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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部旅游线路



吉朗与贝拉林

景点
吉朗与贝拉林

8 针鼹丛林漫游旅行社

8 吉朗美术馆

8 纳兰纳原住民文化中心

8 The Q Train 美食主题观光列
车（新增）

9 菲利普港渡轮

女王崖

9 海路渡轮

住宿
女王崖

9 BIG4 灯塔度假村

大洋路

景点
托尔坎

12 澳大利亚国家冲浪博物馆

阿波罗湾

12 奥特韦角灯塔

维阿普那

12 奥特韦飞越树顶探险

瓦南布尔

12 旗杆山海事村与声光表演

住宿
安格尔西

13 大洋路度假村

洛恩

13 坎伯兰洛恩度假村

阿波罗湾

13 灯塔角海景别墅

瓦特山

14 艾尔基娜度假屋（新增）

坎贝尔港

14 南大洋度假别墅

瓦南布尔

14 圣母湾度假村

菲利港

14 河岸 54 号

15 默立基旅馆

徒步探索我们的 
国家公园
17 大洋路步道与格兰屏峰顶步

道

格兰屏国家公园及 
周边地区

景点
汉密尔顿

20 汉密尔顿美术馆

霍尔斯加普

20 布朗巴克 – 国家公园与 
文化中心

住宿
敦克尔德

20 皇家邮政酒店

霍尔斯加普

20 D’Altons 度假村

21 霍尔斯加普湖滨观光园

巴拉瑞特金矿

景点
巴拉瑞特 

24 巴拉瑞特美术馆

24 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

24 疏芬山与《喋血南十字星》

住宿
巴拉瑞特 
24 Craig 皇家酒店 

戴尔斯福特和 
马其顿山脉

景点
克莱斯韦克

28 克莱斯韦克毛纺厂

赫本温泉 

28 赫本洗浴与水疗中心

戴尔斯福特

28 萨卢斯水疗中心

29 湖滨小屋烹饪学校

大南部旅游线路是澳大利亚最出色的公路之旅，可为每位
游客带来妙趣横生的精彩探险体验。

产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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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克莱斯韦克

28 RACV 金矿区

戴尔斯福特

29 湖滨小屋

华勒比及周边地区

景点 

华勒比

31 华勒比野生动物园

观光
整个区域

33 Autopia 旅行社

33 Bunyip 旅行社

33 大洋路豪华游旅行社（新增）

33 Hertz 租车

34 maui 房车

34  Oceania 旅游观光公司

34  公园徒步假日

酒庄
贝拉林

35 Jack Rabbit 葡萄园

库列威斯

35 鲁拉公园酒庄

沃林顿

35 奥克丹葡萄园（新增）

塔灵顿

35 皮埃尔角酒庄

霍尔斯加普

35 霍尔斯加普庄园

大西部

36 格兰屏庄园

拜因迪恩

36 朗基吉兰山酒庄

阿沃卡

36 蓝宝丽丝庄园

餐厅
特拉斯代尔

36 The Q Train 美食主题观光列
车（新增）

阿波罗湾

36 Chris 餐厅与别墅

37 奥特韦角灯塔咖啡馆

菲利港

37 默立基厨房

霍尔斯加普

37 霍尔斯加普酒店（新增）

巴拉瑞特

37 Craig 皇家酒店

戴尔斯福特

38 湖滨小屋餐厅

38 袋熊山咖啡馆

小型活动
吉朗

38 小精灵啤酒厂

38 国家羊毛博物馆

38 吉朗赛格威旅行社（新增）

贝拉林

38 库列威斯高尔夫会所

38 Wine Wheels旅行社（新增）

沃林顿

39 飞砖苹果酒坊

贝尔布利

39 大洋路巧克力和冰淇淋工厂 
（新增）

安格尔西

39 安格尔西高尔夫会所

安格尔西/托尔坎/洛恩
39 Go Ride a Wave 冲浪学校 

（新增）

洛恩

39 Live Wire 公园（新增）

耶德恩

39 奥特韦树顶探险公园（新增）

佛雷斯特

40 佛雷斯特啤酒公司（新增）

廷布恩

40 廷布恩精美冰淇淋店（新增）

塔希尔

40 沃古吉（新增）

巴拉瑞特

40 金矿遗迹淘金探险之旅

整个区域
9, 15, 21, 25 BIG4 假日公园

13 澳洲农场住宿公司（新增）

44 阿瓦隆机场

产
品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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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使徒岩

格兰屏国家公园

大奥特韦
国家公园坎贝尔港

国家公园

巴克斯马什

赫本温泉

特兰森

布莱克伍德

克莱斯韦克

女王崖

华勒比

托尔坎

安格尔西

特朗

塔希尔

潘舍斯特

莫特莱克

利斯莫尔

斯基普顿

吉朗

巴拉瑞特

墨尔本

科拉克

莱维斯山

约翰娜

旺加拉

阿波罗湾

坎贝尔港

菲利港

温切尔西

洛恩

山毛榉林

奥特韦角

敦克尔德

汉密尔顿

阿拉瑞特
戴尔斯福特

艾瑞斯内湾

坎普尔顿

斯塔韦尔

霍尔斯加普

瓦南布尔

阿瓦隆机场

大洋路

吉朗与贝拉林

巴拉瑞特
金矿

格兰屏

海路汽车渡轮

索伦托

菲利普港游客渡轮

至阿德莱德

至阿德莱德

至阿德莱德

20 分钟

30 分钟

30 分钟

45 分钟

20 分钟

45 分钟

30 分钟

40 分钟

45 分钟

20 分钟

1 小时 

1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2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15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45 分钟

维多利亚州
澳大利亚

Facebook 页面 
facebook.com/GreatSouthernTouring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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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使徒岩

格兰屏国家公园

大奥特韦
国家公园坎贝尔港

国家公园

巴克斯马什

赫本温泉

特兰森

布莱克伍德

克莱斯韦克

女王崖

华勒比

托尔坎

安格尔西

特朗

塔希尔

潘舍斯特

莫特莱克

利斯莫尔

斯基普顿

吉朗

巴拉瑞特

墨尔本

科拉克

莱维斯山

约翰娜

旺加拉

阿波罗湾

坎贝尔港

菲利港

温切尔西

洛恩

山毛榉林

奥特韦角

敦克尔德

汉密尔顿

阿拉瑞特
戴尔斯福特

艾瑞斯内湾

坎普尔顿

斯塔韦尔

霍尔斯加普

瓦南布尔

阿瓦隆机场

大洋路

吉朗与贝拉林

巴拉瑞特
金矿

格兰屏

海路汽车渡轮

索伦托

菲利普港游客渡轮

至阿德莱德

至阿德莱德

至阿德莱德

20 分钟

30 分钟

30 分钟

45 分钟

20 分钟

45 分钟

30 分钟

40 分钟

45 分钟

20 分钟

1 小时 

1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2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15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45 分钟

大
南

部
旅

游
线

路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旨在帮助您规划迷人的大南部旅游线路区域的假日行程。

维多利亚州密如织网的内陆和海岸道路可组成无数公路旅游线路，让您随心
所欲地定制自己的探险之旅。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旅行喜好以及在当地停留的时
间，自由组合和搭配我们推荐的“必游”体验项目。维多利亚州景点众多，丰富
多彩，本手册难免挂一漏万，您可以将本手册作为创意起点，定制自己的美妙
旅行。本手册内的旅行时间和距离仅供参考。 

我们精心挑选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高标准专业旅游运营商，并在后面附上了他
们的联系信息，方便您直接与其联系。敬请查阅！

公路之旅推荐
参见第 41 – 43 页推荐的该地区 3 至 5 日游线路。 
如需查看其他线路，请访问 www.greatsoutherntourin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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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国际化的都市，拥有迷人的海滨风光、独特的工业复
古风和美丽的海滩后院。

距离墨尔本仅一小时车程的吉朗向来以其宜居的生活方式和悠闲的城市节
奏而著称。海滨拥有高耸的系船柱，蜿蜒的散步大道、悠悠转动的旋转木
马，还有一条热闹非凡，餐厅林立的美食街。

想要感受吉朗的魅力非常简单——只需数步之遥，便可前往位于市中心的东海岸，享受悠闲时光；
或者探索郁郁葱葱的植物园，亲近自然。地处市中心的中央商务区不仅拥有繁华的艺术文化区，还
有 100 余幢国民信托保护建筑。古老的工业厂房如今已焕然一新，摇身一变成为了时髦的新潮去
处。小精灵啤酒厂坐落于一间经过翻新的大型厂房内，这里即可以参观啤酒厂，也可以品尝手工啤
酒和休闲美食，定会让您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从吉朗出发只需 20 分钟车程，即可抵达令人神往的贝拉林半岛，海滨小村、田园风情、高尔夫度假
村、富丽堂皇的古典酒店以及雄伟的灯塔和广袤的海滩共同构成了一道靓丽风景。这里汇聚了许
多精品葡萄酒庄、餐厅食肆和酒馆酒吧，堪称是美食爱好者地天堂，可让您遍尝当地的各色新鲜特
产。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静谧的海滩上休闲放松，或是大展身手勇搏海浪。

无论您是喜欢运动，还是倾心美食，抑或热爱大自然，或者钟情葡萄酒，这一地区丰富多彩的活动
定能满足您的一切需求。想要在此过夜住宿？非常容易！海滨酒店、自助式公寓、度假村等住宿点
距海滩皆不过一箭之遥，位置便利，选择丰富，位于女王崖的 BIG4 灯塔度假村便是其中之一。

飞砖苹果酒坊

主图：吉朗海滨

精彩活动
举杯海饮美食佳酿节 

十一月
www.winegeelong.com.au

吉朗古董车节 

十一月
www.geelongrevival.com.au

吉朗帆船节 

一月
www.festivalofsails.com.au

吉朗与贝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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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朗

与
贝

拉
林

30 分钟

Ballarat

墨尔本

巴斯海峡坎贝尔港国家公园

大奥特韦国家公园

塔希尔

Grampians
Na�onal Park

十二使徒岩

海路汽车渡轮

普林斯顿 莱维斯山

廷布恩

坎贝尔港

Ararat

安格尔西

奥特韦角

洛恩

阿波罗湾

Stawell

Dunkeld

瓦南布尔

GREAT OCEAN ROAD

Halls Gap

Portland

Heywood

Port Fairy

Penshurst

Hamilton

Daylesford
GRAMPIANS

20 分钟

30 分钟

吉朗

女王崖

华勒比

托尔坎

波塔林顿

索伦托

BALLARAT
GOLDFIELDS

菲利普港
游客渡轮

吉朗与贝拉林

平衡之趣：跟着吉朗赛格威旅行社（Segway 
Geelong）学习驾驶电动平衡车的技巧，参加
导游陪同的赛格威电动平衡车之旅，探索吉郎
迷人的海滨和美丽的东部花园。

库列威斯高尔夫会所（Curlewis Golf Club）：
探访澳大利亚百佳高尔夫会所之一，体验纵情
挥杆的乐趣。或在 72 杆球场上打一局决一胜
负，或在包含 18 个打位的顶级高尔夫球练习场
比个高下。

美食冒险：放松坐定，让 Wine Wheels 旅行社
带您体验导游陪同的贝拉林美食冒险之旅，品
鉴精选的葡萄酒或苹果酒，享用非凡的珍馐美
馔。

列车之旅：欢迎光临 The Q Train！澳大利亚首
屈一指的列车餐厅将带您享用一顿美妙的移动
盛宴——包含六道菜的精致晚餐将为您奉上贝
拉林最上乘的当地特产（和自然风光）。

野生动物探险之旅：跟随针鼹丛林漫游旅行社
（Echidna Walkabout）体验一次有趣的荒野之
旅，在天然的丛林栖息地寻找考拉、袋鼠和原
生鸟类的踪迹。

艺廊观游：吉朗美术馆（Geelong Gallery）是
澳大利亚最顶尖、最古老的地区美术馆之一，
珍藏了 6,000 多件来自欧洲各国的殖民时期
和当代艺术作品。

羊毛中心：在吉朗的国家羊毛博物馆（National 
Wool Museum），深入了解层层羊毛编织的历
史与传统——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世界羊毛中
心。

解读土著文化：在广受好评的纳兰纳原住民文
化中心（Narana Aboriginal Cultural Centre）
领略地道的原住民文化艺术，聆听“梦世纪”
传说，欣赏各种手工艺品，品尝地道的丛林美
食。

巡游海湾：想要乘船巡游菲利普港湾波光粼
遴的海域，您可以从女王崖（Queenscliff）出发
前往索伦托（Sorrento），然后乘坐海路渡轮

（Searoad Ferries，可载车辆和游客）返回原
地；或从波塔灵顿（Portarlington）前往墨尔本，
返回时乘坐菲利普港渡轮（Port Phillip Ferries，
仅限游客）。

葡萄酒或苹果酒：在贝拉林的葡萄酒庄或苹果
酒坊享受一个慵懒的阳光午后。飞砖苹果酒坊

（Flying Brick Cider House）、Jack Rabbit 葡
萄园、奥克丹庄园（Oakdene Estate）和鲁拉
公园酒庄（Leura Park Estate）荟萃了众多精
彩体验。

精彩不容错过

话题标签

#geelong #bellarine #coriobay 
#avalonairport #gstr #road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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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Smith，馆长 
55 Little Malop St, Geelong VIC 3220 
电话：+61 3 5229 3645
电邮：info@geelonggallery.org.au
网站：www.geelonggallery.org.au

吉朗
吉朗美术馆

简介：吉朗美术馆（Geelong Gallery）是澳大利亚年代最久远的顶级展馆。
自创办之初，这家美术馆就收藏了十九、二十世纪来自澳大利亚和欧洲
的丰富画作和装饰艺术品，包括十八、九世纪的英格兰陶瓷、不列颠陶艺、
殖民时代的澳大利亚银制品，以及澳大利亚的当代绘画、印刷品、雕塑和
瓷器。展品的主题是表现吉朗地区的早期风貌。

美术馆的精品包括国家级大师如 Eugène von Guérard 的《吉朗风景》
（View of Geelong，1856），Frederick McCubbin 的《丛林葬礼》（A Bush 

Burial，1890）等。

运营类型：公共美术馆。

营业时间：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每周 7 天，公共假日闭馆。

©Julian Willoughby

Emma Atkinson，市场营销协调员 
Drysdale Station, 2-10 Station St, Drysdale VIC 3222
电话：+61 429 992 214
电邮：emma@theqtrain.com.au
网站：www.theqtrain.com.au

特拉斯代尔
THE Q TRAIN 美食主题观光列车

简介：登上 The Q Train 专列，沿着贝拉林半岛的特拉斯代尔与女王崖之
间的复古铁路，体验一次美食观光之旅。这家移动的餐厅将带给您独一
无二的体验，让您一边在全新装修的餐车里享用精致的美食，一边欣赏
车窗外天鹅湾和贝拉林迷人的自然风光。

列车从历史悠久的特拉斯代尔火车站出发，经苏马公园驶往女王崖，然
后再返回特拉斯代尔。出发前 30 分钟开放的洛可酒吧（Club Loco）可为
您供应可口的行前饮品。

