珍珠名镇——布鲁姆 (Broome)。

大名鼎鼎的吉布河路 (Gibb River Road)贯穿金伯利 (Kimberley) 荒野，来这条路上

一探究竟吧，你的探险之旅将更加精彩。

此外，你也可以沿着内陆路 (The Outback Way) 穿越澳大利亚的红土中心 (Red
Centre)。这条四驱车探险之路从昆士兰州 (Queensland) 的温顿 (Winton) 延伸

2800公里至乌鲁鲁 (Ululuru)，终点位于西澳黄金矿区 (Goldfields) 的拉弗

顿 (Laverton)。

想要了解驾车沿途的燃油价格，请访问 FuelWatch网站。

乘船前往西澳

在夏季（11 月-2月），你可以前往港口登上游船，饱览西澳蔚为壮观的 1.2 万公

里海岸线风光。

不少国际邮轮行程可抵达西澳很多城市，包括弗里曼特尔 (Fremantle)（距离首

府珀斯 (Perth) 仅 30分钟大巴或火车车程）、布鲁姆 (Broome)、杰拉尔

顿 (Geraldton)、埃克斯茅斯 (Exmouth)、班伯里 (Bunbury)、奥尔巴尼 (Albany) 和

埃斯佩兰斯 (Esperance)。

http://www.fuelwatch.wa.gov.au/


体验非凡目的地，精彩与你同行！

西澳大利亚州自北向南横跨 2.4公里，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州。然而，在这片

广袤多样的土地上，你会发现，环游西澳五大区域原来可以如此轻松便捷。

西澳自驾游

想要体验西澳丰富多彩的地貌景观，自驾游是你最理想的选择之一。

我们为你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短途及深度自驾线路，无论你行驶在西澳美丽的海

岸、广袤的内陆、茂密的森林，还是醉人的葡萄酒产区，都能尽享自驾探险带来

的无穷乐趣。在内陆的某些偏远地区，你可以选择结伴同行以确保安全，由经验

丰富的导游驾驶四驱车保驾护航。

带上你的驾驶证（中国驾驶证具体使用方法请查询各大租车公司网站），向当地

或遍及全州的租车公司租一辆汽车、四驱车或者房车，开始精彩纷呈的自驾环游

吧！



旅游团

西澳大利亚州各地拥有大量的专业导游，他们正热情期待着和你分享自己的真知

灼见以及当地的奇闻轶事，带你与野生动物邂逅，甚至享受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然

探险。因此，跟团旅游是一个上佳选择，可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景点。

旅游汽车和巴士

西澳全州范围内都有旅游汽车和巴士服务，提供随上随下的旅游通票，可以让你

灵活安排自己的行程。主要的旅游汽车供应商有 TransWA公司和西南部旅游汽

车公司 (South West Coach Lines) 提供珀斯 (Perth) 前往西南部 (South West) 的

特快长途汽车服务。

有些导览巴士游还可以让游客在指定点下车，你可以自由前往其它地方继续旅

行。

火车

TransWA公司是西澳大利亚州公共铁路服务运营商，提供旅游通票，可以让你在

特定路程和时间内自由上下车。

你也可以搭乘从珀斯 (Perth) 驶向悉尼 (Sydney) 的“印度洋-太平洋号”(Indian
Pacific) 列车，开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旅程之一。火车将隆隆驶过西澳辽阔的纳

拉伯平原 (Nullarbor Plain)，带你驰骋在地球上最长的直线铁轨上。

飞机

如果你行程紧凑，不妨选择乘坐往返于西澳大利亚州各主要区域中心的商用客

机，可以更快速地到达目的地，享受更美好的假日时光。

包括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维珍澳洲航空公司 (Virgin Australia) 以及澳洲北方

