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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生活方式 

South	  East	  
Queensland	  Trails	  
昆士兰东南部足迹 	  

生活在这儿  
五大风景足迹 	  



 
由 APN 出版的昆士兰东南部探索之旅适合周末行动，足
迹覆盖五大风景地带， 连接伊普斯威奇城市、西斯宁缘
区、布里斯班谷、洛基谷和图文巴城市。具体方位是布

里斯班城市以西，昆士兰以南， 从整个昆士兰来说属于
东南部旅游景观线路。 

首先我们意识到的是哪里去采购有机食品，大的卖场或

小摊，抑或周末农贸市场？哪里可以带孩子玩一通而且

休闲和自在？晚上住在哪里？不要担心，我将给您介绍

各个区域的食物收获季、获奖的餐厅、消费得起的有机

食品超市、最好的肉店，酒吧和花园，还有夏令营般的

探索活动公园、避暑中心等等。看起来这象是 APN 报业
的广告，别管他，我们要的是内容。 

首先一探位于 Gregory Terrace 格雷戈里梯田的 Sunny 
Queen Farm Eggs Agriculture Pavilion 阳光明媚的女王农
场鸡蛋农业馆。皇家昆士兰展，爱称 EKKA， 每年 8月
在布里斯班举办， 不要错过这个季节， 她是昆士兰农贸
活动和乡村音乐的集合。另外还有 12月举办的 Royal 
Queensland Wine Show 皇家昆士兰葡萄酒展，2015年葡
萄酒金奖花落 Golden Grove Estate - Class 48 Cat. No. 8 - 
Golden Grove Estate Joven Tempranillo 2014；Semi 
Sparkling – Moscato 半气泡麝香葡萄酒Moscato 类别，
2015金奖属于 DeBortoli Wines的 Sacred Hill Moscato，  

 
 



银奖还是他们的 La Bossa Pink Moscato； 铜奖是 Grant 
Burge的Moscato。来到澳洲后一直喝麝香葡萄酒，出产
多价格又好，堪称澳洲特色。 

大分水岭的脚下静谧的洛基谷距离布里斯班 1小时车
程，被爱称为澳洲的蔬菜盆地， 2，272平方公里，拥有
理想的农牧气候，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排第七，在澳洲

以供应最佳的土产赢得声誉。洛基谷同时也拥有广受赞

誉的肉制品和牛肉生产者及精品巧克力和乳酪生产者。 

周末到洛基谷放松、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广阔的空间

和一系列家庭活动。 这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具有闲散乡间
气氛，壮美山景的地方。 

此地充满意外的惊喜和隐藏的珍奇，不能匆匆而过。洛

基谷混合城镇和乡村的生活方式，样样都有，一流的饭

店、画廊到热气球乘坐、观鸟、骑马、极好的国家公园

和乡村市场都近在咫尺。 

有几个迷人的城镇遍布此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精

彩故事不容错过。除了知名的昆士兰交通馆和 Spring 
Bluff铁路站，还有每年举行的地区活动：Laidley 春季
庆祝、洛基谷 Powerfest、赛马、赛车等活动。 

旅程中会让您爱慕本地的天然美景。多项活动和路程距

离令这儿成了一日、周末或家庭假日的目的地。	  



探险和旅游先锋 Arthur Groom 首先提出了西斯宁缘这个
词来描述连绵的山脉，围绕着布里斯班和 Tamborine 山
之间的山谷。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山缘可以追溯到几百

万年前，当时那些都是活跃的火山。作为澳大利亚最易

接近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雨林和丰富的冲积土遗留成

为今天的地区命脉。 

西斯宁缘有兴旺的旅游和农业。游客们被原始的雨林和

六大国家公园所吸引。农庄住宿、豪华野营、生态度假

酒店和精品山林小屋引来了客流，极好的步道和攀岩处

星罗棋布于山间。 

本地农场提供新鲜的食物，胡萝卜、大黄、牛油果、澳

洲坚果和牛奶招待四面八方的澳洲客人和海外游客。先

锋家庭 Grooms, O’Reillys, McKenzies, Bells 将继续扮演
本地旅游和农业的固有角色。 

西斯宁缘地区现已成为改变生活方式者、退休者和年轻

家庭逃离城市生活的安居地。地理位置靠近布里斯班和

黄金海岸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惊人的美景已将手工业

者、画家、摄影师、演员和雕刻家凝聚在一起，受天然

环境的启发，建立了有活力的艺术社区。 

作为城市的食物供应地，西斯宁缘地区真正闪耀光芒。

富产的地区在冬季蔬菜季节喂养了几百万的澳洲人。  

 
	  