想要领略贝拉林最独特的魅力，绝对不可错过如此令人愉悦的尊享美食
体验！需提前预订。

运营类型：运营类型：观光列车上的移动餐厅。

位置：距离墨尔本 1 小时 20 分车程。

全新
推出！

Janine Duffy，合伙人兼市场营销总监 
PO Box 370, Port Melbourne VIC 3207
电话：+61 3 9646 8249
电邮：enquiries@echidnawalkabout.com.au
网站：www.echidnawalkabout.com.au

吉朗与贝拉林
针鼹丛林漫游旅行社

简介：享有国际声誉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之旅观光运营商，安排小团出行、
私人包团、团体游览以及海岸巡航。

针鼹丛林漫游旅行社（Echidna Walkabout）成立于 1993 年，在墨尔本和
吉朗设有办事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导游将带您观赏令人
叹为观止的澳大利亚野生动物。

每趟游程中包括研究与保护计划，行程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将通过我们
与非营利考拉保护组织 Clancy Foundation 的合作关系，被捐赠用于野生
动物保护事业。

曾荣获 2014 年全球负责任旅行社（World Responsible）“最佳野生动物
保护奖”。

接载点：墨尔本 人数：2-10 包车：可

纳兰纳接待处 
410 Surf Coast Hwy, Geelong VIC 3216 
电话：+61 3 5241 5700
电邮：reception@narana.com.au
网站：www.narana.com.au

吉朗
纳兰纳原住民文化中心

简介：纳兰纳作为一个备受好评的土著文化中心，可带给您沉浸其中的
地道文化体验。展开自助游，亲身感受地球上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或者预
订一个向导团体游，聆听我们专业文化导游的仔细讲解。了解远古的梦
幻故事，让歌咏、艺术品、手工艺品和丛林漫步连接起先人的大地。我们
的文化展厅、纳兰纳咖啡馆（Café Narana）、零售店和美术馆都坐落在茂
密的本土园林当中。纳兰纳的美术馆展出并出售土著艺术家和托雷斯海
峡创作者的各色作品。纳兰纳咖啡馆供应品种丰富的早间和午间餐点，
菜肴均采用土产食材制作，富有本土风味。我们的零售商店内提供琳琅
满目的手工艺品，包括回力镖、迪吉里杜管、服饰、灌木草药、香料和纪念
品。邂逅我们的常住居民鸸鹋和沙袋鼠，学习抛掷回旋镖的技巧。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周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咖啡馆：周二至周六上午 9:00 开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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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ie Trathen，市场营销与业务开发协调员 
41 Burwood Rd, Hawthorn VIC 3122
电话：+61 3 9514 8959
电邮：info@portphillipferries.com.au
网站：www.portphillipferries.com.au

吉朗与贝拉林
菲利普港渡轮 

简介：菲利普港渡轮（Port Phillip Ferries）是一艘 400 座的渡海客轮，往
返于贝拉林半岛的波塔灵顿和墨尔本的港区之间。这艘现代化的双体船
长 35 米，设有一个舒适的观景区，方便游客饱览海湾的美景，聆听大海
的声音。渡轮上设有一间咖啡厅，供应各式热饮、冷饮、甜食和可口的餐
食。

运营类型：渡海客轮。

游程时间：全程不到 90 分钟。花点时间巡游亚拉河上，再奔向开阔的菲
利普港湾，寻找海豚、海豹等野生动物的身影。

发团频率：全年无休每天发团 2 次，往返行程。

一般行程：波塔灵顿码头至港区的维多利亚港。菲利普港渡轮日后还可
能增开新的目的地和班轮。

接载点：维多利亚港和波塔灵顿 人数：400 包租：无

女王崖
海路渡轮

简介：体验菲利普港湾之美——纯净的海水、壮观的海岸风光、峭壁顶
上的宅邸、观赏海豚和鲸鱼。您可以在舒适的观景吧内自在放松，或到外
部观光甲板上闲适漫步。船上设施包括咖啡厅、游乐场、无线网络、望远
镜。两艘全天候渡轮设有简单的车辆驶上/驶下设施，经过 40 分钟的航
程，在索伦托码头和女王崖之间横渡海湾，免去了 200 公里的车程，直接
从海路连接大洋路和莫宁顿半岛以及菲利普岛。渡轮可运载轿车、房车、
客车和游客。

运营类型：车辆和游客渡轮。

渡海时间：40 分钟

发团频率：每小时整点一次，早上 7:00 至晚上 6:00，全年无休。

Leanne Jones，市场部经理 
1 Wharf St East, Queenscliff VIC 3225
电话：+61 3 5257 4500
电邮：travel@searoad.com.au
网站：www.searoad.com.au

接载点：索伦托码头和女王崖港

Lisa Shapter，经理 
78 Bellarine Hwy, Queenscliff VIC 3225
电话：+61 3 5258 1133 
电邮：book@beaconresort.com.au
网站：www.beaconresort.com.au

女王崖
BIG4 灯塔度假村

简介：这座一流的度假村坐落于贝拉林半岛上女王崖和朗斯代尔角之间
的海滩附近。

位置：距离吉朗 30 公里，距离墨尔本机场 110 公里，距离阿瓦隆机场 45 
公里。

与各景点距离：步行可前往海滩，距离海路渡轮码头及其他当地景点均
很短车程。

公共交通工具：墨尔本至吉朗的火车，吉朗至本地的巴士。提供渡轮/机
场接送服务。

餐饮设施：自炊式。团队餐饮/多功能厅。

设施：室内恒温泳池和水疗中心、度假村日间水疗中心、健身房、充气蹦
床、网球场、免费瑜伽和普拉提课程、免费儿童活动、自行车租赁。

类型：度假村 客房数量：56 床位数量：263 建成时间：1970

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
假日公园——BIG4 假日公园
享受澳洲风情的度假时光！
吉朗与贝拉林

BIG4 贝拉林假日公园  
1801 Bellarine Highway, Marcus Hill

BIG4 灯塔度假村  

BIG4 假日公园的预订方式：

在通过 Apollo、Britz、Maui 和 Mighty 等房车公司
预订车辆时，不妨购买一张可入住 7 晚的国际公园通行证。
或者，您也可以预订我们在各大公园内提供的室内住宿。
详情请访问  BIG4.com.au/international

AUSTRALIA’S FAVOURITE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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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令人终身难忘的公路之旅仅仅是个开始。让大自然次第展开，引领您寻
访崎岖的海岸、汹涌的海浪、奔流的瀑布、娴静的湖泊、蜿蜒的河流和通幽
的森林小径，层层深入一个迷人的世界。

慵懒的海滩时光，惊心动魄的冒险，新鲜的海鲜，野生动物奇观和关于神秘大海的超凡历史——美
妙的海滨度假，节奏由您来定。寻觅古老的灯塔，探索无尽的海岸线，观赏令人难忘的日落美景。

广袤的大奥特韦国家公园从南大洋一直延伸到西南边的火山湖泊和平原。丛林徒步、山地自行车、
观鸟、野生动物奇遇、越野跑和森林探险等各种冒险活动等您一一体验。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流
连忘返，抑或学习一些全新技能，例如冲浪、划艇等。

其中首推十二使徒岩（且尤以日落美景或直升机观景为最），不过四周的景色同样壮观。聆听海浪
拍击的轰鸣，或者探索幽僻的细沙小湾。迷人的海滨村庄、冲浪胜地托尔坎、热闹的瓦南布尔，还
有慷慨热情的村镇都会俘获您的心。在安格尔西高尔夫会所，您将有机会邂逅生活在球道附近的
东部灰袋鼠。

品味当地独有的美味佳肴，让您的味蕾得到莫大的满足。在阿波罗湾的 Chris 餐厅，丰盛的海鲜 
（和迷人的风光）都将带给您不可多得的顶级体验。灯塔看守人咖啡馆（位于奥特韦角灯塔）以供应
奥特韦的特色美食而远近闻名；就连这里的咖啡也都是本地烘焙的！菲利港的默立基厨房会根据
不同的时令和季节变换每日的菜单。

想要体验度假村风格的住宿，大洋路度假村（安格尔西）、坎伯兰度假村（洛恩）或圣母湾度假村 
（瓦南布尔）都不失为理想的下榻之选。艾尔基娜度假屋（距十二使徒岩 20 分钟路程）、灯塔角海
景别墅（阿波罗湾）和南大洋别墅（坎贝尔港）均位于滨海地区。不管是菲利港的河岸 54 号，还是
默立基旅馆，都会带给您终身难忘的入住体验。

托尔坎贝尔斯海滩

这是一个充满奇观和冒险乐趣的自然世界， 
处处洋溢着一种不羁的野性精神。

精彩活动
卡德尔•埃文斯大洋路自行车赛
一月
www.cadelevansgreatoceanroadrace.com.au

The Rip Curl Pro 冲浪大赛 

三月/四月
www.ripcurl.com.au/events/international/ 
rip-curl-pro-bells-beach.html

菲利港民俗节 

三月 
www.portfairyfolkfestival.com

主图：十二使徒岩

大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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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浪世界：步入澳大利亚国家冲浪博物馆
（Australian National Surfing Museum），就到了一
个处处与冲浪有关的世界，其地理位置优越，坐
落在澳大利亚的冲浪胜地托尔坎。

当地啤酒：佛雷斯特啤酒公司（Forrest Brewing 
Company）集迷你小酒坊、餐厅和山地车探险
之旅于一身。在出产美酒的当地品尝精酿啤酒，
在炉火旁享受饕餮美食。

灯塔之爱：探访著名的奥特韦角灯塔（Cape 
Otway Lightstation），沿着盘旋的楼梯拾阶
而上，会见长年驻守在塔上的灯塔看守人，聆
听那些令人神往的历史故事，极目远眺南大洋
无边无际的壮阔海景。

森林之巅的三重挑战：挨个探索三家树顶冒险
公园，挑战高空滑索、攀岩、过山车或木板道等
高空冒险项目，体验树冠漫步的奇妙感觉。奥特
韦飞越树顶探险、洛恩Live Wire公园和奥特韦
树顶探险公园可为游客提供适合不同年龄和体
力的体验项目。当然，一战若不过瘾，不妨挑战
三家，玩个尽兴！

海上奇观：在瓦南布尔的旗杆山海事村
（Flagstaff Hill Maritime Village）观赏场面宏
大的《沉船海岸传奇》，在陆地上展开航海探
险之旅——精彩的激光表演将生动再现大航
海时代。

怡口甜心：预订大洋路巧克力和冰淇淋工
厂（Great Ocean Road Chocolaterie & Ice 
Creamery）的巧克力发现课程，了解有关巧克
力的知识，品尝美味可口的巧克力，并像巧克
力冠军一样亲自动手制作精美的巧克力。

唇齿留香：在廷布恩精美冰淇淋店（Timboon 
Fine Ice Cream）品尝最正宗的冰淇淋——这
里的冰淇淋采用来自隔壁农场的牛奶直接制作
而成，具有香浓的季节风味。

暮光丛林自然步道：参加 2 小时的短途旅行，
跟随沃古吉的土著导游穿越以火山口地貌而
闻名的塔希尔，观赏当地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
深入了解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

徒步旅行：冲浪海岸步道（Surf Coast Walk）
和大洋路步道（Great Ocean Walk）是徒步旅
行者的天堂，来到这里，您便能明白多姿多彩
的海岸线为何如此令人神往。收拾好背包出发
吧——无论短游还是远征，都将是一段美妙
的旅程！

乘风破浪：绵长无尽的海岸线是澳洲冲浪文化
的诞生地，在这里学习冲浪，或许才能真正体
会“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豪迈气概。预约 Go 
Ride a Wave 的冲浪课程，拥有专业资质的教
练将向您传授冲浪的各种动作技巧。

精彩不容错过

话题标签

#greatoceanroad #torquay #otways 
#12apostles #warrnambool #portfairy 
#gstr #road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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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员
77 Beach Rd, Torquay VIC 3228
电话：+61 3 5261 4606
电邮：ansm@surfcoast.vic.gov.au
网站：www.australiannationalsurfingmuseum.com

托尔坎
澳大利亚国家冲浪博物馆

简介：想不想去一个不湿脚就能体验冲浪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场所在全
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家！那就是澳大利亚国家冲浪博物馆。馆内有一个澳
大利亚冲浪名人堂，里面的大屏幕放映着活力四射的冲浪题材电影，还
有讲解生动的主题展区、数不清的精妙摄影，以及无与伦比的冲浪板收
藏区——这座博物馆被国际冲浪协会誉为“最重要的世界冲浪文化中心
之一”。

运营类型：冲浪与海滩文化博物馆。

位置：位于托尔坎，距离墨尔本 1 小时 20 分钟车程。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12月25日闭馆。

团体参观需预约。

设施：游客信息中心、礼品店与剧场（可坐 70 人）。

Phillips Track, Weeaproinah VIC 3237  
PO Box 634, Colac VIC 3250
电话：+61 3 5235 9200
电邮：admin@otwayfly.com.au
网站：www.otwayfly.com.au

维阿普那
奥特韦飞越树顶探险

简介：在奥特韦山脉雄奇葱郁的雨林深处，奥特韦飞越树顶探险带您领
略前所未有的雨林体验。鸟瞰雨林的动人美景，全球最高最大树顶步道
的葱郁景色，都能让全家老少共享大自然的造化之美。

高空滑索：让您难忘的终极雨林体验。游客能沿着滑索穿过奥特韦山脉
雄奇葱郁的树顶之间，在 30 米高度从一个“云站”滑向下一个。

运营类型：树顶漫步、咖啡馆和高空滑索。

位置：距离墨尔本 2.5 小时车程（经由 A1 公路）。距离墨尔本 3 小时车
程（经由大洋路）。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圣诞节除外）。下午 4:30 后停止
进入。

Trish Goodlet，经理 
Lighthouse Rd, Cape Otway VIC 3233
电话：+61 3 5237 9240
电邮：keeper@lightstation.com
网站：www.lightstation.com

简介：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灯塔（建于 1848 年），高 91 米，俯瞰巴斯海峡
和南大洋。游览 1859 年的电报站和其他历史建筑。花些时间倾听导游向
您讲述奇闻逸事，追忆历史岁月。探访原住民历史解读室 ，参加丛林美食
讲座。五月至十月还可观鲸。

运营类型：灯塔观光/住宿/咖啡馆。

位置：距离墨尔本 3.5 小时路程（经由大洋路）。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下午 4:30 后停止进入）。

设施：灯塔守护者小屋可提供住宿。持证咖啡馆——自制餐食与点心。

阿波罗湾
奥特韦角灯塔

预订/接待部
Merri St, Warrnambool VIC 3280
电话：+61 3 5559 4600
电邮：flagstaffhill@warrnambool.vic.gov.au
网站：www.flagstaffhill.com