航空公司 (Airnorth) 在内的主要航空公司提供从珀斯 (Perth) 出发的定期航班。

你也可以选择包机前往众多热门旅游景点，例如玛格丽特河 (Margaret River)、普

尔努卢卢国家公园 (Purnululu National Park) 以及卡尔巴里 (Kalbarri)，有些还提供

低空飞行，壮观美景尽收眼底。

偕同残障人士旅游

你可以更精确地搜索西澳为残障人士提供的住宿和旅游团。欲知更多关于残障人

士的服务，欢迎访问 Access WA 网站。

http://www.accesswa.com.au/


为了确保你能充分体验西澳精彩的户外生活方式、多元的文化和非凡目的地，获

得真正愉快而难忘的经历，我们为你准备了以下实用旅游小贴士。

紧急救援

拨打三个零 (000) 呼叫救护车、警察或消防服务。

欲知更多游客安全注意事项，请访问西澳警察局 (WA Police) 官网。

如果旅行时间正值丛林火灾多发期，请密切关注消防及紧急救援服务部

(Department of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网站发布的信息。

防晒保护

想要安全地享受澳大利亚最阳光明媚的首府和西澳非凡的户外生活方式，请务必

抹上防晒霜、戴上宽边遮阳帽和太阳镜，并大量饮水以补充水分。

请访问西澳防癌协会 (Cancer Council WA) 网站，进一步了解如何防晒。

海滩安全

想要尽情体验西澳 1.2万公里的迷人海岸线，你需要具备一些安全知识和安全意

识。

http://www.police.wa.gov.au/
http://www.dfes.wa.gov.au/
http://www.cancerwa.asn.au/


冲浪条件和海洋环境常常变化莫测，因此请务必留意安全标志，咨询当地人，并

只在红黄救生旗之间的水域游泳。

请访问海滩安全 (Beachsafe) 网站，了解更多相关安全小贴士。

垂钓安全

虽然钓鱼是西澳大利亚州一项广受欢迎的休闲活动，但也存在一定的危险。因此，

须及时掌握垂钓区域的最新天气变化和海浪情况，了解所需的安全装备。

欲知更多有关钓鱼（包括矾钓）的安全注意事项，请访问西澳休闲垂钓团体

(RecFishWest)网站。

道路安全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州郡之一自驾旅行，你需要面对漫长的路途、多变的环境以

及大型商用车辆，即“道路列车”(road trains)。

在你驾车上路之前，请访问道路安全局 (Road Safety Commission) 网站，了解西

澳的道路交通规则。

酒类法规

在西澳，有严格的酒类消费方面的法律法规。为避免旅行期间遭受酒类相关的罚

款或因饮酒而受到伤害，请详细了解饮酒注意事项及相关法规(alcohol and the
law)。

偕同残障人士旅游

当你在线搜索关于住宿和旅游相关信息时，请点击“无障碍通道”，你将发现众多

适合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度假体验。

欲了解更多西澳提供的残障人士服务，欢迎访问 Access WA网站。

货币

西澳使用的货币是澳元。自动取款机提供的纸币面额分别为 20澳元和 50澳元。

欲查询实时汇率，请访问 XE Currency Converter。

http://beachsafe.org.au/
http://recfishwest.org.au/fishing-in-wa/
https://rsc.wa.gov.au/Topics/Visitors-to-WA
http://www.police.wa.gov.au/Yoursafety/Alcoholanddrugs/Alcoholandthelaw/tabid/1461/Default.aspx
http://www.police.wa.gov.au/Yoursafety/Alcoholanddrugs/Alcoholandthelaw/tabid/1461/Default.aspx
http://www.accesswa.com.au/
http://www.xe.com/currencyconverter/


时区

澳大利亚有三个时区，其中西部标准时间 (Australian Western Standard Time) 为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GMT) + 8:00。

西澳大利亚州与中国没有时差。

欲查看西澳当前时间，请访问 timeanddate.com。

打工度假

到西澳打工度假是个不错的选择，你既可以感受西澳多样化的非凡体验，同时还

可以为你的旅行计划筹集资金。

请参阅“澳大利亚打工度假(Australian Working Holidays)”，该页面提供的指南和小

贴士可以为你制定打工度假计划提供帮助。

学校假期和公共假日

西澳大利亚州每年平均有 10个公共假日，因此你会有许多机会，可以利用长周

末尽情探索西澳风情。

学期的结束也意味着度假旺季的来临，因此请务必提前做好预订。

保护环境

为保护西澳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环境，与他人共享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请遵循七