食物出产多样，现在他已拥有一系列精品，包括葡萄

酒、手工啤酒、乳酪、橄榄、风味菜和果酱。每年的西

斯宁缘本地食品周庆祝农民和制作商的产品，吸引成千

的游客在六月和七月来到这个地区。 

 

南原区 

从南部的花岗岩土到北部的肥沃沉积土，南原区几乎没

有什么土地不产作物。南面的花岗岩带地区是昆士兰最

负盛名的葡萄生长地区，也是昆士兰的苹果之都。不久

这儿将称为澳洲的草莓种植中心。Warwick 城市东部的
绿色丘陵地区 Killarney还是奶业和牛牧产业之乡，土豆
品种渐多。微气候和凉爽的夏日，当昆士兰其他地区过

于温暖时，这儿出产大量的水果和蔬菜。 

南原区地区风味十足，有着无限的纯正乡村生活机会。

几十年来人们远离了海岸地区的酷暑，来到山区享受四

季变化的生活变换。有标志性的活动包括 Stanthorpe 苹
果和葡萄收获庆祝季节、Warwick 跳投和爵士乐及晚
宴、长谈午餐，美食美酒搭配构成了四季地区美食爱好

者的麦加南园区。 

本地区美酒美食的声誉，近几年在全国获得势头。种植

者们和当地农民是纯正乡间好客的见证。 



Wrayorganic在伊普斯威奇城市和图文巴城市二地都有有
机食材专卖店和咖啡馆，食材取自当地有机认证的农产

品。伊普斯威奇城市有六千处文化遗产和一些现代场

所，作为昆士兰最古老的地区城市，值得探索。Wray有
机产品店提供多样选择的健康午餐 。温暖的下午到皇后
公园走一走，这儿有小动物和植物和日本庭院花园。澳

洲濒临灭绝的 Bilby 兔耳狸住在这儿。公园免费。开着
房车或野营车度长周末的可以在展览中心露营长达一

周，每晚$20， 周日有个农贸市场可以采购蔬果。音乐
爱好者可前往郊区 Goodna的 Royal Mail 酒吧欣赏现场
蓝调和根源音乐。十月是当地的蓝花楹盛开庆祝季节。 

西斯宁缘区景观线路  

Boonah附近有个 Ketchup’s Bank Glamping 豪华野营
地，40公顷的生态度假地。Lake Moogerah 湖泊是房车
露营地。Mount French 可以从 Lake Moogerah 路进入，
是离 Boonah 最近的山峰。另外还有三座山峰，他们同
属于Moogerah Peaks 国家公园。Boonah 飞机场有滑翔
俱乐部，周末和假日可以预定，飞行西斯宁缘区。

Kalbar离国家公园不远，是个德国文化遗留小镇，
Barton 玫瑰农场可以参观，Wiss House B&B是昆士兰遗
产名列的旅店，1900年代由德国人 Lionel Wiss 建造。
Harrisville 有二个酒庄可以品尝当地的葡萄酒，Dunns 大



Paradine Estate Winery。Mackaway’s Café 在餐桌边就可
看到鱼菜共生的养殖系统。 Royal Hotel Harrisville 有一
亩地的草坪可以搭棚露营。 

体验式住宿可以选择 The Old Church Boonah， 由 1874
年建立的历史性教堂有花园和乡村景观，提供传统的

B&B服务，豪华套房有私人阳台和景观。 5人的中层大
间位于原先的教堂之内。 

布里斯班谷景观线路  

Wivenhoe湖附近的 Fernvale 小镇有丰富的铁路和农业历
史，随意的游客可以品尝鸸鹋馅饼，走步道。这儿曾是

原始部落 Jagera的一部分家园所在。70年代晚期在
Wivenhoe大坝曾经发现 Jagera石头制品和骨头碎片，地
名叫鸭嘴兽岩石坑。现在他位于水底。周日早上

Fernvale 有个农贸市场，下午可以在Wivenhoe 水库钓鱼
或游泳。镇中心的 Old Fernvale Bakery 可以品尝传统的
澳洲肉馅饼和袋鼠肉、鳄鱼肉、鸸鹋馅饼，还有野味馅

饼。Coolana 橄榄农庄有 1000克橄榄树，庄主销售橄榄
油、烘烤橄榄和美味的橄榄酱。ESK小镇的历史性建筑
Lars Anderson House 是个画廊、陶器和家居用品商店。
Crows Nest 路上 Louise’s Tables 提供多道法式菜肴，需
提前预定。ESK 房车公园有个户外大型明火烤炉和加热
泳池。Moore 和 Blackbutt 之间的 Benarkin 国家森林 
	  