瓦南布尔
旗杆山海事村与声光表演

简介：下次到瓦南布尔，一定要探索一番旗杆山海事村的种种奇景——
这座专门建造的博物景点位于 1858 年瓦南布尔灯塔保护区，浓缩了大洋
路一带的悠久航海史。您也可以夜间出海，观赏多媒体声光表演《沉船海
岸传奇》——其将生动再现原住民的创世传说、西南部地区趣味横生的
捕鲸历史以及“洛克阿德号”遇难的悲剧故事。多姿多彩的日间/夜间活动
套餐一定会让来到旗杆山海事村的游客难以取舍。广受好评的灯塔旅馆
别具一格，是游客在大洋路沿线歇脚休息的绝佳去处。。

运营类型：海事村及声光表演。

位置： 距离墨尔本 3.5 小时车程（经王子高速公路）。

门票费包括：白天，旗杆山——海事村和所有展览门票。晚上，《沉船海
岸传奇》——声光表演门票。需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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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 Byrne 先生 
总部：Suite L, 3/19 Bruce St, Mornington VIC 3931
电话：+61 3 5977 2526
电邮：info@downunderfarmstays.com.au
网站：www.downunderfarmstays.com.au

整个区域
澳洲农场住宿公司

简介：创立于 1994 年的澳洲农场住宿公司（Downunder Farmstays）是
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农场住宿运营商，其在吉朗和贝拉林半岛附近也建
有农场住宿设施。澳洲农场住宿公司可为游客提供优质的住宿和农场
体验。

农场的主人非常乐意向游客分享和介绍关于农场劳作的知识以及他们在
乡村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所有的农场住宿项目均包括住宿、地道的农家
饭、农场主人安排的农活，以及到最近的乡村火车站的免费接送服务 

（如有需要）。

农场住宿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它让您有机会结识热情友好的当地人，品
尝当地的美食，享受美丽的乡村风光。

类型：农场住宿 农场数量：6 建成时间：1994

全新
推出！

坎伯兰预订部
150 Mountjoy Pde, Lorne VIC 3232
电话：+61 3 5289 4444 传真：+61 3 5289 2256
电邮：res@cumberland.com.au 
网站：www.cumberland.com.au 
★★★★✩

洛恩
坎伯兰洛恩度假村

简介：宽敞的自助式单居及双居室套房与两层复式公寓，全部都可欣赏到
海景或园景。

位置：位于洛恩城中心，距离墨尔本 2 小时路程。

与各景点距离：正对游泳沙滩，可步行前往商店、咖啡馆和餐厅。很短车
程即可前往奥特韦雨林景点和丛林步道。

公共交通工具：从洛恩至吉朗或瓦南布尔的巴士，从瓦南布尔至墨尔本
的火车。

餐饮设施：度假村的广场一层设有一系列精选的餐饮店铺。步行即可前
往各处餐厅和咖啡馆。

娱乐设施：室内温水泳池、健身房、网球和壁球馆、桑拿房、冲浪设备和
游戏室。

类型：度假村 客房数量：88 床位数量：127 建成时间：1989

Damien Cerantonio，老板 
105 Great Ocean Rd, Anglesea VIC 3230
电话：+61 3 5263 3363
电邮：enquiries@greatoceanroadresort.com.au
网站：www.greatoceanroadresort.com.au

安格尔西
大洋路度假村

简介：大洋路度假村（Great Ocean Road Resort）是一家四星级酒店，位于
大洋路起点处的海滨小镇安格尔西。

质朴的海滩、崎岖的砂岩峭壁以及优美的自然森林使得安格尔希成为这
个地区最受欢迎的周末休闲与度假胜地之一。您可以入住套间、双人房、
水疗套房、一居室或两居室公寓，带设施齐全的小厨房、独立的户外休息
区，优美花园或河景。所有客房均覆盖免费无线网络，配备福克斯澳讯有
线电视以及茶水和咖啡冲泡用具。

度假村自带室内恒温泳池、温泉馆、健身房、餐厅、日间水疗护理、充气蹦
床乐园和烧烤区。

类型：度假村 客房数量：35 床位数量：81 建成时间：2014

Paul Yeaman 和 Natasha Sikand，经理
270 Skenes Creek Rd, Apollo Bay VIC 3233
电话：+61 3 5237 6218
电邮：stay@beaconpoint.com.au
网站：www.beaconpoint.com.au

阿波罗湾
灯塔角海景别墅

简介：纵览壮丽海景，坐拥四周奥特韦山脉的美丽乡野。我们的单居及双
居室别墅可提供豪华的住宿体验。壁炉、水疗、空调、私人烧烤及户外设
施。您可以在私密的别墅中放松休闲，品味本地区最上乘的葡萄酒，也可
以快乐出发，探索周边区域的著名景点。

位置：距离墨尔本 3 小时路程（经由王子公路和大洋路）。

与各景点距离：驱车 15 分钟。

公共交通工具：墨尔本至本地的火车和巴士。

餐饮设施：可提供早餐盒。Chris 餐厅就位于酒店隔壁。

类型：自助式别墅 客房数量：18 床位数量：39 建成时间：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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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 Wood 和 Cindy Goulet，经理 
35 Parkers Access Track, Wattle Hill VIC 3237
电话：+61 3 8899 7426 手机：+61 401 056 031
电邮：manager@alkinalodge.com.au
网站：www.alkinalodge.com.au

瓦特山
艾尔基娜度假屋 

简介：艾尔基娜度假屋（Alkina Lodge）坐落于100英亩的原始丛林地带，
拥有三间豪华的四居室公寓，曾先后荣获 2017 年“维多利亚州最佳豪华
公寓金奖”与 2016 年“奢华旅游展优秀奖”。其由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建
筑师 Glenn Murcutt 和合作伙伴 Wendy Lewin 精心设计，以种类丰富的野
生动植物和南大洋的壮丽景观为背景，绝对是国际旅行者、建筑和自然
爱好者、浪漫度假者以及徒步旅行团队的理想下榻之所，也是举办生日派
对、家庭聚会和公司团队活动的不二之选。

位置：从墨尔本出发（经由大洋路）需 5 小时到达；经由王子公路需 3 小
时到达。

与各景点距离：离十二使徒岩最近的豪华住宿，距大洋路步道仅 400 米，
且紧邻多个景点。

类型：自助式豪华旅舍 度假屋数量：3 床位数量：12 建成时间：2015

全新
推出！

南大洋别墅 
2 McCue St, Port Campbell VIC 3269
电话：+61 3 5598 4200 
电邮：info@southernoceanvillas.com
网站：www.southernoceanvillas.com 
★★★★

坎贝尔港
南大洋别墅

简介：位于坎贝尔港的时尚、现代住宿选择。20 栋豪华三居室别墅，全
部由建筑师精心设计，配备齐全的自助设施。配有露台、免费无线网络、
烧烤设施、电视/DVD、设备齐全的厨房、逆循环空调、大床、私人洗衣设
施。位于坎贝尔港国家公园边缘，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镇中心和海滩。

位置：从墨尔本出发经由大洋路需 5 小时到达；经由王子公路需 3 小时
到达。

与各景点距离：步行即可前往镇中心和海滩。距离十二使徒岩 10 分钟车
程。

餐饮设施：步行不远即可前往各处咖啡馆和餐厅。每间别墅都配有齐全
的厨房设施。

类型：自助式别墅 客房数量：60 床位数量：80+ 建成时间：2007

Jon Watson，经理
2 Pertobe Rd, Warrnambool VIC 3280
电话：+61 3 5562 1662 传真：+61 3 5561 7144
电邮：accom@ladybayresort.com.au
网站：www.ladybayresort.com.au

瓦南布尔
圣母湾度假村

简介：海滨度假胜地。设有时尚而舒适的自助式单居室、双居室和三居室
公寓，以及酒店单间套房。豪华水疗公寓与豪华单间套房均可欣赏到壮丽
海景。免费室外停车。

位置：位于瓦南布尔城内，地处大洋路终点处。坐落在墨尔本以西约 270 
公里处。

与各景点距离：几分钟即可到达中央商务区、美丽的海滩和珀特博湖
（Lake Pertobe）公园、海洋步道和钓鱼地点。是离瓦南布尔高尔夫球场
最近的酒店。

公共交通工具：巴士线路位于珀特博路（Pertobe Road）上。

餐饮设施：酒吧、餐厅、会议/婚庆设施。

娱乐设施：日间水疗中心、季节性户外温水泳池和水疗中心、健身房、步
行长廊、钓鱼海滩和免费无线网络。

类型：度假公寓 客房数量：85 床位数量：160 建成时间：2004

Jonathan Adams 
54 Bank St, Port Fairy VIC 3284
手机：+61 428 792 975
电邮：54onbank@gmail.com
网站：www.54onbank.com.au

菲利港
河岸 54 号

简介：位于古老海滨小村菲利港中心的四星半级豪华住宿之选。木材与
砂岩套房和公寓——精美的皮革家具和花岗岩浴室——部分配有水疗
室、燃气壁炉和齐全的厨房设施。

位置：从墨尔本出发经由大洋路需 6 小时到达；经由王子公路或汉密尔
顿公路需 4 小时到达。

与各景点距离：步行可达。

公共交通工具：长途大巴和火车。

类型：套房/公寓/别墅 客房数量：7 床位数量：7 建成时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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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 Foreman 
1 Campbell St, Port Fairy VIC 3284
电话：+61 3 5568 2324
电邮：info@merrijiginn.com
网站：www.merrijiginn.com

菲利港
默立基旅馆

简介：默立基旅馆位于码头边，个性独特而历史悠久（维多利亚州最古
老），其魅力绝对不容忽视！

旅馆设有四间底层套房和四间阁楼客房。我们的套房提供大床/双人床、
电视、iPod 底座播放器和私人休闲室。阁楼客房位于酒店较古老的部分，
面积较小，却温馨舒适，配有仿古铁艺双人床和独立浴室。

宾客休闲室拥有开放式壁炉、各类杂志和图书、免费无线网络和可爱的
花园。美味的早餐包括本地有机果汁、纯正咖啡、自制酵母面包、自制果
酱、本地水果以及每日熟食早餐。

餐饮设施：见第 37 页默立基厨房。

类型：小型乡村旅馆 客房数量：8 床位数量：9 建成时间：2011

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
假日公园——BIG4 假日
公园享受澳洲风情的
度假时光！
大洋路

BIG4 安格尔西假日公园  
45 Murray Street, Anglesea

BIG4 怀伊河假日公园  
25 Great Ocean Road, Wye River

BIG4 阿波罗湾双鱼假日公园  
311 Great Ocean Road, Apollo Bay

BIG4 霍普金斯河假日公园  
125 Jubilee Road, Warrnambool

BIG4 瓦南布尔无花果树假日公园  
33 Lava St, Warrnambool

BIG4 菲利港假日公园  
115 Princes Highway, Port Fairy

BIG4 假日公园的预订方式：在通过 Apollo、Britz、Maui 和 Mighty 等
房车公司预订车辆时，不妨购买一张可入住 7 晚的国际公园通行证。
或者，您也可以预订我们在各大公园内提供的室内住宿。
详情请访问 

 
BIG4.com.au/international

AUSTRALIA’S FAVOURITE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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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比得上出门享受大自然最美妙的一切呢？大南部旅游线路汇集了一
系列极具澳洲风情的自然风光等您体验，其中许多都位于本地区风景壮美的
国家公园，而徒步就是领略美景的最佳方式。

在大奥特韦国家公园（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探索茂密的蕨树林，寻找气势磅礴的瀑布。前往
坎贝尔港国家公园（Port Campbell National Park）的南海岸，面对世界有名的十二使徒岩浮想联翩。
探索本地区鲜为人知的珍宝——美丽的岛屿湾海岸公园（Bay of Islands Coastal Park），沉醉在远古
山脉崎岖的地形和令人惊叹的开阔风景当中，还可领略格兰屏国家公园（Grampians National Park）
丰富多彩的原住民历史。

说到串联起这诸多体验的理想途径，还要再加上邂逅奇异的澳洲野生动物，最理想的就是维多利亚
州的两条标志性长途漫步路线——大洋路步道（Great Ocean Walk）和格兰屏峰顶步道（Grampians 
Peaks Trail）。

这是属于您的旅途。一天、一个周末或是更久；一个人、结伴而行或是跟随向导；躺在星空下，坐在帐
篷里，或是在体验自然的同时享受野外旅馆的舒适，还可品鉴本地美食和佳酿。这是您的故事，由您
来探索书写。

上图：格兰屏峰顶步道

每一步都能欣赏到大自然的奇妙画卷。

徒
步

探
索

我
们

的
国

家
公

园

主图：大洋路步道

徒步探索我们的
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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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路步道（Great Ocean Walk）是澳大利亚最炙手可热的长途步道之
一，带人深入见识著名的大洋路不为人知的一面。富有挑战、路况多变的
长途步道经过海风吹拂的峭壁、原始纯净的海滩以及参天耸立的森林。在
阿波罗湾和十二使徒岩之间的路段，您可以离开主路，欣赏接踵而来的自
然奇观。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需求定制两日、三日和四日的行程，也可以完成总
共八日的全程跋涉。徒步者将在一路上邂逅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们。从星
空下露营过夜到豪华旅舍住宿，观光运营商推出了全包和导览式徒步游产
品，满足各种级别的消费需求。

www.greatoceanwalk.com.au

格兰屏峰顶步道（Grampians Peaks Trail）汇聚了宏伟的山峰、山野的全
景，以及宏伟古老的崎岖地形，给人留下难忘的终极徒步体验。最近开放
的第一路段从霍尔斯加普（Halls Gap）出发，三天两夜的环形路线总长
达 36 公里。观光运营商推出了全包和服务式体验，无论是道外住宿或是
星空下露营，徒步者都能享受周到的服务。如果选择露营，第一晚和第二
晚的扎营地分别是全新的专属 Bugiga 徒步露营地和 Borough Hut 露营
地。

走完 13 天 12 夜、全长 144 公里的路线后，您将充分领略格兰屏国家公园
的迷人景致，饱览雄伟壮观的高山全景画卷，收获澳大利亚最独特的自然
和文化体验。

www.grampianspeakstrail.com.au

如需了解详情，请联系维多利亚州公园管理局。

网址：www.parks.vic.gov.au

电邮：info@parks.vic.gov.au

行走维多利亚地标

大 洋 路 步 道 格 兰 屏 峰 顶 步 道



这里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迷人的自然风光， 
是体验冒险和荒野之趣的理想乐园。

格兰屏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冒险者、自然爱好者和游客们蜂拥而至。原住民
的土著文化以及他们与这片大地的深厚渊源大约可追溯至 40,000 年前。
他们认为您能感受到先人们的灵魂。

广阔的格兰屏国家公园是一个能深入了解古老土著文化的神圣之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一个巨
大的自然游乐场，尤其适合攀岩、绳降、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徒步和漫步；抑或体验皮艇、独
木舟、游泳、垂钓等各种水上活动。

这里有无以数计的步道和自行车道，可引领您遍访各大必游景点：Boroka观景台、里德瞭望台、阳
台岩、麦肯兹瀑布。公园里众多的野生动物、200多种鸟类、壮观的瀑布、可爱的野花以及绝美的
全景定会让驻足而观、流连忘返。在霍尔斯加普和沃托克谷迎接初升的曙光，一瞥飞闪而过的袋
鼠和鸸鹋的身影。千万不要忘记带上您的相机！