个简单易行的“不留痕迹”(Leave No Trace) 原则，并选择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获得生态认证的旅游供应商。

http://www.timeanddate.com/
https://www.westernaustralia.com/en/plan_your_trip/Pages/australian-working-holidays.aspx
https://lnt.org/


月亮天梯 (3 月 – 10 月)

每年的 3月至 10 月，月圆时分可以在布鲁姆 (Broome)看到天际的明月映照在海

滩上，随着波光粼粼，月亮的光芒将一直延伸到岸边。当你站在海滩上，会有一

种错觉，这是月亮洒下的阶梯，邀你一起共赏夜空。这样的奇观不仅会在布鲁姆

发生，还有昂斯洛 (Onslow)，丹皮尔 (Dampier)，科萨克 (Cossack) 等澳大利亚

西北部的海滨地区。月亮天梯是一种自然现象，有时也会受到天气、日落时间、

时节以及潮汐影响。

鲸鱼迁徙(5 月 – 12 月)



五月是每年鲸鱼开始迁徙的时间。座头鲸和南露脊鲸从食物丰富的南方海域游向

北部温暖水域的繁殖区。

11月，鲸鱼又返回南部相对寒冷的水域，经历慢慢长大至成熟的过程。鲸鱼沿

着大陆架，紧挨着海岸，游过印度洋温暖的水域，顽皮地展示着他们在水里的各

种技巧以及他们在近海的快乐生活。

在西澳大利亚您最有可能看到座头鲸，南露脊鲸，蓝鲸等。最好的观赏时间是在

中午，阳光直射的时候。

西澳大利亚有很多观鲸游船，也有很多观鲸瞭望台。

西南部 (South West) 有很多为观鲸而特别建造的瞭望台，而在奥尔巴尼，你甚至

在旧捕鲸站几百米远，就可以看到鲸鱼跃出水面的壮观景象。



海豚（全年）

所有的海岸线上都会看到海豚的身影。但是在 4个主要区域，游客能够与海豚有

更多的互动机会：班伯里 (Bunbury) 在西南部(South West Region)，曼哲

拉 (Mandurah) 和罗金厄姆(Rockingham ) 在体验珀斯(Experience Perth)观光区，

还有珊瑚海岸(The Coral Coast)的猴子米亚 (Monkey Mia)。与野生海豚互动的体验

将在专业人员的全程陪同指导下进行。

珊瑚产卵和鲸鲨（3 月 – 7 月）



3月的夜晚，在满月皎洁的银色光辉下，西澳大利亚珊瑚海岸地区的宁加洛礁

(Ningaloo Reef) 有 200多种珊瑚在这里产卵，漂流的水域里满是色彩缤纷的水螅

珊瑚，好像在跳舞一样……

在随后的几个月，磷虾和其他微型海洋生物将蜂拥在礁石周围，大快朵颐，也为

宁加洛礁引来了更大的鱼类，包括性格温和的海洋巨无霸——鲸鲨。

鲸鲨可以长到 16米长，30 多吨重，是海洋里最大的鱼类。虽然鲸鲨属于鲨鱼的

一种，但是对人类却完全无害，因为它们跟鲸鱼一样是滤食动物（所以名字叫鲸

鲨）。它们并不主动发起攻击进行捕猎，总是在水里优雅地游行，张开大嘴，将

富含浮游生物的海水吞入口中，然后像个筛子一样，滤掉所有的水，仅仅将其中

的食物吞下。

海龟（12 月 – 次年 2 月）



宁加洛珊瑚礁 (Ningaloo Reef) 是海龟的家园，他们每年在暗礁和沙滩边繁殖。在

12月至 2 月间，绿海龟、红海龟、玳瑁龟和平背龟互相配对，之后上岸产蛋，

孕育出新的生命。参观者能够看到产蛋和孵化的过程，还可以参与环境项目保护

海龟们的繁殖地。

蝠鲼 （珊瑚湾：全年；埃克斯茅斯：6 月 – 11 月）



在西澳大利亚州珊瑚海岸的珊瑚湾，你可以全年和蝠鲼共游嬉水。和鲸鲨一样，

蝠鲼也是滤食动物，有一张大嘴，但没有牙齿，嘴巴如同一张滤网，用来兜接浮

游生物和磷虾过滤进食。