有大量的松树和桉树，可以提上野餐蓝休憩。 

Cooyar 小镇河边可以看到鸭嘴兽，另外在摇摆桥公园的
悬浮大桥下在清早和傍晚也有机会看到。Glamorgan 
Vale 有个瓶子树酒店，古老的乡村酒吧。 

旧时马车邮送路线  

追溯到 1865年昆士兰象征性的邮件递送路线，连接伊普
斯威奇城市和图文巴城市二地。每个站点有个车轮牌导

向。Rosewood 铁路站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蒸汽火车观
景游。Grandchester提供游客一小时马车在本地区的邮
送路线之旅。Spicers Hidden Vale 是当地豪华的度假酒
店，4856公顷的土地有美丽的山景。Laidley 是昆士兰
首个先锋者村庄，每周五有农贸市场。Forest Hill 可以
在田头采购西红柿等蔬菜，邮局咖啡厅有复古特色餐饮

环境。嘉顿是洛基谷文化中心所在地，购物餐饮多样，

有奥林匹克尺寸的泳池和健身中心。Helidon的 Lockyer 
汽车旅馆提供热矿泉浴池服务。 Mulgowie 农贸市场每
周第一个周六早上举办，新鲜蔬果、橄榄油、奶酪、冰

激凌、手工艺礼品应有尽有。Murphy’s Creek Escape 是
20公顷公园的野营度假地。 Spring  Bluff 铁路站是昆士
兰迄今保存最完好的火车站。 

 



Warrego公路景观路线  

Marburg 每年 10月举办 Black Snake Creek 庆祝节日，届
时当地艺术家、作家和表演人员将作街游。Mt. Tarampa 
有个大型昆士兰标志，大蓝靴。Plainland的 Schulte’s 
Meat Tavern 是知名的肉店， 出产德国香肠，有品酒服
务。 图文巴城市的五大景点包括帝国剧院、日本花园、
Laurel Bank 公园、Cobb & Co Museum 及野餐角。每年
9月的春季花展为他赢得了花园之城的美名，整个城市
有 150个公共公园和花园。 

 

最后我们回到布里斯班，以下五个景点不容错过： 

1、南岸公园 

2、城市植物园 

3、巡游布里斯班河 

4、Fortitude Valley 

5、 XXXX 啤酒厂 

布里斯班南有黄金海岸、北有阳光海岸，二边各一小时

车程，堪称完美。 Moreton 岛近在咫尺。	  



洛基谷的 Big Orange大橙子市场旁有个冰冻海鲜摊，卖
场可以采购到各种水果、蔬菜和花卉。 

洛基谷的路边蔬菜摊： 
***Forest Hill Farm Stall 

12 Forest Hill-Fernvale Road周三到周日开放 

***Grantham Winwill Road Vege Stall 

343 Grantham-Winwill Road，Gatton Clifton 路到底，每天开放 

***ESK Road Vege Stall 

Warrego 公路转盘 Gatton 出口，往 ESK方向，往北一公里，
每天开放，大量的水果和蔬菜 

***Spring Creek Orchards 

1331 Gatton-Esk Road Spring Creek 新鲜水果季节周末开放 

牛油果：6－10月 

芒果：1月末到 3月中 

番荔枝：4－7月 

大溪地青柠檬：1－10月 

***Tiltern Farm Vege Stall 

348 Mount Sylvia Road, Upper Tenthill, Gatton 以南十公里，六
天开放，周四休息，当地新鲜水果和蔬菜。 



	  
本地活动有 六月嘉顿赛马杯、Laidley 春季庆祝和花园
展、九月图文巴春季花卉嘉年华和 Spring Bluff 铁路站花
园爵士乐。 

有机农场骑马体验 

Bauer’s 是澳洲闻名的有机农场，蔬菜和紫花苜蓿田野边的
步道适合骑马，穿过 Blackfellow 小河， 上山穿过“A 
Touch of Paradise” 天堂一角的残余矮树林。 

1166 Mt Sylvia Road, Mt Sylvia Q 4343 

E trudy@bauersorganicfarm.com.au 
M 0417783704 
Www.bauersorganicfarm.com.au 

Branell Homestead, Laidley 每周二 9：30－10：30在婚礼
亭有瑜伽课。 

Pterodactyl 直升机提供二人浪漫飞行，洛基谷上空团队
游。 

Edmund Park 户外活动探险教育，昆士兰首次认证的服
务商。 

洛基谷文化中心有画廊、图书馆和咨询中心，餐厅提供

从围栏到餐桌的美食，湖边美景的室外走廊可以观看到

鸟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