如此丰富多彩的活动难免让人想要在当地住上一晚。您可以选择温馨的床位加早餐客栈或奢华酒
店，也可以选择经济型汽车旅馆、小木屋或自助公寓。坐落于山麓地带的 BIG4 格兰屏公园度假村
也不失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去处——这里是夜宿小木屋或在星空下搭设帐篷的最佳地点。

挑选一个喜欢的节日，安排一次难忘的旅行：格兰屏葡萄节（Grampians Grape Escape）是澳大利
亚举办时间最长的美食佳酿节之一，斯塔韦尔复活节竞走大奖赛（Stawell Easter Gift）则是澳大利
亚最富盛名的竞走比赛（始于 1878年）。

袋鼠

精彩活动
斯塔韦尔复活节竞走大奖赛
三月/四月
www.stawellgift.com

霍尔斯加普镇赛跑节
五月
www.runthegap.com.au

格兰屏葡萄节
五月
www.grampiansgrapeescape.com.au

主图：格兰屏国家公园峰顶

格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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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 30 分钟

45 分钟
3 小时

1 小时 15 分

20 分钟

吉朗

巴拉瑞特

Melbourne

BASS  STRAITITPort Campbell
Na�onal Park

Great Otway
Na�onal Park

Tower Hill

格兰屏国家公园

Twelve Apostles

Princetown Lavers Hill

Timboon

Port Campbell

阿拉瑞特

华勒比

Anglesea

Cape Otway

Lorne

Apollo Bay

Torquay

斯塔韦尔

敦克尔德

Warrnambool

霍尔斯加普霍

Portland

Heywood

Port Fairy

潘舍斯特

汉密尔顿

格兰屏

Queenscliff

GREAT OCEAN ROAD

GEELONG &
THE BELLARINE

巴拉瑞特金矿 戴尔斯福特

敦

露营之趣：入住霍尔斯加普湖滨观光园（Halls 
Gap Lakeside Tourist Park）的豪华露营帐篷，
体验澳洲内陆高端丛林生活。当夜幕降临之时，
吃一顿令人大快朵颐的烧烤野餐，然后坐在熊
熊燃烧的篝火旁，享受片刻悠闲的时光。

艺术之名：在汉密尔顿美术馆（Hamilton 
Gallery）观赏向导讲解的展览，游走在启迪心
灵的展品之间，发掘自己对艺术全新的热爱。

豪华住宿：入住敦克尔德皇家邮政酒店（Royal 
Mail Hotel）的豪华山景房，从极具设计感的
客房远眺窗外，饱览格兰屏国家公园的壮丽
景色。

历史文化：在布朗巴克的国家公园和文化中心，
加入原住民文化的向导探索之旅，寻觅隐秘的
岩石艺术遗址、回旋镖和迪吉里杜管等诸多有
趣体验。

夜宿丛林：D’Altons 度假村坐落于格兰屏国家
公园的中心地带，是一个环境优雅、景色怡人
的丛林休闲胜地。入住自助式家庭旅馆，在自
然的丛林环境中与家人共享整夜的欢乐时光。

勇攀高峰：找一家探险公司，跟随资深教练学
习绳降或攀岩技艺。您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
察格兰屏（和自己）！

小酒馆+阳台：霍尔斯加普酒店（Halls Gap 
Hotel）有一处巨大的露台，在这里，您可以一
边尽情享用小酒馆的可口美食，一边欣赏绵延
壮观的自然风光。倘若天气转冷，不妨在温暖
的壁炉旁找个位置坐下。

酒庄盛会：寻访格兰屏众多的酒庄酒窖，结识
顶级的酿酒师，品尝新酿的葡萄酒。其中最值
得推荐的当数格兰屏庄园（Grampians Estate）、
霍尔斯加普庄园（Halls Gap Estate）、朗基吉兰
山酒庄（Mount Langi Ghiran）和皮埃尔角酒庄

（Pierrepoint Wines）。

徒步旅行：系上登山鞋，踏上格兰屏峰顶步道
的第一路段。提前规划：这条耗时三天两夜的
环线将深入地势较高的格兰屏国家公园。

精彩不容错过

话题标签

#grampians #nationalpark #hallsgap 
#dunkeld #hamilton #ararat #gstr 
#road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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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ie Schurmann，市场营销经理 
Parker St, Dunkeld VIC 3294
电话：+61 3 5577 2241
电邮：relax@royalmail.com.au
网站：www.royalmail.com.au
★★★★

敦克尔德
皇家邮政酒店

简介：位于格兰屏南麓的敦克尔德皇家邮政酒店（Royal Mail Hotel）不仅
自然风光迷人，还有各色美食佳酿。背靠雄伟的格兰屏山脉，是我们的雅
致餐厅、高端客房和长满澳洲本土植物的花园。

附近的斯特金山家园旅馆（Mount Sturgeon Cottages）古香古色、环境清
幽，优美如田园牧歌，最适合情侣或是团体住宿。

位置：距离墨尔本 3 小时路程（经由巴拉瑞特）。

与各景点距离：距离格兰屏国家公园 5 分钟路程。

公共交通工具：墨尔本至本地的长途大巴。

餐饮设施：高级餐厅和小酒馆

设施：泳池、私享步行道、厨房花园之旅、酒窖之旅，本土动物。

类型：精品酒店 客房数量：40 床位数量：115 建成时间：1997

Sarah Schmidt，馆长
107 Brown St, Hamilton VIC 3300
电话：+61 3 5573 0460
电邮：info@hamiltongallery.org
网站：www.hamiltongallery.org

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美术馆

简介：凭借其丰富的馆藏，汉密尔顿美术馆（Hamilton Gallery）经常举
办各类办引人注目且独具特色的专题展览。近期举办的展览包括《John 
Wolseley：桉树林、灌木丛、沙漠、雨林》、《Rick Amor：绘画的沉默》、
《Ah Xian：箴言》与《Celia Rosser：山龙眼|三卷》等。汉密尔顿美术馆以
重点收藏从 17 世纪至今的澳大利亚海内外装饰艺术品而著称。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亚洲、澳洲的画作和印刷品，但美术馆最为人所知的还是 
Paul Sandby（1731-1809）难得一见的树胶水彩和水彩风景画。

运营类型：美术馆。

位置：距离瓦南布尔 1 小时路程，距离敦克尔德 15 分钟路程，可步行前往
汉密尔顿植物园。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周六上午 10:00 至中午 
12:00 和下午 2:00 至 5:00。周日下午 2:00 至 5:00。耶稣受难日、圣诞节和
元旦闭馆。

David Sears，总经理
Glen St, Halls Gap VIC 3381
电话：+61 3 5356 4666
电邮：dalres@netconnect.com.au
网站：www.daltonsresort.com.au

霍尔斯加普
D’ALTONS 度假村

简介：D’Altons 度假村设有自助式别墅，单间别墅可入住两人，水疗单间
别墅适合情侣入住，家庭别墅可入住 4 至 6 人。所有别墅均配有空调。位
于霍尔斯加普中心的 27 英亩园地中。酒店四周常常能见到袋鼠的身影。

位置：距离墨尔本 3 小时路程（经西部公路，途经巴拉瑞特）。

公共交通工具：从墨尔本至本地的火车和长途大巴。

餐饮设施：提供设施齐全的厨房，毗邻多家餐厅。

娱乐设施：泳池、网球场、儿童游乐场。

类型：度假村 客房数量：25 床位数量：96 建成时间：1998

Paul Antonio 
277 Grampians Rd, Halls Gap VIC 3381 
电话：+61 3 5361 4000 
电邮：bookings@brambuk.com.au 
网站：www.brambuk.com.au

霍尔斯加普
布朗巴克 - 国家公园与文化中心

简介：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中心栩栩如生地介绍了维多利亚西南
部 Jardwadjali 和 Djab Wurrung 原住民群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一系列
活动和观光以及关于原住民文化传统、当地岩画遗址和格兰屏国家公园
的信息。

观光：Bunjil 创世观光：了解原住民的“梦世纪”创世传说，探访 Bunjil 的
长眠之处。时长：3 小时。 
六季观光：沉醉于原住民的文化和格兰屏的自然风光之美。时长：5.5 小
时。

（需至少提前一周预订）。

运营类型：原住民文化与信息中心。

位置：距离墨尔本 3 小时路程（经由西部公路，途经阿拉瑞特）。

营业时间：一周 7 天，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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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an and Josephina McDonald，自营业主 
2-27 Tymna Dve, Halls Gap VIC 3381
电话：+61 3 5356 4281
电邮：bookings@hallsgaplakeside.com
网站：www.hallsgaplakeside.com

霍尔斯加普
霍尔斯加普湖滨观光园

简介：这片口碑极好的观光公园经过全面整修崭新亮相，非常适合有兴
趣自驾度假，以及期待在澳洲越野的途中享受舒适奢华的游客。拥有并
经营公园的是一对荷兰/澳大利亚夫妇，两人不仅热爱格兰屏，也十分在
意入住的客人是否得到了优质的体验。距离霍尔斯加普小镇 4 公里，与一
条徒步/骑行小径相通，既方便客人深入自然腹地，又可轻松前去商店、咖
啡馆和餐厅。您可以坐在篝火旁，观察在自然栖息地里游荡的袋鼠、鸸鹋
和小鹦鹉，或者在柴火加热的露天泳池中畅游。每一位海外游客的心愿
清单上都少不了这个公园。

类型：观光公园 小木屋数量：26 床位数量：112 建成时间：1975

BIG4 假日公园的预订方式：在通过 Apollo、Britz、Maui 和 Mighty 等
房车公司预订车辆时，不妨购买一张可入住 7 晚的国际公园通行证。或者，
您也可以预订我们在各大公园内提供的室内住宿。
详情请访问

 
BIG4.com.au/international

AUSTRALIA’S FAVOURITE

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
假日公园——BIG4 假日
公园享受澳洲风情的
度假时光！

格兰屏

BIG4 格兰屏公园度假村  
2372 Grampians Road, Halls Gap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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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寻访淘金历史遗址，还是追踪野生动物的足
迹，抑或品尝各种珍馐美食，金矿地区每天都会以不
同的方式让您感受到它的迷人魅力。

诞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淘金热期间的巴拉瑞特，经过数代人的建设，已经
成为了一座欣欣向荣的都市，集中了繁华的商业，多彩的艺术和文化，以及
葱翠的花园。翻开历史的书卷，您会发现昔日的淘金岁月与今日的繁荣昌盛
在这座城市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疏芬山——巴拉瑞特颇受欢迎的仿古淘金小镇，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露天博物馆，位居大多数游客
的心愿清单之首。花上一天的时间（或两天）去探索这里的矿井隧道、店铺和街道景观，尝试各种
有趣的体验——淘金，用传统的方式浸制蜡烛，乘坐驿站马车穿过繁忙的街道，或者乘坐密室号
有轨电车，在向导的全程带领下进入地底。

在城镇中心，漫步徜徉于历史悠久的大道和鲜为人知的小巷。随处可见的画廊、餐馆和建筑让人仿
若回到过去的时代。

探索放养着100多只大袋鼠和其他许动物的野生动物公园，不要忘记带着您的相机，拍下精彩的瞬
间，留下珍贵的纪念。

想要溯回纸醉金迷的时代，不妨在 Craig 皇家酒店预订一间皇家套房，其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富丽
堂皇的装饰风格将让您尽享奢华的入住体验。

在周边村落，寻找最能代表这一方土地和这里手艺人的本地食肆。探索比利牛斯和巴拉瑞特的葡
萄酒产区，寻找一家精品葡萄酒庄，开启一段寻宝之旅；这里还有许多餐厅食肆，或坐落于市区，
或隐藏于远郊，从小酒馆到高级餐厅，从咖啡厅到披萨店，不同特色，应有尽有。

巴拉瑞特美术馆

精彩活动
巴拉瑞特冬日节 

七月 
www.ballaratwinterfestival.com.au

巴拉瑞特国际摄影双年展
八月至九月（两年一次）
www.ballaratfoto.org

澳大利亚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 

一月
www.cycling.org.au/events/road-national-
championships

主图：巴拉瑞特疏芬山——冬日华灯

巴拉瑞特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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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 30 分钟

1 小时 30 分钟

吉朗

巴拉瑞特

墨尔本

BASS  STRAITITPort Campbell
Na�onal Park

Great Otway
Na�onal Park

Tower Hill

Grampians
Na�onal Park

Twelve Apostles

Princetown Lavers Hill

Timboon

Port Campbell

阿拉瑞特

华勒比

Anglesea

Cape Otway

Lorne

Apollo Bay

Torquay

斯塔韦尔

敦克尔德

Warrnambool

巴拉瑞特金矿

斯塔韦尔

Portland

Heywood

Port Fairy

Penshurst

Hamilton

GRAMPIANS

Queenscliff

GREAT OCEAN ROAD

斯塔韦尔

声光表演：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大开眼界
了——疏芬山斥资数百万澳元打造的声光大
戏《喋血南十字星》，将以华丽而震撼的灯光
效果，生动地演绎那段淘金历史。

花园闲游：巴拉瑞特植物园向来以秋海棠和其
他植物而闻名；参加一次导游陪同之旅，真正
感受这座植物园的神奇魅力。

动物魅力：在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公园，您将有
机会看到 Lava Claw 维多利亚州仅有的科莫
多巨蜥——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蜥蜴物种。或
者提前预约与考拉、袋鼠、野狗、蛇、袋熊等动
物见面。

艺术之家：参观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大型展
馆——巴拉瑞特美术馆，欣赏著名大师与艺术
新秀的杰作。

淘金乐趣：加入金矿遗迹淘金探险之旅，在巴
拉瑞特周围美丽的澳洲丛林里寻找闪耀的黄
金。使用金属探测仪和淘金盘——保证您一
举成功！

农家美食：在历史悠久的 Craig 皇家酒店有一
家独具特色的玻璃屋顶餐厅 The Gallery，在
这里用餐，大厨们将为您奉上最精美的时令
菜肴。

浩瀚烟波：径直前往巴拉瑞特的温德瑞湖——
这片城中绿洲拥有跑步和自行车道、游乐场、
野餐地点，还有慕名而来的皮划艇、赛艇和帆
船运动爱好者。

与大人物合影：在巴拉瑞特植物园，与总理大
道上的澳大利亚领导人铜像比肩合影。

农场乐趣：选择澳洲农场住宿公司（Downunder  
Farmstays），与家人共同体验澳洲风情的乡村
生活，农场主人将帮助您体验和了解真正的农
场生活。

美酒佳肴：令人难忘的午餐时光——享用一两
杯凉爽气候葡萄酒，配上美味的本地特产，然后
尝尝蓝宝丽丝酒庄（Blue Pyrenees Estate）的
咖啡和蛋糕，蓝宝丽丝酒庄 2017 年曾被《美食
旅行家》（Gourmet Traveller）杂志评选为该地
区的最佳酒窖。

精彩不容错过

话题标签

#visitballarat #goldfields #goldrush 
#sovereignhill #gstr #road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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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部经理 
10 Lydiard St South, Ballarat VIC 3350
电话：+61 3 5331 1377
电邮：info@craigsroyal.com.au
网站：www.craigsroyal.com.au