蝠鲼的翼幅有数米宽，这使它们能够快速游动，偶尔还跃出水面，拍击出大片的

浪花。和黄貂鱼不同的是，蝠鲼没有锋利的触须，所以和它们一起游泳、浮潜或

潜水是非常安全的。

不妨参加一个旅游团，来到珊瑚湾与蝠鲼共游，欣赏这些大型生物在水中优雅轻

松地滑行。如果足够幸运，你还可以看到一群雄性蝠鲼展示它们的特技，互相竞

争来吸引雌性的注意力。

西澳大利亚州珊瑚海岸提供很多旅游团，每天出发，其中珊瑚湾全年都可观赏蝠

鲼，而埃克斯茅斯的游览时间为 6月至 11 月。



野花（6月 – 11 月）

西澳大利亚州是世界上最壮观的野花景观地之一，从 6月到 11 月，西澳各个地

区都被绮丽的花海和怡人的花香所覆盖。在这风景如画的六个月中， 12000多

种野花将西澳 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点缀得多姿多彩，其中超过 60%的野花是西

澳独有品种。

海豹和海狮（全年）



去西澳的游客还可以看到在海岸线旁边玩耍的“水上小丑”。澳大利亚海狮和新西

兰海豹在南部海岸线上是一些常见的动物，在西澳的奥尔巴尼 (Albany) 和埃斯

佩兰斯 (Esperance) 也有很多。游客们经常会不经意地花几个小时来观看这些毛

皮动物在波浪中腾跃或者在沙滩上爬动。澳大利亚海狮是世界稀有动物，在珀斯

附近的肖尔沃特群岛海洋公园 (Shoalwater Islands Marine Park) 的保护水域中也

能找到。

虽然西澳全年都可以观赏到这些可爱的哺乳动物，但是大多数旅游团在九月中旬

至次年六月底提供，以尽量减少对它们繁殖地的影响。

候鸟迁徙（8月 – 11 月）

春季，西澳大利亚州的蓝天常常有成群的候鸟飞过。

游客们一整天都可以观赏到候鸟不停地摆出常见的阵型，以优美的 V 字形朝着地

平线的方向迁徙。

布鲁姆 (Broome) 的罗巴克湾 (Roebuck Bay) 被视为澳大利亚观赏滨鸟的最佳地

点之一，估计每年有 17.5万只滨鸟栖息生活在那里，随后它们会飞回北极圈繁

殖地。

在西北部地区，鹊鹅 (Magpie Geese) 和几十种鸭类随处可见，还有朱鹭 (Ibis)、
大型鹤以及澳大利亚本土鹳——澳大利亚鹳 (Jabiru)。



再往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鹦鹉和笑翠鸟 (Kookaburra)，还有一些外来物种，例

如红尾黑凤头鹦鹉 (Red-tailed Black Cockatoo)。

拉弗顿是淘金区域最幸运的淘金热小镇。 当财富再次降临小镇，这里 19 世纪

后期的建筑才免于毁灭，而镍则成为该镇新的黄金。 如今您会发现拉弗顿最大

的财富就位于它保存完好的历史悠久而又迷人的遗产路线上。

这个经久不衰的小镇就位于雷诺拉（Leonora）以东一个半小时车程处。 从卡尔

古利（Kalgoorlie）出发五个小时内您就能到达，从珀斯（Perth）出发需要 12 个

小时。 您也可以沿着金麒麟探索之路进行探索，在途经卡尔古利、博尔德和库

尔加迪的旅行中有 25 个解释性的站点供您逗留。

这不再开采镍了，但是我们邀请您深入了解拉弗顿的过去，参观一下最初的警察

局、警长宅邸和监狱。 在这，您将来到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 在

这罪犯忍受着狭窄的环境和极端的沙漠高温。

一定要来拜访伟大的探险者名人堂 - 耗资几百万澳元的视觉展览，以最迷人的

方式重现该地区早期的欧洲历史人物和故事。 向东冒险二个半小时，您会看到

更多恐怖的自淘金热时期遗留下的瓜利亚魔鬼镇遗址。

http://tos.lushu.com/home/card/javascript:void(0)


