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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South	  Queensland	  

南昆士兰自驾 	  

乡野之旅	  



 
Great	  Island	  Way	  

Hebel	  ‐	  Carnavon	  George	  

482公里	  

大内陆公路的亮点是历史性的 Nindigully	  酒吧、昆士兰
最西部的酒庄	  （Riversands	  Wines）、手工雕刻的发光
鸸鹋蛋、精彩的垂钓点、Surat	  的 Cobb	  &	  Co	  交换站、大
型钻头石油点和罗马贩牛场。旅程最终是 Carnavon 国家
公园， 结束之前在风景如画的 Injune 镇上备足库存。 

 

Adventure	  Way	  
Dalby	  –	  St	  George	  

303公里	  

Dalby	  开始，参观先锋者公园博物馆，大量当地历史展
览。附近是历史性的 Jimbour 旧宅， 信步花园，体验
Circa 1876 豪宅。 西南面是Moonie, 当地精彩的壁画展
现了澳洲第一个商业石油开采地的历史。 

	  
 
 



	  

Warrego	  Highway	  
Dalby	  –	  Mitchell	  

355公里	  

这部分Warrego公路的亮点包括很多信息量大、有趣味
的历史地点，比如 Dalby	  先锋者公园博物馆、Jimbour	  
House、The	  Chinchilla	  历史博物馆和 Miles	  历史性村
庄。Wallumbilla	  的 Calico	  小屋可以看到很多工艺品，一
路向前您可以发现罗马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重要性探

索。Mitchell	  可以让您在大自流盆地矿泉中放松，在历
史性 Bonus	  Down	  农庄休憩。	  

	  
Leichhardt	  Way	  

Goondiwindi‐	  Wandoan	  

297公里	  

Goondiwindi	  是西部乡村的门户，棉花和大麦种植在牛
肉和羊毛之乡土地的一边。Customs	  House	  博物馆展示
大量的纪念物，对面的	  Gunsynd	  纪念碑和博物馆是有关
一匹备受关爱的 Goondiwindi 赛马的证明。往北到
Moonie, 在离开前到Meandarra 和 Glenmorgan 镇上溜一
圈。参观Meandarra ANZAC 纪念馆、 Monty’s  古董车 



	  

博物馆、Myall 公园植物园。回到 Leichhardt 观看Miles 
的 Dogwood Crossing Complex，旅程到Wandoan 结束，
当地的文化遗产之路有 20个有趣的景点。	  

	  
Australia’s	  Country	  Way	  
Wallangarra	  –	  Goomeri	  

378公里	  

蜿蜒的公路，辽阔的田野和畜牧，历史的小镇，四季的

鲜蔬和迷人的自然景观。自然亮点包括 Main Range 国家
公园、Queen Mary瀑布和南部的 Girraween 国家公园；
图文巴市外的 Crows Nest and Ravensbourne 国家公园； 
更南面的 Bunya Mountains 国家公园，雄伟的大叶南洋
杉林。一路上有很多精品葡萄酒庄和酒窖，南面的

Stanthorpe 地区葡萄酒园， 和北部的Murgon地区。城
市掠影包括历史小城Warwick, 玫瑰花和骑术之乡，和多
样餐饮文化的图文巴城市。品尝下灌木林美食， 冷榨橄
榄油，和 South Burnett 地区的牛肉及其他优质美食。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行程之一。 

 
 



欢迎来到南昆士兰乡村，这儿四季分明，周边有令人屏

住呼吸的自然美景。距离布里斯班 90分钟车程，这儿是
农业和工业发达地区。图文巴机场每天有 Qantaslink航
班飞往悉尼， Rex 航空飞往内陆地区 St George。 

图文巴是大都市和乡村脉动城市，文化中心； Carnarvon 
国家公园则有古老的土著岩石艺术馆。淡水河垂钓到内

陆边缘自流盆地泡澡；品尝花岗岩地带和 South Burnett
地方特产和获奖美酒到坐在千钧一发的乡村牛市拍卖现

场的篱笆上；这些都是南昆士兰的独特体验，而且触手

可及。 

Darling Downs 平原土地由黑色火山泥组成，盛产小麦、
菜油、燕麦、水果和豆类作物。Dalby 是小麦丰收地，
Chinchilla 是澳洲蜜瓜之乡，西瓜、蜜瓜、哈密瓜种种。
冷气候的花岗岩地带盛产苹果、葡萄和有核果。South 
Burnett 除了产葡萄，还盛产花生、橄榄和其他蔬菜。 

昆士兰州的二大 GI地理识别认证的葡萄酒产地：花岗
岩带和 South Burnett 都在这儿。1870年代开始葡萄开始
在花岗岩带种植，意大利移民，英国移民纷纷买地安

居。白葡萄酒尤为著名，如华帝露、赛美蓉、霞多丽和

长相思 ；经典的重口味红酒有西拉子、梅洛和卡百内葡
萄酒。奇异鸟葡萄酒另类路线则包括维欧尼、  

	  