巴拉瑞特
CRAIG 皇家酒店

简介：这座气派恢弘的遗址酒店有着一流的餐饮和住宿体验，不容您错
过。历经六年极尽细致的修复后，酒店当之无愧成为“巴拉瑞特的骄傲”

（马克•吐温语）。

位置：从墨尔本出发，经西部高速公路行驶 1.5 小时即可到达。

与各景点距离：地处中央商务区，位于列入遗产名录的 Lydiard Street，邻
近剧院、美术馆和购物区。

公共交通工具：火车站和巴士站。

餐饮设施：艺廊餐厅、Craig 咖啡馆与食品橱（Craig’s Café & Larder）。

娱乐设施：带壁炉的休息室、会议设施、宴会厅、餐厅包间。

类型：酒店 客房数量：41 床位数量：50 建成时间：1853

Jennifer Ganske，市场营销总监
Bradshaw St, Ballarat VIC 3350
电话：+61 3 5337 1100 
电邮：jganske@sovereignhill.com.au
网站：www.sovereignhill.com.au

巴拉瑞特
疏芬山与《喋血南十字星》

简介：白天，在露天博物馆感受十九世纪中叶风行澳大利亚的淘金热，认
识挟裹其中的鲜活人物。夜晚，欣赏完精彩的《喋血南十字星》声光表演，
再下榻疏芬山酒店。

运营类型：露天博物馆。

位置：从墨尔本出发，经西部高速公路行驶 1.5 小时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博物馆：每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圣诞节闭馆）。 
《喋血南十字星》表演：每晚，需预订。为了对声光效果进行数百万澳元
的升级改造，《喋血南十字星》将于 7 月 31 日起停演 6 个月。查询演出
安排：+61 3 5337 1100 

《喋血南十字星》表演：每晚，需预订。

公共交通工具：本地长途大巴、本地至墨尔本的火车。

奖项：2004、2005、2007、2014、2015、2016 和 2017 年维多利亚州旅游
大奖（Victorian Tourism Awards）。1992、2005 和 2016 年澳大利亚旅游奖

（Australian Tourism Awards）“主要旅游景点”。

Greg Parker，总经理
Cnr York & Fussell Sts, Ballarat VIC 3350
电话：+61 3 5333 5933
电邮：info@wildlifepark.com.au
网站：www.wildlifepark.com.au

巴拉瑞特
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

简介：在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您可以近距离亲密接触澳洲本土最特别
的著名动物。亲手给 100 多只放养的大袋鼠和幼崽喂食，抚摸可爱的考
拉和袋熊，看一看袋獾、树袋鼠和千奇百怪的爬行动物。动物园里生活着
一些特殊的居民，比如重达 550kg 的鳄鱼“Crunch”，食火鸡“Xena”，以
及维多利亚州唯一的科莫多巨蜥。新的展馆里，憨态可掬的小企鹅们就
在您眼前自由在地在自游来游去，定会令您不忍离去。除了如此丰富的邂
逅之外，您还可以深入茂密的橡胶林里，享受一次轻松而有趣的漫步。

运营类型：野生动物园。

位置：从墨尔本出发，经西部高速公路 90 分钟可到达。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圣诞节除外）。

巴拉瑞特美术馆 
40 Lydiard St North, Ballarat VIC 3350
电话：+61 3 5320 5858
电邮：artgal@ballarat.vic.gov.au
网站：www.artgalleryofballarat.com.au

巴拉瑞特
巴拉瑞特美术馆

简介：走入全国首屈一指的地区美术馆，了解澳大利亚的艺术史。奇妙
的藏品、引人入胜的展览计划以及商店中独特的礼品、艺术品和纪念
品——亮点多多，精彩不断。在欣赏完毕后，再去咖啡馆来上一杯香浓
咖啡。

运营类型：永久馆藏展览和临时展览。还有礼品店和游客信息中心。

位置：位于巴拉瑞特中央商务区。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圣诞节和节礼日除外。

公共交通工具：从巴拉瑞特火车站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墨尔本和吉朗
至本地的火车和巴士。参见其他地区中心的 V/Line 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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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
假日公园——BIG4 假日
公园享受澳洲风情的
度假时光！

巴拉瑞特金矿

BIG4 巴拉瑞特金矿假日公园  
108 Clayton Street, Ballarat

BIG4 巴拉瑞特风车假日公园  
56 Remembrance Drive,  
Alfredton, Ballarat

 
AUSTRALIA’S FAVOURITE

BIG4 假日公园的预订方式：在通过 Apollo、Britz、Maui 和 Mighty 等
房车公司预订车辆时，不妨购买一张可入住 7 晚的国际公园通行证。或者，
您也可以预订我们在各大公园内提供的室内住宿。
详情请访问 BIG4.com.au/international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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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维多利亚最具人气的远离尘嚣之地，滋养您的身体和灵魂吧。进入温泉浴
场，天然丛林和一个热爱生活美好事物的制造者和实干家的社区。

这个远近闻名的温泉地区被誉为健康养生和休闲放松的绝佳去处。此间提供的养生水疗项目多达 
200 多种。一代代人跋涉来此，只为前往赫本温泉体验地底涌出的舒爽清澈的矿泉水。

葱郁的古老花园和典雅的旧式旅馆比比皆是。沿着步道和自行车道探索周边的森林，便有机会在领
略迷人的自然风光的同时邂逅各种可爱的野生动物。

在这里的工作室和画廊，您会见到众多的艺术家、创作者和手艺人。查看本地的节庆活动日程，在
集市、庆典和文化活动中一探究竟。

戴尔斯福特散发着一种艺术和新奇的独特气质。信步街头，游逛特色精品店、雅致餐厅和咖啡馆，
翻翻二手书，再去看看古董和收藏品。

游览景致迷人的袋熊山植物园，园内有一家荫凉的咖啡馆，全天供应以当地食材制作的时令美食。
或是悠闲地坐着，端一杯使用凉爽气候下生产的葡萄酿制的经典佳酿，面对丰盛的菜单思考搭配
怎样的本土风味以及新鲜食材制作而成的可口餐点。

无论下榻何处，都可尽享奢华：适合全家入住的 RACV 金矿度假村拥有高尔夫球场的迷人景致，湖
滨小屋（Lake House）则拥有风光无限的湖滨套房。

薰衣草田

精彩活动
戴尔斯福特驰放音乐节
三月 
www.chilloutfestival.com.au

基内顿老集市
三月
www.losttrades.info

Clunes 书城节
五月
www.clunesbooktown.com.au

舒爽清澈的矿泉从地底涌出，孕育着一方充满活力的养
身圣地，令人如何不想以奢华享受犒赏身心。

主图：赫本洗浴与水疗中心

戴尔斯福特和
马其顿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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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技艺：克莱斯韦克毛纺厂（Creswick 
Woollen Mills）曾是 RACV 维多利亚州旅游大
奖的金奖得主。在这里，您可以了解羊驼毛如
何变成商店橱窗里的纱线。

奢华住宿：想要品味奢华，不妨前往湖滨小屋
（Lake House），花一个周末品尝美食佳酿和无
微不至的高级款待。

水疗胜地：体验赫本洗浴与水疗中心的养生环
境与矿泉护理；或者在湖滨小屋享受萨卢斯水
疗中心的焕活水疗套餐。

厨艺大师：去湖滨小屋的烹饪学校，参加由一位
（或三位）澳大利亚著名大厨指导的全天烹饪
大师班或半天的季节性课程。

山间下午茶：袋熊山咖啡馆（Wombat Hill 
House Café）坐落于美丽的袋熊山植物园内，
是享用休闲下午茶的绝佳去处。细品一杯起
泡酒，再配些三明治和甜点，下午茶时光，如
此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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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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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lve Apostles

Princetown Lavers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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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Campbell

阿拉瑞特

华勒比

戴尔斯福特

克莱斯韦克

Anglesea

Cape Otway

Lorne

Apollo Bay

Torquay

斯塔韦尔

Dunkeld

Warrnambool

GREAT OCEAN ROAD

戴尔斯福特和
马其顿山脉

Halls Gap

Portland

Heywood

Port Fairy

Penshurst

Hamilton

GRAMPIANS

Queenscliff

赫本温泉

特兰森

布莱克伍德

精彩不容错过

话题标签

#daylesford #macedonranges 
#hepburnsprings #wellbeingregion 
#daylesfordmacedonranges 
#gstr #road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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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斯福特
萨卢斯水疗中心

萨卢斯水疗中心
4 King St, Daylesford VIC 3460 
电话：+61 3 5348 3329
电邮：salus@lakehouse.com.au
网站：www.lakehouse.com.au

简介：在一流的湖滨小屋酒店，萨卢斯坐落于葱郁的乡村花园之中，自拥
一片静谧的绿洲。以拉丁文缩写 SPA（Salus Par Aqum）命名的萨卢斯意
味“健康由水而来”。这个切题的名称非常适合这个位于澳大利亚最多天
然矿泉汇聚地的水疗中心。这里的服务特色包括水疗、舒缓按摩以及卓
效美容护理，均使用高档的 Elemis 品牌产品。

Stephen Roberts 
1500 Midland Hwy, Creswick VIC 3363
电话：+61 3 5345 5600 
电邮：Reservations_goldfields@racv.com.au
网站： www.racv.com.au/travel-leisure/racv-resorts/our-destinations/ 

goldfields-resort

克莱斯韦克
RACV 金矿度假村

简介：RACV 金矿度假村位于维多利亚州历史悠久的淘金地区，生长着许
多当地的袋鼠，拥有一应俱全的假日休闲体验，包括游泳池、水疗中心、
网球场、18 洞高尔夫球场和山地自行车等。度假村不远处就是以世界顶
级水疗中心和手工食品生产商而闻名的美丽古镇——巴拉瑞特和戴尔
斯福特。

位置：从墨尔本出发，经西部高速公路行驶 1.5 小时即可到达。

与各景点距离：距墨尔本 90 分钟车程，15 分钟即可到巴拉瑞特、剧院、
美术馆和商业街。20 分钟可到戴尔斯福特矿泉池。

餐饮设施：丰收餐厅（Harvest Restaurant）和清泉露台酒吧（Springs Bar 
& Terrace）。

娱乐设施：18 洞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游泳池、健身中心、山地自行车道
以及 RACV 金矿度假村的 One Spa  水疗馆。

类型：度假村 客房数量：130 床位数量：169 建成时间：2008

克莱斯韦克
克莱斯韦克毛纺厂

克莱斯韦克毛纺厂 
Railway Pde, Creswick VIC 3363
电话：+61 3 5345 2202 
电邮：info@creswickwool.com.au
网站：www.creswickwool.com.au

简介：克莱斯韦克毛纺厂将带来“极尽精细”的游览体验，让您近观来自
羊驼的毛料如何经过织造过程，最终摆上商店的货架。展示将令您大开
眼界，了解这种奢华的天然纤维如何加工，亲眼目睹澳大利亚制造业的
生产过程。

您将见到我们自养的羊驼，还可以在毛纺厂购买正宗的澳大利亚毛纺产
品！

曾荣获 RACV维多利亚州旅游大奖最佳景点（RACV Victorian Tourism 
Award for Best Attraction）的金奖。

营业时间：零售店每周 7 天 9:00 至下午 5:00 营业，每天上午 11:00、中午 
12:00、下午 1:00 和 2:00 提供游客传译服务。

赫本温泉
赫本洗浴与水疗中心

Karen Golden 
Mineral Springs Reserve Rd, Hepburn Springs VIC 3461
电话：+61 3 5321 6000
电邮：info@hepburnbathhouse.com
网站：hepburnwellness.com

简介：历史悠久的赫本温泉洗浴中心自 1895 年起一直提供传统的养生洗
浴服务项目。这个标志性的洗浴中心直接从源头处抽取富含矿物质的泉
水，推出了一系列矿泉扩理养生体验，包括 100% 纯私人温泉浴室以及精
心设计的护理套餐。

运营类型：矿泉护理洗浴和水疗。

位置：赫本温泉（距离戴尔斯福特仅 4 公里）。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 9:00 至晚上 6:30；周五上午 9:00至晚上 8:00；
周六上午 8:00 至晚上 8:00；周日上午 8:00 至晚上 6:30。圣诞节关闭。需预
订。

设施：洗浴中心设有 30 多间干湿护理室，堪称澳大利亚最大的水疗中心
之一。无论是大型的公共浴池，还是专属的私人浴室，包括芳香蒸汽房、
镁盐水疗池、休闲池、没入矿泉中的水疗沙发以及超大的休闲露台——
这一切都将带给您无以伦比的奢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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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湖滨小屋 
4 King St, Daylesford VIC 3460 
电话：+61 3 5348 3329
电邮：stay@lakehouse.com.au
网站：www.lakehouse.com.au

戴尔斯福特
湖滨小屋

简介：湖滨小屋是澳大利亚国内获奖最多的豪华旅舍之一，距离墨尔本仅 
1 小时 20 分钟车程。

这家由 Wolf-Tasker 家族在 1984 年建成和经营的旅馆坐落在戴尔斯福特
湖畔，周围是六英亩乡村花园的美景。常驻艺术家 Allan Wolf-Tasker 的大型
彩绘装饰了墙壁，他的工作室全天向入住客人们开放。主厨 Alla Wolf-Tasker 
的餐厅在澳大利亚数一数二，拥有“两顶厨师帽认证”；首席侍酒师入选年
度葡萄酒单名人堂。喜欢运动的客人可以使用网球场，并能方便地前往美
丽的湖滨散步小径。

其他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享受萨卢斯水疗以及阿盖尔图书馆酒吧的鸡尾
酒。美食爱好者则可以参加滚动安排的烹饪学校课程。

类型：酒店 客房数量：33 床位数量：33 建成时间：1984

戴尔斯福特 
湖滨小屋烹饪学校

湖滨小屋烹饪学校 
4 King St, Daylesford VIC 3460
电话：+61 3 5348 3329
电邮：info@lakehouse.com.au 
网站：www.lakehouse.com.au

简介：在湖滨小屋烹饪学校，客人可以和兴趣相投的美食爱好者们一起，
向澳大利亚讲解风趣、技艺一流的主厨学习。授课在专门的烹饪学校厨
房中进行，全年大部分周末都可安排。

除了湖滨小屋常驻资深厨师的现代烹饪技法示范，还会邀请澳大利亚 
顶级厨师作为嘉宾主讲大师课程，其中包括 Matt Moran、Andrew 
McConnell、George Calombaris 等。日程上的尊享晚宴、特色午餐和集市
筵席等活动也值得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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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图：维多利亚州玫瑰园

这一地区集城市、海岸和乡村风光于一身，其地理位
置比您想象的更便利，是一处魅力无限的旅游胜地。

华勒比及 
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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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夜巡游：寻访以“走出非洲”为主题的度假胜地，进入华勒比公园野生
动物园参加过夜巡游（豪华野营）体验。帐篷搭建的度假屋、齐全的奢华
设施、与野生动物的邂逅、夜间的散步和迷人的日落美景……无不令人期
待向往。