对于驾驶经验丰富的人来说，拉弗顿是澳大利亚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长途游径的出

发点。 从这里开始内路延伸了 2,750 公里，穿过澳大利亚中心到达昆士兰的温

顿（Winton），而沿着安妮比德尔高速公路（Anne Beadell Highway）驾驶五天您

将到达南澳的库伯佩地（Coober Pedy）。

内陆大道的拓宽意味着两轮驱动机车也可以通过乌鲁鲁（Uluru）的道路，但还

是推荐大家乘坐四轮驱动车辆。

这些遥远的道路是需要通行许可证的，所以您要先去彼岸游客信息中心（The
Great Beyond Visitor Centre）获得许可证和一些有价值的旅行意见。

在拉弗顿的旅店、汽车旅馆或是房车公园中住宿一到两晚，消除驾驶疲劳，享受

内陆生活。

http://tos.lushu.com/home/card/javascript:void(0)


澳大利亚使用的是十进制货币运算法。货币由高质量的人造聚合体制成，面额有

5元, 10 元, 20元, 50元和 100元。 硬币面额有 5 分，10分，20 分，50分，1
元和 2元。 澳大利亚元没有 1 分、2 分面额的硬币，所有运算都基于二舍三入

的方式。3 分、4 分都会自动被计算成 5 分；而 1 分、2 分则自动归零。比如说，

12分会被计算成 10分，而 14 分会被计算成 15分，依次类推。

银行

西澳大利亚洲的银行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四，早上 9点半到下午 4 点；周五，

早上 9点半到下午 5 点。郊区的部分银行在周四晚间和周六早晨也会营业。ATM
自动取款机随处可见，一周 7天，一天 24 小时为大家服务，年中无休。银行提

供的服务也包括货币兑换。电子转帐机（EFTPOS）的使用十分广泛，大多数的地

方包括出租车、饭店、酒店都会使用来完成各种银行帐户和信用卡的转帐。

小费

常在澳大利亚是不需要给小费的。如果你觉得所收到的服务物超所值，你当然可

以为这超值的享受付小费。



体验宁静、简单的乡村和内陆生活，享受纯粹的快乐。

抛开城市生活的喧嚣纷扰，前往西澳大利亚州 (Western Australia) 的庄

园 (homestead)、牧场(station)和农庄 (farmstay)。关掉你的手机、平板电脑和笔

记本电脑，静静享受澳大利亚乡村与内陆的安宁、平静和简单的生活。

庄园和内陆牧场

在黄金内陆 (Golden Outback)、珊瑚海岸 (Coral Coast) 以及西北部 (North West)。
在这些牧牛场，你可以感受到牧民纯真质朴的热情，饱览引人入胜的美景，还有