Mourvedre, Tempranillo 等非常见葡萄酒品种。 

金光闪闪的河中垂钓，绿草茵茵的河岸野营，信步而走

的观鸟，大叶南洋杉徒步，划小船观岸，图文巴春季花

卉展，这些大自然的情趣给你带来新鲜空气和曼妙的慢

生活体验。 

十五个大坝，七条河流贯穿南昆士兰大陆，随时准备下

船。每年的大坝钓鱼赛令家庭和个人一展身手。 

乡村小龙虾赛跑、滚西瓜比赛、骑牛赛欢心鼓舞。 

图文巴和近郊热事： 

帝国戏院的演出、真蓝乡村酒吧套餐、春季花展、美食

和葡萄酒品尝、图文巴宾客大道。Cobb+Co. 博物馆、野
餐角观景台、春季花园、位于南昆士兰大学的日本花

园、帝国戏院的宏伟艺术建筑风格，这些是最佳所到之

处。 

South Burnett 热事： 

探索旧布里斯班山谷铁路沿线、Bunya mountains 山谷观
鸟、Bjelke-Petersen 大坝和 Boondooma 湖野餐，钓鱼和
滑水、Coomba 瀑布的隐蔽水坑戏水、当地的葡萄园和
酒庄。当地伐木工人的木匠活、Boat Mountain山谷夕
阳、乡村跑步见面会或农业展出、Bower 鸟巢的羽毛、 



当地农贸市场、互动展览馆和艺术馆是旅行必到处。 

Southern Downs 和花岗岩带地区热事： 

Killarney 的玛丽皇后瀑布、四季鲜蔬和葡萄酒、
Glenlyon, Storm King, Lake Leslie 三个大坝的水上运动、
Warwick 城市的 7月爵士音乐节、花岗岩“陌生鸟”葡
萄酒路线。Girraween 国家公园顶点的观景、Warwick 的
历史遗迹和建筑、Stanthorpe 的如画小河、Warwick 骑牛
节的公牛背起坐、各个酒庄的文化多样性是旅行必体

验。 

Goondiwindi 及周边地区热事： 

植物园野餐、Gundy的每年美食节、历史遗迹及水上公
园活动、三项全能运动比赛、购物。Macintyre 河夕阳、
海关博物馆、春季晚时候的蓝花楹茂盛时节、三项全能

运动比赛终点、Mighty Gunsynd雕塑是必到景点。 

St George 及周边地区热事： 

Dirranbandi 垂钓Murray 鳟鱼、Riversands 葡萄酒庄品酒
及奶酪、Sandytown 河夕阳时刻游船、St George 的棉花
产业、Moonie 河岸的 Nindigully 酒吧挑战 5公斤重的车
队汉堡。St George奇异蛋中心的手工雕刻的鸸鹋鸟蛋、
Bollon 的Wallam 河边小道的土著艺术品展出、JB 
Cameron 的 1881年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的州界定桩处、 



Hebel 酒店的 John Murray 彩色画作、Thallon 的大型谷
仓是必要景点。 

Goondiwindi 及周边地区热事： 

植物园野餐、Gundy的每年美食节、历史遗迹及水上公
园活动、三项全能运动比赛、购物。Macintyre 河夕阳、
海关博物馆、春季晚时候的蓝花楹茂盛时节、三项全能

运动比赛终点、Mighty Gunsynd雕塑是必达景点。 

St George 及周边地区热事： 

Dirranbandi 垂钓Murray 鳟鱼、Riversands 葡萄酒庄品酒
及奶酪、Sandytown 河夕阳时刻游船、St George 的棉花
产业、Moonie 河岸的 Nindigully 酒吧挑战 5公斤重的车
队汉堡。St George奇异蛋中心的手工雕刻的鸸鹋鸟蛋、
Bollon 的Wallam 河边小道的土著艺术品展出、JB 
Cameron 的 1881年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的州界定桩处和 

Thallon 的大型谷仓是旅行必达景点。 

Roma 及周边地区热事： 

复活节罗马家庭或朋友聚会、Cobb & Co 最后一位领队
的路线、三月罗马野餐赛跑和十一月罗马杯赛马、九月

美食和真火烹调、Mitchell自流水矿泉澡。大型钻油井
和夜景、每周二和周四罗马牛拍卖场、Cobb & Co 交换 

 



	  
站博物馆，Surat on Balonne 美术馆，25000升玻璃柜的
水族馆、Carnarvon, Expedition, Nuga Nuga 国家公园、五
彩缤纷的鸟类和四月到十月盛开的水百合是所到必要景

点。 

Dalby 及周边地区热事： 

Glenmorgan的Myall 公园植物园的奇特澳洲花卉、
Chinchilla 西瓜节的刺激活动、Jimbour 站的剧院气氛、
当地美术展、历史遗迹步道。Meanbdarra  爱国纪念博物
馆、澳洲野狗防护栏、Jimbour 旧宅和花园、Miles 历史
小镇博物馆、Broadwater 湖清晨观鸟是所到必要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