沦陷花海：维多利亚州玫瑰园占地面积达 5 公顷，园内栽种着5,000多个
玫瑰品种，玫瑰盛放，满园飘香，环境优雅，景色怡人。

夜间剧场：欣赏华勒比庄园的夜间剧场表演，看喜欢搞恶作剧的女仆和管
家为您揭示 Chirnside 家族的秘密。

大猩猩的策略：探索华勒比公园野生动物园，参加一次独特的大猩猩邂逅
之旅，趁着幕色跟随导游潜入大猩猩的洞穴，与雄性大猩猩亲密接触。

完美野餐：背上背包，带上野餐，沿着 3.3 公里的河岸步道，徒步穿越被列
入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的华勒比河公园。一路会经过无数的湿地与农
田，还可看见生活在这里的各种鸟类。

上图：温德姆港

在与墨尔本相去不到 40 分钟的路程内，华勒比汇集了无
数充满惊喜的景点。邂逅各种野生动物，体验丰富多彩的
夜生活，探究有趣的历史，这里有许多精彩活动等着您去
一一探索。

荟萃最多精彩的华勒比公园旅游区是您应欣然赶赴的首选第一站。准备
好在墨尔本郊外的华勒比野生动物园体验一次独特的非洲冒险之旅吧！ 
登上露天巡游巴士，穿越美丽的热带草原，寻觅标志性的草原动物，包括
在一潭水坑里打滚的斑马，或在地平线上疾驰的长颈鹿。在四处游览之
时，您或有可能见到动物园管理员；园内还设有专供儿童玩耍的室内游乐
场，并会讲解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各种知识。

在美轮美奂的华勒比庄园内，维多利亚州玫瑰园花朵盛开，芬芳馥郁，带
您追忆往昔时代，令人流连忘返。前往世界一流的国家马术中心，您可以
有机会观赏到世界马球锦标赛等重大赛事。

库克角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博物馆（RAAF Museum Point Cook）是澳
大利亚航空队（Australian Flying Corps）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oyal 
Australian Airforce）的诞生地，适合全家老小一同追溯航空历史。探索交
互式的航空展，参观机库里摆满的经复原的各类军用飞机。

在市区，瓦顿街头随处可见各式咖啡馆、餐厅、酒馆和酒吧，无论白天黑
夜，都可为您奉上各种风味的美食佳酿。

精彩不容错过

话题标签

#werribee #werribeezoo 
#zoo #werribeemansion 
#experiencewyndham  
#gstr #roadtrip

维多利亚州动物园客户服务部
K Rd, Werribee VIC 3030
电话：1300 966 784 或  +61 3 9340 2788
电邮：contact@zoo.org.au
网站：www.zoo.org.au/werribee

华勒比
华勒比野生动物园

简介：在 200 多公顷的美丽自然环境中体验一次非洲冒险。乘车穿越独
特的热带草原景观，在导览之旅中观赏犀牛、长颈鹿、濒危的非洲羚羊、
斑马等各种野生动物！ 您还会在非洲步行道上遭遇百兽之王——狮子，
参观巨大的大猩猩馆，观看好奇的猴子嬉戏玩耍，近距离地窥探潜行的
猎豹，在壮观的湿地栖息地寻找河马群的身影，或者在开阔的自然环境
中邂逅澳大利亚的各类本土野生动物。

运营类型：野生动物园。

位置：墨尔本以西 30 分钟路程处。K Road, Werribee。

营业时间：每日 9:00am – 5:00pm。观光巴士游览每日上午 10:30 至下午 
3:40 发团。

门票费包括：40 分钟导览观光游、步道漫游、学校假日活动、野生动物观
赏等等。16 岁以下儿童周末免费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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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受欢迎的景点，到鲜为人知的瑰宝——让当地的旅行
合作伙伴带您逐一体验其间的魅力。

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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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ien Cerantonio 和 Matt Jones，所有者 
105 Great Ocean Rd, Anglesea VIC 3230
电话：+61 428 370 063
电邮：hello@greatoceanroadprivateluxurytours.com
网站：www.greatoceanroadprivateluxurytours.com

整个区域
大洋路私人豪华游

简介：作为旅游专家，大洋路豪华游旅行社（Great Ocean Road Private 
Luxury Tours）对这一享有国际盛誉的标志性旅游胜地可谓了如指掌。我
们拥有专业的当地导游和丰富的当地知识，致力于针对大洋路及周边地
区提供灵活的个性化私人豪华旅游服务。

游程时间：可选1日游、2日游、3日游和4日游。

普通线路：我们不仅开通了一系列固定的旅游线路，还可根据客人的兴
趣和目的地定制个性化的行程。我们的旅游目的地涵盖了维多利亚州的
墨尔本、大洋路、贝拉林半岛、格兰屏、巴拉瑞特、戴尔斯福特和马其顿
山脉、莫宁顿半岛、吉普斯兰和菲利普岛，以及南澳大利亚州的弗莱里欧
半岛、石灰岩海岸、袋鼠岛、穆里河、阿德莱德山和阿德莱德等地。

接载点：墨尔本、吉朗和大洋路地区 人数：14 包车：可

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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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pia 预订部 
42 Macaulay St, Williamstown North VIC 3016
电话：+61 3 9393 1333 
电邮：info@autopiatours.com.au
网站：www.autopiatours.com.au

整个区域
AUTOPIA 旅行社

简介：Autopia 旅行社是墨尔本经验最丰富的小团游旅行社，以优质服务
提供令人愉悦的大南部旅游线路游程。

我们经营的 1、2、3 和 4 日游程造访大南部旅游线路上所有大受欢迎的
名胜景点，包括十二使徒岩和格兰屏国家公园。

我们的游程物美价廉，让所类型的游客都能乐享旅途时光。

我们友好的当地导游等待着带您探索各个地区的无限精彩内容。

接载点：Regent 剧院中央接载点 人数：24 包车：可

全新
推出！

预订部 
636 St Kilda Rd, Melbourne VIC 3004
电话：+61 3 9222 2521
电邮：apactours@hertz.com
网站：www.hertz.com

整个区域
HERTZ 租车

悠闲享受零压力假期。

简介：Hertz 租车在各处提供优质的服务、实惠的价格以及现代化的车
队，让您安心享受每一趟旅程。Hertz NeverLost® 车内导航装置将作为您
的小导游，让您一路无忧畅行。借助 Hertz NeverLost® 车内导航装置快速
准确的路线测算以及最新的全国地图，我们可为您打造零压力的自驾游
完美假日。

如需预订，请前往您当地的旅行社或访问 hertz.com

Polly Gibson，市场销售经理
570 Flinders St, Melbourne VIC 3000
电话：+61 3 9650 9680 
电邮：polly@bunyiptours.com
网站：www.bunyiptours.com

简介：无论是从景色壮美的大洋路到格兰屏国家公园的崎岖风景，还是
从疏芬山丰富多彩的维多利亚州淘金史，到我们全新推出的贝拉林半岛
品尝当地葡萄酒与美食品鉴之旅—— Bunyip 旅行社带您前往众多独特
目的地，大开眼界。

运营类型：大洋路、十二使徒岩、格兰屏国家公园和巴拉瑞特的一流小团
游程。

游程时间：1 日、2 日和 3 日游程或“随上随下”游程——停留过夜或在
大洋路地区流连更长时间！

旅游线路：1 日游程：墨尔本 – 坎贝尔港/贝拉林半岛/疏芬山 – 墨尔本。 
2 日游程：墨尔本 – 坎贝尔港 – 女王崖 – 莫宁顿 – 菲利普岛 – 墨尔本。 
3 日游程：墨尔本 – 坎贝尔港 – 霍尔斯加普 – 格兰屏国家公园 – 阿德
莱德或墨尔本。

接载点：墨尔本、吉朗和大洋路地区 人数：24 包车：可

整个区域
BUNYIP 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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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版

iPad 和 iPhone 应用程序
访问 www.greatsoutherntouring.com.au  
了解更多信息

maui 房车预订部，Central West Business Park, 
Building 2, 9 Ashley St, Braybrook VIC 3019
电话：1300 363 800 或  +61 3 8398 8800
电邮：mauiinfo@thlonline.com
网站：www.maui.com.au

整个区域
MAUI 房车

简介：Maui 房车带您踏上一段探索原始风情的奇妙旅程。

这是一种舒适出行的前卫方式。驾车沉醉在优美的风景之中。想停多久
停多久，深入了解您周围的世界。挑一个绝佳位置，在最美的景致中醒
来，神采奕奕地踏上大南部旅游线路的发现之旅。Maui 房车提供一系列
高端优质房车，车辆使用时间不到两年，最多可容纳六人。

租赁时间：有最短租赁时间规定。

提供设备：所有车辆配有自动挡、空调与供暖、冰箱、燃气炉、微波炉、马
桶、淋浴、DVD 播放机和平板电视，以及一台涡轮柴油发动机。房车均提
供换洗一新的床上用品、炊具餐具以及您所需的所有日常生活设施。

接载点：阿德莱德、爱丽斯泉、布里斯班、布鲁姆、凯恩斯、达尔文、 
霍巴特、墨尔本、珀斯、悉尼

人数：6

Sebastian Topet 
218C Waterdale Rd, Ivanhoe VIC 3079
电话：+61 3 9497 2850
电邮：info@oceaniatours.com.au
网站：www.oceaniatours.com.au

整个区域
OCEANIA 旅游观光公司

简介：Oceania 旅游观光公司经营大洋路最多 11 人的日间小团游，提供
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服务。

我们的旅程包括大洋生态度假村的独家参观之行，在远离人群喧闹的地
方邂逅考拉和袋鼠。我们也结合日间游程提供过夜住宿，包括餐饮、导览
徒步游以及夜行动物喂食。

我们还提供大洋路、格兰屏和其他目的地的单日或多日私人游。

接载点：城市酒店 人数：11 包车：可

Ingrid Huitema 
Graham St, Wonthaggi VIC 3995
电话：+61 3 5639 2615 手机：+61 456 375 264
电邮：info@parktrek.com.au 
网站：www.parktrek.com.au

整个区域
公园徒步假日

简介：作为一家获得最先进生态认证的旅行社，公园徒步旅行社（Park 
Trek）提供全程导览的多日徒步游，带您游遍维多利亚州、澳大利亚国内
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著名旅游胜地。

跟随我们远离日常生活的轨道，步入大自然的广阔天地。您无需具备过人
的体能，只需有适度活力，并热爱户外环境。

我们所有假日之旅都包含了车辆交通、首府城市接站、大部分餐点/零食，
并保证为所有游客安排住宿。

游程长度三至九天不等，我们口才过人、经验丰富、性格稳重的导游将热
情地与您分享关于本地历史、野生动植物和地理风貌的知识。

接载点：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外 人数：10 包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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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林 JACK RABBIT 葡萄园
简介：作为贝拉林一家标志性的葡萄酒庄，Jack Rabbit 葡萄园坐拥从海湾到墨尔本、犹扬山以及更
远处的绝美全景。作为这一地区美食领域的典范，酒庄的餐厅提供使用当地食材精心制作制作的盛
宴。“House of Jack Rabbit”酒窖提供咖啡馆式休闲餐点。开上一瓶典雅的凉爽气候葡萄酒，为无与
伦比的体验锦上添花。

Jack Rabbit 葡萄园 
电话：+61 3 5251 2223 地址：85 McAdams Ln, Bellarine VIC 3221
电邮：enquiries@jackrabbitvineyard.com.au 网站：www.jackrabbitvineyard.com.au
营业时间：一周 7 天，每天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晚餐：周五和周六晚上供应。 酒窖：有 餐厅：有 座位数量：120

库列威斯 鲁拉公园庄园
简介：不可错过的一站。探访凉爽气候葡萄酒的五星级精品体验，享誉四方。酒窖别致的乡村氛围、
草木葱郁的户外区域以及“歌剧院”式环境令您不虚此行。在石头上烤制的独特披萨，露天拼盘和
奶酪——堪称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周日现场音乐的绝配。

鲁拉公园酒庄  
电话：+61 3 5253 3180 地址：1400 Portarlington Rd, Curlewis VIC 3222
电邮：lyndsay@leuraparkestate.com.au 网站：www.leuraparkestate.com.au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1 月份每周营业 7 天。 酒窖：有 餐厅：有 座位数量：120

沃林顿 OAKDENE 葡萄园
简介：在独一无二的葡萄园景致中品尝倍受赞誉的葡萄酒和美食。Up-side Down House 酒窖可提供
葡萄酒品尝以及庄园自产的橄榄油和各种礼品。无论是具有现代感的 Marty@Oakdene 餐厅，还是
更休闲随意的 MrGrubb@Oakdene 餐厅，都不失为享用美味佳肴的理想选择。此外，园内还设有三
间布置精美的浪漫客房，供宾客入住。

Oakdene 葡萄园 
电话：+61 3 5256 3886 地址：255 Grubb Rd, Wallington VIC 3222
电邮：info@oakdene.com.au 网站：www.oakdene.com.au
营业时间：酒窖每周 7 天开放，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开放，午餐每周 7 天供应，晚餐周三至周六供应 酒窖：有 餐厅：有（还有咖啡馆） 座位数量：275

全新
推出！

塔灵顿  皮埃尔角酒庄
简介：皮埃尔角酒窖位于西部地区的心脏地带，汇集来自亨提和格兰屏两个葡萄酒产区的佳酿，还
有琳琅满目的本地美食和农产品，必定带给您一段奇妙的舌尖体验。酒庄地处世界第三大火山平
原，距离大洋路和格兰屏山脉一小时路程。我们有两间床位加早餐的客房可供下榻，是探索本地区
美丽景致的最佳落脚点。

Jennifer Lacey  地址：271 Pierrepoint Rd, Tarrington VIC 3300
电话：+61 3 5572 5553  手机：+61 439 476 198
电邮：info@pierrepointwines.com.au 网站：www.pierrepointwines.com.au
营业时间：每周 7 天开放，上午 11:00 至下午 6:00。 酒窖：有 餐厅：咖啡馆 座位数量：50

霍尔斯加普  霍尔斯加普庄园
简介：1969年，格兰屏陡峭的东麓山坡上建起了我们的葡萄园。庄园自酿的葡萄美酒随时可供品
尝。端一杯佳酿，就着可口拼盘，在露台上看着孩童嬉戏——就是如此惬意。

Halls Gap Estate 
电话：+61 3 5356 4252 地址：4113 Ararat-Halls Gap Road, Halls Gap VIC 3381
电邮：cellar_door@hallsgapestate.com.au 网站：hallsgapestate.com.au
营业时间：周三至周五上午 12:00 至下午 4:00，周六、周日上午 11:00 至下午 5:00。学校假期和公共假日每周 7 天开放。 酒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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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大西部  格兰屏庄园
简介：格兰屏庄园（Grampians Estate）最负盛名的是穗乐仙起泡酒和穗乐仙葡萄酒，但除此之外这
里也有种类繁多的其他葡萄酒，比如霞多丽、雷司令、歌海娜、丹魄红，以及红、白起泡酒和浓香型
葡萄酒。酒庄曾获韩礼德五颗红星评分，以及《美食与葡萄酒旅行家杂志》（Gourmet Traveller Wine 
Magazine）授予的格兰屏地区“最佳小酒窖”和“最佳美食酒窖”称号。