机会与当地人同吃同住，一起工作，零距离体验内陆生活。

你可以学着挥鞭赶牛；带着崇敬之情观摩牧民如何熟练工作；围绕篝火倾听牧民

们的传奇故事。

在住宿方面，无论是住在简陋质朴的剪羊毛棚，在浩瀚星空下枕着背包入眠，还

是享受舒适安逸的豪华野营和奢华气派还是享受舒适安逸的豪华野营和奢华气

派的庄园，这里提供丰富的选择，随你挑选。

在卡那封 (Carnarvon)、埃克斯茅斯 (Exmouth) 和布鲁姆 (Broome) 的一些乡村城

镇，以及金伯利 (Kimberley) 著名的四驱车路线吉布河路 (Gibb River Road) 的沿

途，你会发现散布着许多勤劳工作的牧牛场和庄园。



农庄

带上你的高筒靴，携家人来到乡村，返璞归真，呼吸清新空气，享受简单快乐。

无论是喂养温顺的农场动物、捡鸡蛋、学习挤牛奶，还是在雾气朦胧的清晨，沐

浴着阳光在丛林中悠闲漫步，孩子们都会乐在其中，全家人尽享天伦之乐。

在珀斯 (Perth) 和西南部 (South West) 风景如画的乡村地区，以及珊瑚海

岸 (Coral Coast) 和黄金内陆 (Golden Outback) 的小麦带区 (Wheatbelt)，你可以

选择舒适惬意的民宿，或者独具魅力、自给自足的农舍，感受真诚热情又传统老

式的待客之道。

内陆奢华之旅，体验别样精彩！

即使是在澳大利亚内陆最偏远的荒野边境，你也能够享受到五星级的奢华体验。

你可以选择豪华野营，饱览西澳大利亚州 (Western Australia) 最具标志性的荒野

景观；也可以乘坐金伯利(Kimberley) 的豪华游轮，远离喧嚣纷扰；或者乘坐包

机翱翔在金伯利空中高速公路 (Kimberley Aerial Highway) 上空，从荒野度假村和

小屋，到特色庄园和牧场，随心选择，纵情体验。



华野营

在西澳内陆一些最为美丽壮观、令人称奇的胜地，你可以享受极致奢华的露营体

验。在邦格尔邦格尔山脉 (Bungle Bungle Ranges)、米切尔河国家公园 (Mitchell
River National Park)、莫宁顿荒野公园 (Mornington Wilderness Park)，传奇的吉布

河路 (Gibb River Road) 沿途，以及勒韦克角(Cape Leveque) 和开普岭国家公园

(Cape Range National Park) 的海岸，我们为你准备了旅行帐篷房、舒适睡床、蓬

松睡枕、私人套房、丛林美食餐厅，以及各式各样的奢华旅游项目，等候着你的

到来，你可以随意挑选，尽情享受。

荒野小屋和度假村

在西澳，一些顶级休闲胜地极为低调奢华，你甚至在地图上都无法找到。不过，

现在你有机会和明星名流和极少数幸运儿一样，享受到这般至尊体验。你可以乘

坐直升机、轮船或水上飞机，前往金伯利 (Kimberley) 的海滩和荒野小屋及度假

村，尊享奢华礼遇。

气势恢宏的庄园和内陆牧场

埃尔奎斯特荒野公园 (El Questro Wilderness Park) 和峡谷之家牧场 (Home
Valley Station) 被喻为澳大利亚内陆的两颗浑然天成的璀璨钻石，地处世界上最

壮观的偏远山脉、峡谷、热带雨林和瀑布的环抱之中，为你带来最激动人心的顶

级专属体验。你可以在这里垂钓澳洲肺鱼、骑马驰骋、乘坐直升飞机探险，也可

以在世外桃源般的清幽之地开心野餐，或者在崖顶上享受烛光晚餐。

金伯利游轮

不妨搭乘金伯利 (Kimberley) 游轮，尽情观赏西北部 (North West) 高耸陡峭的红

色峡谷、气势磅礴的瀑布、原生态岛屿和暗礁群，绝对会让你啧啧称奇、肃然起

敬。你可以从众多豪华轮船中随意挑选，坐在前排最佳位置，近距离欣赏海盗群

岛 (Buccaneer Archipelago)、蒙哥马利礁(Montgomery Reef) 和乔治王瀑布 (King
George Falls) 的壮观奇景。



探索西澳大利亚州内陆，感受生生不息的淘金精神。

如果你想感受伟大淘金热时期的开拓精神，那一定不能错过卡尔古利

(Kalgoorlie)，它不仅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内陆城镇，也是全球最大的露天矿井之一

——“超级金矿坑” (Super Pit) 的所在地。

卡尔古利 (Kalgoorlie) 拥有恢宏古老的传统建筑和活力四射的酒馆餐厅，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附近的黄金矿区 (Goldfields)，你可以前往那里探索怪诞离奇