Tom Guthrie   
电话：+61 3 5356 2400 地址：1477 Western Hwy, Great Western VIC 3374
电邮：cellardoor@grampiansestate.com.au 网站：www.grampiansestate.com.au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圣诞节除外 酒窖：有 座位数量：20

阿沃卡 蓝宝丽丝酒庄 
简介：1963 年，法国人头马公司成立了蓝宝丽丝酒庄（Blue Pyrenees Estate），将之打造成了澳大利
亚现代葡萄酒产业界第一家在凉爽气候环境中栽培葡萄的庄园。酒庄使用自家阶梯型葡萄园种植
的葡萄在庄园酒窖里酿制琼浆玉露，致力于创造口味纯正的世界级红、白葡萄酒和起泡酒。

蓝宝丽丝酒庄 
电话：+61 3 5465 1111 地址：Vinoca Rd, Avoca VIC 3467
电邮：reception@bluepyrenees.com.au 网站：www.bluepyrenees.com.au
营业时间：每周 7 天开放，上午 11:00 至下午 5:00。 酒窖：有 餐厅：有（每天中午 12:00 起供应本地农产品制作的合餐） 座位数量：60 个室内，50 个户外

阿波罗湾 CHRIS 餐厅与别墅
简介：这里集南欧及东方饮食文化之大成，尤以新鲜的海鲜以及优质的本地农产品和肉食为特色，
还有 Chris 最脍炙人口的各种希腊菜肴。我们的菜肴重在质朴原味，呈现食材的天然风味。菜单上
每道菜肴都精选最新鲜的食材作为原料。

Philip Talihmanidis  
电话：+61 3 5237 6411 地址：280 Skenes Creek Rd, Apollo Bay VIC 3233
电邮：info@chriss.com.au 网站：www.chriss.com.au
营业时间：每日供应早餐和晚餐，周末供应午餐 座位数量：100 执照：有

特拉斯代尔 THE Q TRAIN 美食主题观光列车
简介：登上 The Q Train 美食主题观光列车，沿着贝拉林半岛的特拉斯代尔与女王崖之间的复古铁
路体验一次美食观光之旅。这一移动的餐厅将带给您独一无二的体验，让您一边在全新装修的餐车
里享用精致的美食，一边欣赏车窗外天鹅湾和贝拉林迷人的自然风光。需预订。

Emma Atkinson，市场营销协调员 
电话：+61 429 992 214 地址：Drysdale Station, 2-10 Station St, Drysdale VIC 3222
电邮：emma@theqtrain.com.au 网站：www.theqtrain.com.au
营业时间：午餐专列和晚餐专列（具体日期和时间见网站） 座位数量：86 执照：有

全新
推出！

拜因迪恩  朗基吉兰山酒庄
简介：作为澳大利亚风光最美的酒庄之一，朗基吉兰山酒庄（Mount Langi Ghiran）背靠险峻的花岗
岩壁，大分水岭山脉的雄伟山峦和茂密森林也为它铺开了一个完美的布景。这座葡萄园不仅格调别
致，还酿造着澳大利亚数一数二的凉爽气候穗乐仙。享受如诗如画的田园野餐（Picnic Idyll）——自
己带上丰盛的美食，在美丽的葡萄园里享用一顿别有风味的野餐。

朗基吉兰山酒庄   
电话：+61 3 5359 4400 地址：80 Vine Rd, Bayindeen VIC 3375
电邮：cdoor@langi.com.au 网站：www.langi.com.au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元旦、圣诞节、节礼日、耶稣受难日关闭 酒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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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港 默立基厨房
简介：默立基厨房位于默立基旅馆历史悠久的餐室内，俯瞰菲利港的码头景致，并根据时令食材以
及采购自西南乡村地区的原料情况挂出手写的当日菜单。我们精心挑选的酒单中不乏出自小型生物
动力学酿酒商的反映风土特点的上乘佳酿。

Liz Foreman  
电话：+61 3 5568 2324 地址：1 Campbell St, Port Fairy VIC 3284
电邮：info@merrijiginn.com 网站：www.merrijiginn.com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一下午 6:00 起供应晚餐。 座位数量：40 执照：有

霍尔斯加普  霍尔斯加普酒店
简介：如果您正在规划下一次的格兰屏之旅，那么霍尔斯加普酒店（Halls Gap Hotel）无疑是您的
理想下榻之选。在春暖花开之季，酒店的户外区域处处是令人赞叹的美景；而在寒冷的冬日时节，
熊熊燃烧的开放式壁炉一定会带给您舒适温馨的体验。霍尔斯加普酒店向来以提供精致优雅的餐
食、本地出产的葡萄酒和热情友好的服务而闻名。

霍尔斯加普酒店 
电话：+61 3 5356 4566 地址：2262 Grampians Rd Halls Gap VIC 3381
电邮：ede@hallsgaphotel.com.au 网站：www.hallsgaphotel.com.au
营业时间：晚餐：每周 7 天下午 5:30 起。午餐：周三至周日中午 12:00 起。 最多入住人数：200 酒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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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斯福特 湖滨小屋餐厅
简介：Alla Wolf-Tasker 位于戴尔福斯特湖畔的标志性餐厅。“两顶厨师帽认证”、《澳大利亚美食旅行
家》餐厅 50 佳、澳大利亚最佳葡萄酒单奖荣誉堂都是属于这里的荣耀。现代风格的澳大利亚菜单以
这一地区最佳时令作物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乘食材为重点。不妨先进入酒窖一观上万瓶窖藏，然后
再享受阿盖尔图书馆酒吧的鸡尾酒。

湖滨小屋餐厅 
电话：+61 3 5348 3329 地址：4 King St, Daylesford VIC 3460
电邮：info@lakehouse.com.au 网站：www.lakehouse.com.au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座位数量：80 执照：有

戴尔斯福特  袋熊山咖啡馆 
简介：迷人的咖啡馆坐落于风景如画的植物园内的袋熊山上。袋熊山咖啡馆（Wombat Hill House 
Café）热情的团队成员提供重在本地区最优质物产的简单新鲜的时令菜单，以及一些咖啡馆式的可
口选择。可爱的厨房花园内布置了户外座椅。

袋熊山植物园   
电话：+61 3 4373 0099 地址：Entry off Central Springs Rd, Daylesford VIC 3460
电邮：sayhello@wombathillhouse.com.au 网站：www.wombathillhouse.com.au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一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座位数量：80 执照：有

阿波罗湾 奥特韦角灯塔咖啡馆
简介：远离喧嚣的尘世，前往原生态的南部海岸线——那里有独特的文化遗产和美不胜收的自然风
光等着您去一一探索！留出充足的时间到访我们的咖啡馆，品尝德文郡茶、本地烘焙咖啡、各色小
吃、啤酒以及葡萄酒，享受一段趣味无穷的美妙时光。在导游的陪同下去探索和发现这个神奇的地
方，倾听导游绘声绘色地讲解当地的历史故事。

Trish Goodlet，经理  
电话：+61 3 5237 9240 地址：Lighthouse Rd, Cape Otway VIC 3233
电邮：keeper@lightstation.com 网站：www.lightstation.com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座位数量：50 执照：有

巴拉瑞特 CRAIG 皇家酒店
简介：历经六年极尽细致的修复后，Craig 皇家酒店终于将琳琅满目的美食选择呈现给宾客。位于玻
璃屋顶的中庭内的艺廊小酒馆供应法式美食；咖啡馆与食品橱则是您享用香醇咖啡和简便午餐的
绝佳选择。酒店一流的餐饮和住宿体验绝对不容错过。

预订部经理  
电话：+61 3 5331 1377 地址：10 Lydiard St South, Ballarat VIC 3350
电邮：info@craigsroyal.com.au 网站：www.craigsroyal.com.au
营业时间：艺廊小酒馆：晚上 7:00 至深夜 座位数量：80 执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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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朗 吉朗赛格威旅行社
简介：吉朗赛格威旅行社（Segway Geelong）为成年人提供了享受户外乐趣的绝佳机会。我们可提供全程 
60 分钟的吉郎海滨观光之旅（价格为每人 50 澳元）以及鲁拉公园酒庄葡萄园的两种旅游套餐。在鲁拉公
园，游客可体验全程 90 分钟的赛格威电动平衡车观光之旅（价格为每人 80 澳元），还可在此基础上自选
午餐和一杯红酒（共计每人 128 澳元）。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培训指导。该旅游项目适合个人或团体参加。

吉朗赛格威旅行社  
电话：+61 433 675 680 地址：1400 Portarlington Rd, Curlewis VIC 3222
电邮：timcarr1953@gmail.com 网站：www.segway.com
营业时间：每天开放，全年无休 运营类型：探险游

全新
推出！

贝拉林  库列威斯高尔夫会所
简介：欢迎前来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高尔夫会所打球、用餐、休闲，贝拉林的这片标志性球场也会成
为您的最爱。球道四周遍布美丽的景致，展望海湾的粼粼波光——库列威斯是一个非同凡响的高尔夫
会所。此外，会所还设有库列威斯练习场（The Range @ Curlewis）——这座室内/户外高尔夫球练习场
配有自动出球系统、Xgolf 模拟器以及炫酷的双层迷你高尔夫——无论男女老少，皆可自得其乐。独一
无二、新潮前卫、乐趣无穷、美味可口。

库列威斯高尔夫会所 
电话：+61 3  5251 1111 地址：1345 Portarlington Rd, Curlewis VIC 3222
电邮：hello@curlewisgolf.com.au 网站：www.curlewisgolf.com.au
营业时间：每周 7 天 运营类型：高尔夫会所

贝拉林 WINE WHEELS 旅行社
简介：想要领略贝拉林的独特魅力，备受追捧的美食佳酿品鉴之旅当然是不容错过的必游项目。让 
Wine Wheels 旅行社带您享受一整天尝美食、品美酒的度假时光。从波塔灵顿乘坐菲利浦港渡轮，
体验独一无二的品鉴之旅；抑或选择我们的定制旅游线路，规划您自己的美食探险体验。个性化的
团体接送服务可为您免去开车劳顿之苦。

Wine Wheels 旅行社 
电话：+61 477 007 502 地址：PO Box 879, Geelong VIC 3220
电邮：cheers@winewheels.com.au 网站：www.winewheels.com.au
营业时间：每周 7 天 人数：21 运营类型：美食家游程

全新
推出！

吉朗  小精灵啤酒厂
简介：小精灵啤酒厂酿造特色风味啤酒，从创办之处就开始了对啤酒花香的追寻，专门生产澳大利
亚啤酒迷喜爱的独特啤酒系列产品。来小精灵啤酒厂的小餐馆享受可口的淡啤酒和下酒菜，并沿
着神秘之路（Mystery Lane）看看有何发现。加入啤酒之旅，了解啤酒从酿酒厂到包装瓶的完整历
程，赶快来吧。

小精灵啤酒厂   
电话：+61 3 5202 4009 地址：221 Swanston St, South Geelong VIC 3220
电邮：creaturescanteen@littlecreatures.com.au 网站：www.littlecreatures.com.au

营业时间：小精灵啤酒厂：周一、周二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周三至周五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周六、周日早上 8:00 至晚上 10:00。
白兔啤酒厂：周日至周四早上 11:00 至下午 5:00；周五、周六上午 11:00 至晚上 9:00 座位数量：室内320，路旁140 执照：有

吉朗  国家羊毛博物馆
简介：这座始建于 1872 年的标志性建筑坐落于吉朗充满活力的海滨区，犹如一个巨大的“青石珠
宝盒”，邀您前来探索澳大利亚的文化宝库。这家博物馆距离火车站不过数步之遥，是亲身感受当
地悠久文化的理想去处。博物馆商店还有琳琅满目的羊毛服饰、纪念品和吉朗当地的手工艺品出
售。

国家羊毛博物馆   
电话：+61 3 5272 4701 地址：26 Moorabool St, Geelong VIC 3220
电邮：nwminfo@geelongcity.vic.gov.au 网站：nwm.vic.gov.au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 至下午 5:00，周六、周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博物馆商店每天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开放。 运营类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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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林顿 飞砖苹果酒坊
简介：飞砖苹果酒坊是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精品苹果酒品牌，所有产品采用 100% 新鲜水果以传统
工艺制作，不含糖分、色素、香精或浓缩剂。除了三款经典的上乘飞砖苹果酒坊产品（原味、梨子
味、生啤）外，现场的苹果酒厂源源不断地酿造出以新鲜当季水果为原料的精品时令酒。

飞砖苹果酒坊   
电话：+61 3 5250 6577 地址：1251 Bellarine Hwy, Wallington VIC 3221
电邮：info@flyingbrickciderco.com.au 网站：www.flyingbrickciderco.com.au
营业时间：午餐和导览品酒之旅每周开放 7 天。周五和周六晚上提供晚餐。 餐厅：有 座位数量：200

贝尔布利 大洋路巧克力和冰淇淋工厂
简介：这座令人惊叹的巧克力工厂坐落于 15 英亩的景观花园中，于 2016 年 9 月开业，距离墨尔本
仅一小时车程。游客可免费入内参观巧克力的制作流程以及巧克力展厅。在我们设有 300 个座位的
咖啡厅里，您可以品尝各种美味巧克力，享用可口早餐、午餐或小吃。

Ian and Leanne Neeland，所有者 
电话：+61 3 5263 1588 地址：1200 Great Ocean Rd, corner Elkington Rd, Bellbrae VIC 3228
电邮：mail@gorci.com.au 网站：www.gorci.com.au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运营类型：巧克力工厂/咖啡馆

全新
推出！

安格尔西  安格尔西高尔夫会所
简介：这座 73 杆球场的布局很有挑战性，占据一片天然丛林，球道两边随时可能看到探头探脑的
东部灰袋鼠。会所的练习场带 6 个位置，另有一个 18 洞迷你球场，每天还开展向导带队的袋鼠邂
逅之旅。 袋鼠邂逅之旅运营时间为每周 7 天，每天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Rachel Kane，总经理 
电话：+61 3 5263 1582 地址：Golf Links Rd, Anglesea VIC 3230
电邮：info@angleseagolfclub.com.au 网站：www.angleseagolfclub.com.au
营业时间：会所每周 7 天开放，酒吧和小酒馆每天上午 10:00 营业至深夜。 运营类型：高尔夫会所

安格尔西/托尔坎/洛恩 乘风驭浪
简介：和我们一同学习冲浪乐趣十足，安全轻松。我们拥有 30 年的授课经验和齐全的初学者装备，
将给您留下难忘的冲浪课程回忆。目前我们已在大洋路的托尔坎、安格尔西和洛恩等地开设了冲浪
课程。资质过关的教练将给予您有用的建议、安全的装备以及亲切和鼓励，带您快速掌握这项运动
的技巧。