的淘金鬼镇，游览春日野花遍布的广袤平原，欣赏举世闻名的雕塑家安东尼•巩
利 (Antony Gormley) 的作品。

在卡尔古利淘金

在珀斯 (Perth) 附近的曼达灵 (Mundaring) 开启你的内陆探险之旅，沿着旧日输

水管道探索黄金管道古迹步道 (Golden Pipeline Heritage Trail)，这条输水管道始建

于世纪之交，为黄金矿区 (Goldfields) 输送淡水。

当你来到卡尔古利 (Kalgoorlie)，你会发现一些事物仍保留着 19世纪的风格。主

要大街上坐落着气势宏伟的殖民时期建筑；穿着大胆的酒吧女招待在历史悠久的

酒馆里热情待客；巨大的超级金矿坑(Super Pit) 深 400米，长 3.5公里，宽 1.5
公里，至今仍在运作，号称世界含金量最高最有价值的一平方英里。

不妨戴上安全帽，前往现代化大型矿井体验一番采矿作业。你可以亲自尝试洗沙

淘金，也可以参观由波形铁皮建成的旧棚屋，矿工们会在棚屋里玩抛双币

(two-up) 赌博游戏。或者，来到世界上最长的高尔夫球场——纳拉伯林克



斯 (Nullarbor Links) 打几洞高尔夫。这个球场从卡尔古利 (Kalgoorlie) 延伸至塞杜

纳 (Ceduna)，途径纳拉伯平原 (Nullarbor Plain)，全长达 1365 公里。

淘金热新兴城镇和废弃旧镇

从卡尔古利 (Kalgoorlie) 出发，沿着“黄金探索道路” (Golden Quest Discovery Trail)
来一次黄金矿区 (Goldfields) 历史寻迹之旅，独自探索库尔加迪 (Coolgardie)、孟

席斯 (Menzies)、利奥诺拉(Leonora)、拉弗顿 (Laverton)、瓜利亚历史区 (Gwalia
Historic Precinct) 和长年废弃的淘金旧镇。沿途如多加留意，你会看到袋鼠、鸸

鹋、楔尾鹰，以及诸多历史遗址。

INSIDE AUSTRALIA：安东尼•巩利雕像展

如果你对艺术感兴趣，不妨绕道来到巴拉德盐湖 (Lake Ballard)，就在孟席斯

(Menzies) 北部附近。举世闻名的艺术家安东尼•巩利 (Antony Gormley) 将这个

占地 10平方公里的盐床打造成地球上最大的户外展览之一。他的 Inside Australia
展览由 51件散布在辽阔平原上的钢材雕像组成，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壮观奇

景。



西澳的交通法规和澳大利亚其它州一样。

道路交通规则

所有车辆靠道路左边行驶，所有乘客都必须系好安全带，这些都是强制性法规要

求。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系上安全带可以让你更加安全。

你需要给公共汽车让道。由于乡村火车并不总是按计划行驶，所以在驶近铁道时

始终要警觉。

驾驶时须携带驾驶证，中国驾驶证具体使用方法请查询各大专业租车公司网站。

驾车时用使用手机是违法行为。

速度限制



澳大利亚每个州对驾驶速度限制有所不同。不管怎样，每小时的最高时速是 110
公里。如果驾车超速就是触犯法律。

主要大城市的街道一般都限速 60公里/小时，有些郊区的街道甚至特别限速在

50公里/小时以内。

学校区域每天在上学和放学的一两个小时里都有明显指示，限速 40公里/小时。

高速公路一般都限速在 80至 110公里/小时。

西澳警察署装备雷达和其他速度监测设备，罚款没有任何余地——即使是游客也

不例外。

道路状况

没有封闭的道路发生路况变化时可能不会提前告知。尘土可影响驾驶员的视线，

所以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行驶时，减速慢行是最安全的选择。

如遇到大雨或飓风，造成洪水或冲垮道路，在通过这些道路之前请检查水深和水

流速度，并注意被淹没的东西。如果水太深，或者水流太急，请不要通过。

酒精和药物

酒精和药物会影响安全驾驶，甚至会导致一些严重后果。

西澳对酒后驾驶或者药物刺激后驾驶有很严厉的惩罚条例。

驾驶员必须保证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 0.05%的合法限度以下，方可驾驶。

疲劳驾驶

疲劳驾驶是道路安全的严重威胁。最危险的时间是午夜到早晨 6点，在这段时间

发生事故的几率比其它时间高出 20倍。

每驾驶两个小时，就应该休息一下，下车走动或者伸展身体，此外，应确保前一

夜拥有充足的睡眠。如果你感觉昏昏欲睡，应马上停车休息，待精神恢复时再重

新上路。

长途驾驶

延伸很长的道路和开阔的视野，会使你无意识地加速，西澳有很多笔直的道路，

且车流稀少，所以需要格外小心。



如有长途驾驶的计划，建议你跟随有专业向导带领的小型车队，确保安全旅行。

西澳有几家声誉良好的专业公司，专门带领人们在偏远地区进行长途旅行。

世界上最长的卡车

在西澳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你可以在公路上看到地球上最长的卡车。这些巨型卡

车通常被称作公路火车，可以长达 50米。

一个主驾驶卡车头再加上三节很大的拖车，安置在大约 60个巨大轮胎上——这

的确是一个令人称奇的景象。

公路火车最大限速在 100公里/小时，有时会行驶一公里以上才能最终慢慢停下

来。

安全超过一辆满载的公路火车，需要 30到 45 秒的时间，请确保超车路面上没有

其它车辆，尽可能快速、有效、安全地超车。

拖车装置

在你驾车使用拖车装置时，请确保连接牢固，并请提前了解相关法规，避免因过

重或连接不当导致事故。

除非另有标示，否则在建筑区以外拖车的规定限速是 100公里/小时。

内陆野生动物

在西澳内陆，差不多 50%的撞车事件都是撞上了动物。即使是和动物一个很小的

碰撞都可能导致昂贵的修理费。

很多澳洲动物，如大袋鼠，在黄昏和黎明的时候最为活跃。因此最好选择白天驾

驶旅行，并且在动物出没的地方降低速度。如果你看见动物在车前，应尽快用力

刹车、保持车辆直行，并按喇叭。不要急速转向，因为待在路上会更安全。

有关道路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道路安全局”网站。

安全驾驶小贴士

旅行前先做好计划，请确保:

在出发前一晚睡眠充足；

如果是长途旅程，在途中应找一个地方过夜；

https://www.rsc.wa.gov.au/


如果可能的话与别人轮流驾驶；

一天的驾驶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8-10小时；

如果感到疲倦，小睡 20分钟；

中途找一家咖啡馆停下喝杯咖啡或者伸展一下身体；

不要在你通常睡觉的时间开车。



抵达西澳大利亚

在来到热情好客的西澳大利亚州之前，请提前申请一个合适的签证以便顺利入

关。签证由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管理和监督，他们还负责物品申报、过境检疫、

旅行卫生等问题。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官方网站。

免税，退税和进口税

游客都十分喜欢在免税商店购物，西澳大利亚州的免税店商品琳琅满目，香水、

化妆品、保健品、纪念品应有尽有。

对于部分商品会限制购买者的年龄，所以在购买前最好询问一下店员。

千万不要忘了可以申请退税哦，可以帮你节省不少钱呢。

过境检疫

西澳大利亚州幅员辽阔，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隔断了很多细菌和病毒的侵扰。

http://www.immi.gov.au/
http://www.customs.gov.au/site/page4263.asp


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 (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 严格控制着

出入境检疫。农业是西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且极容易受各种害虫、细

菌、有害植物的危害。

检疫法律也严格规定了进口、运输食品的种种条例。在各个入境口岸，包括航空、

陆地、海洋、铁路都有检查点和侦察犬 24小时值勤。

那些看似无害的坚果、种子、蔬菜、动植物、花卉、蜂蜜、鸟类都会被检疫局当

作对当地农作物和环境的危害。使用过的食品容器也将进行严格的检查以确保没

有风险。

最安全的入关方式就是"如果你拿不定主意，请申报！"检疫局负责检验的工作人

员都很和蔼友善，全部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 90%以上的申报物品都会归还

——他们可不想影响你的旅行好心情。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携有检疫局认为危险物品且不申报的游客，有可能被处

以大额的罚款。

想要得到更多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关于此方面的信息，请访问官方网站。

签证

除澳大利亚护照或新西兰护照的持有者以外，任何人访问澳大利亚都需要办理签

证。需要了解更多关于签证的信息，请咨询澳大利亚在中国的签证申请中心，你

也可以访问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http://www.agriculture.gov.au/travelling
http://www.vfsglobal.cn/Australia/China/
http://tos.lushu.com/home/card/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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