乘风驭浪  地址：安格尔西：143B Great Ocean Rd, Anglesea VIC 3230
电话：1300 132 441 or +61 3 5263 2111 地址：托尔坎：1/15 Bell St, Torquay VIC 3228
电邮：info@gorideawave.com.au 网站：www.gorideawave.com.au
营业时间：每周 7 天，全年无休。 运营类型：冲浪学校

全新
推出！

洛恩 LIVE WIRE 公园
简介：LIVE WIRE 公园堪称澳大利亚最引人入胜的高空冒险公园。其坐落于澳大利亚大洋路的中心
地区洛恩，是全世界最新最大的树顶绳索项目基地之一。LIVE WIRE 公园还是澳大利亚最具挑战性
的极限高空滑索——冲击波滑索过山车的所在地。亲近大自然，体验肾上腺素飚升的刺激感觉！

Luke Nisbet，主管 
电话：1300 548 394 或 +61 438 468 231 地址：180 Erskine Falls Rd, Lorne VIC 3232
电邮：hi@livewirepark.com.au 网站：www.livewirepark.com.au
营业时间：一周 7 天，每天上午 8:45 至下午 5:00 运营类型：高空冒险公园

全新
推出！

耶德恩 奥特韦树顶探险公园
简介：奥特韦树顶探险公园（Trees Adventure Otway Park）现已正式开放。公园距离阿波罗湾一小时
路程，距离耶德恩科拉克以南 15 分钟路程处。您可以花两个小时体验吊网、绳索、吊桥、飞索等各
种树梢冒险活动。这里建有 8 个基地，设有 80 多种挑战项目和 20 条飞索——全家人人可以自得其
乐（限 4 岁以上）。价格 25 澳元起。

Rebecca Williams，市场营销经理 
电话：+61 3 5233 4696 地址：70 Possum Ridge Rd, Yeodene VIC 3249
电邮：otwaypark@treesadventure.com.au 网站：www.treesadventure.com.au
营业时间：学校开学期间：周二至周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周六、周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公共假日与学校放假期间：每周 7 天开放，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运营类型：高空冒险公园

全新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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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尔 沃古吉
简介：塔希尔（Tower Hill）是一座有 33,000 年历史的休眠火山，在过去的 50 年里，这里的植物得到
了广泛的恢复生长，使其成为了澳大利亚标志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这一自然保护区内，您可以
见到考拉、鸸鹋、袋鼠和沙袋鼠等各种野生动物的踪迹。导览参观的时间为每天上午 11:00 至下午 
1:00 ，发团地点为游客中心。请在线预订。

Terry O’Keefe，旅游部经理 
电话：+61 3 5561 5315 地址：Princes Highway, Illowa VIC 3282
电邮：towerhill@worngundidj.org.au 网站：www.towerhill.org.au
营业时间：每天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运营类型：野生动物保护区

佛雷斯特 佛雷斯特啤酒公司
简介：佛雷斯特啤酒公司（Forrest Brewing Company）是一家手工啤酒坊和餐厅。这家啤酒厂成立于
2010年，因将倍受游客追捧的旅游景点引入了这座深藏于雨林中央并曾一度衰败的伐木小镇，而扭
转了佛雷斯特的命运。佛雷斯特啤酒厂的室内装潢虽看似随意，却独具匠心，兼收并蓄，不拘一格；
店内可供应与啤酒搭配的各种美食。

Sharon Bradshaw  
电话：+61 3 5236 6170 地址：26 Grant St, Forrest VIC 3236
电邮：info@forrestbrewing.com.au  网站：www.forrestbrewing.com.au 
营业时间：每周 7 天供应早餐和午餐，周四、周五和周六供应晚餐 运营类型：啤酒厂/餐厅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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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布恩 廷布恩唯美冰淇淋店
简介：快来廷布恩唯美冰淇淋店（Timboon Fine Ice Cream）品尝 24 种不风味的农场现制冰淇淋吧！
凭借 18 年专业制作冰淇淋的悠久历史，我们所擅长的不过一二而已。我们只知道如何用经典和创
新的味道让我们的客人满意。您可以在时尚的室内空间放松身心，也可以在自然的户外环境中悠闲
漫步。

廷布恩唯美冰淇淋店  
电话：+61 3 5501 9736 地址：1A Barrett St, Timboon VIC 3268
电邮：info@timboonfineicecream.com.au 网站：www.timboonfineicecream.com.au
营业时间：每天上午 11:00 至下午 5:00 运营类型：景点

全新
推出！

巴拉瑞特  金矿遗迹淘金探险之旅
简介：加入金矿遗迹淘金探险之旅的队伍，学习寻找黄金的技巧。我们将带您行走在澳大利亚美
丽的丛林中，用金属探测仪和淘金盘发现珍宝。众所周知，澳大利亚产出的大金块之多名列世界第
一。我们的向导态度亲切，对黄金知识了如指掌。赶紧来试试您的运气！

金矿遗迹淘金探险之旅  
电话：+61 417 453 375 or 1300 882 199 地址：PO Box 339, Ballarat VIC 3353
电邮：info@goldandrelics.com.au 网站：www.goldandrelics.com.au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 9:00 至下午 5:30，周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人数：8 运营类型：探险游

大南部旅游线路委员会及其官员、代理人和承包商（“出版人”）恪尽努力确保本出版物所载信息在付印时正确无误，并对任何不准确或错误描述（无论以内含形

式或疏漏）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出版人亦不因详细信息或服务的后续变更或移除（恕不另行通知）而承担任何责任。本出版物内住宿和/或服务的任何标准仅作为

某一类参考，并以提供给出版人的信息为根据。因此，出版人不对关于住宿或服务的标准、类型或适用性作任何陈述或保证。

摄影：Frank Lane Pty Ltd、Visions of Victoria、澳大利亚旅游局、华勒比野生动物园、维多利亚公园管理局、大吉朗与贝拉林旅游局、大洋路地区旅游局、格兰屏旅

游局、巴拉瑞特地区旅游局及巴拉瑞特地区旅游局的 Tony Ev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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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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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之
旅

推
荐

第  1  天
墨尔本至大洋路

出发地： 墨尔本

过夜地： 坎贝尔港

距离： 279 公里

驱车一路西行，向着广阔无限的华勒比
（Werribee）平原进发，开启一段向往已久的旅
程。参加针鼹丛林漫游旅行社（Echidna 
Walkabout）的自然之旅，观赏自然栖息地的
考拉和袋鼠，然后探索吉朗海滨（Geelong 
Waterfront）波光粼粼的海湾区。

体验冲浪海岸的公路之旅，一路穿越托尔坎
（Torquay）和安格尔西（Anglesea），然后抵
达美丽的洛恩（Lorne）享用午餐。中途可绕道
前往奥特韦角灯塔（Cape Otway 
Lightstation），远眺壮丽的海景，在欣赏完十
二使徒岩（Twelve Apostles）迷人的落日美景
后，夜宿坎贝尔港的南大洋别墅（Southern 
Ocean Villas）。

第  2 天
大洋路至格兰屏

出发地： 坎贝尔港

过夜地：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距离： 大约 260 公里

探索大洋路纵横绵延的西部地区：美不胜收的
岛屿湾（Bay of Islands）、瓦南布尔的旗杆山
海事村（Flagstaff Hill Maritime Village）、塔
希尔（Tower Hill）雄伟的火山景观以及菲利港

（Port Fairy）美如画卷的渔村风光。

向北穿越广褒的农田，绕道汉密尔顿美术馆
（Hamilton Gallery），沉醉于浓厚的艺术氛围
中，然后前往皮埃尔角酒庄（Pierrepoint 
Wines）或霍尔斯加普庄园（Halls Gap 
Estate）品尝当地出产的葡萄酒。晚上入住霍
尔斯加普湖滨观光园（Halls Gap Lakeside 
Tourist Park）的小木屋——探索格兰屏国家
公园（Grampians National Park）的最佳基
地。

第  3  天
格兰屏至墨尔本

出发地：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过夜地： 墨尔本

距离： 大约 250 公里

驾车穿越更广阔的葡萄酒产区，前往著名的斯
塔韦尔（Stawell）、阿拉瑞特（Ararat）和巴拉
瑞特（Ballarat）。闻名遐迩的疏芬山

（Sovereign Hill）是淘金热历史的发源
地——这里拥有能让您玩上一整天的各种娱
乐活动。

早点出发，先去参观巴拉瑞特美术馆（Art 
Gallery of Ballarat），欣赏栩栩如生的艺术作
品，接着前往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Ballarat 
Wildlife Park），邂逅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最
后经西部高速公路，悠闲地开车返回墨尔本。

3  天  2  夜
墨尔本  – 大洋路  – 格兰屏 

墨尔本
坎贝尔港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巴拉瑞特

菲利港
墨尔本

279 公里 260 公里 250 公里 789 公里
全程

吉朗 洛恩 阿波罗湾

格兰屏国家公园里德瞭望台菲利港吉朗海滨风光

话题标签

#geelong #greatoceanroad 
#12apostles #grampians #ballarat 
#gstr #roadtrip

公路之旅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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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墨尔本至大洋路

出发地： 墨尔本

过夜地： 安格尔西

距离： 114 公里

沿王子公路驱车 30 分钟即可到达华勒比野生
动物园（Werribee Open Range Zoo），参加一
次露天的非洲旅行探险。驱车前往波光粼遴的
吉朗海滨，驾驶吉朗赛格威旅行社（Segway 
Geelong）的电动平衡车去探索美丽的海滨，
然后在餐厅区一边享用午餐，一边欣赏美景。沿
着冲浪海滩公路前往澳洲冲浪运动的精神家
园——托尔坎（Torquay），而后抵达安格尔西

（Anglesea）。

参观大洋路巧克力工厂（Great Ocean Road 
Chocolaterie），感受前所未有的巧克力体验；
或者跟着踏浪冲浪课程公司（Go Ride a 
Wave）学习冲浪，将自己的冲浪技能提升到更
高水平。夜晚下榻大洋路度假村（Great Ocean 
Road Resort），享受一个宁静的酣睡之夜。

第  2 天
大洋路至格兰屏

出发地： 安格尔西

过夜地：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距离： 大约 398 公里

从安格尔西（Anglesea）出发，沿海岸公路前
往阿波罗湾（Apollo Bay），中途可绕道佛雷斯
特啤酒公司（Forrest Brewing Company），
喝杯啤酒，消暑解渴。想要犒赏自己，不妨体验

一次激动人心的直升机观光飞行，从高空飞越
迷人的十二使徒岩（Twelve Apostles）和美丽
的海岸线，然后驱车前往瓦南布尔

（Warrnambool）。

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参观旗杆山海洋博物馆
（Flagstaff Hill Maritime Museum），了解神奇
的航海历史；或者参加个性化的丛林自然徒步
之旅，穿越变化多样的火山地貌，见识塔希尔

（Tower Hill）独有的沃古吉（Worn Gundij）土
著奇观。驱车穿越农田，向北行驶至霍尔斯加
普，然后下榻于 D’Altons 度假村景色怡人的丛
林度假胜地。

第  3  天
格兰屏至巴拉瑞特

出发地：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过夜地： 巴拉瑞特

距离： 大约 152 公里

广阔的格兰屏国家公园（Grampians National 
Park）可谓是早起者的天堂。沿着风景如画的
步道徒步旅行，邂逅各种野生动物，欣赏澳洲
的丛林风光。流连于令人赞叹的绝佳美景，在
霍尔斯加普酒店（Halls Gap Hotel）的小酒馆
内享用一顿可口的露台午餐。在前往巴拉瑞特

（Ballarat）的途中，您可以穿越点缀着无数葡
萄园的葡萄酒产区，拜访蓝宝丽丝酒庄（Blue 
Pyrenees Estate）或朗基吉兰山酒庄（Mount 
Langi Ghiran），品尝当地独有的葡萄酒。若
绕道前往克莱斯韦克毛纺厂（Creswick 
Woollen Mills），还可见到这里独有的羊驼，
购买作为当地特产的羊毛制品。

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Ballarat Wildlife Park）
拥有几十种本土动物，其中包括 100 多只放养
的袋鼠。晚上，凭疏芬山（Sovereign Hill）夜
间声光表演的贵宾套餐，即可享用可口晚餐、
饮品及尊享坐席。

第  4  天
巴拉瑞特至墨尔本

出发地： 巴拉瑞特

过夜地： 墨尔本

距离： 113 公里

花一个上午的时间探索巴拉瑞特美术馆（Art 
Gallery of Ballarat）的多层文化展厅，欣赏 
Lydiard 大街令人震撼的著名建筑。巴拉瑞特
植物园（Ballarat Botanical Gardens）坐落于
温德瑞湖（Lake Wendouree）的西侧湖岸，是
位于市中心的一处世外桃源，非常值得一游。
这里是野餐、观鸟以及乘坐复古电车的理想去
处。

从容返回墨尔本，沿高速公路绕道前往戴尔斯
福特（Daylesford）和赫本温泉（Hepburn 
Springs），在这里的水疗中心放松身心。

墨尔本

114公里 398公里 152公里 113公里 777公里
全程

吉朗 
阿波罗湾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巴拉瑞特

墨尔本
安格尔西

十二使徒岩

瓦南布尔

 公
路

之
旅

推
荐

  
| 

 4
 天

 3
 夜 话题标签

#geelong #greatoceanroad 
#12apostles #grampians #ballarat 
#gstr #roadtrip

4  天  3  夜
墨尔本  – 大洋路  – 格兰屏  – 巴拉瑞特

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华勒比野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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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墨尔本至女王崖

出发地： 墨尔本

过夜地： 女王崖

距离： 107 公里

沿王子公路驱车而行，经吉朗抵达美丽的贝拉
林半岛。您还可以体验一次海湾巡游之旅：或
乘坐海路渡轮从索伦托（Sorrento）前往女王
崖（Queenscliff），或搭乘菲利普港渡轮从墨
尔本港区（Docklands Melbourne）前往波塔
灵顿（Portarlington，仅限游客）。让 Wine 
Wheels 旅行社的专职司机带您四处游览，抑
或自驾探索当地的著名景点，例如 Jack 
Rabbit 葡萄园、鲁拉公园酒庄（Leura Park 
Estate）、飞砖苹果酒坊（Flying Brick Cider 
House）、Oakdene 庄园以及库列威斯高尔夫
会所（Curlewis Golf Club）。

独一无二的美食体验：登上澳大利亚首屈一指
的列车餐厅 The Q Train，享用包含六道菜的
精致美食。然后在距离海滩仅数米远的 BIG4 
灯塔度假村安顿下来，入住别墅或小木屋。

第  2 天
女王崖至大洋路

出发地： 女王崖

过夜地： 阿波罗湾

距离： 133 公里

沿公路向西行驶，探访托尔坎的澳大利亚国家
冲浪博物馆（Australian National Surfing 
Museum），并邂逅安格尔西高尔夫会所

（Anglesea Golf Club）的常住居民——袋鼠。
探索从洛恩（Lorne）到阿波罗湾（Apollo Bay）
的迷人海岸线，在泰迪观景台驻足远眺，欣赏
无限风光；或前往 Live Wire 公园或树顶探险
公园（Trees Adventure），体验精彩刺激的雨
林冒险活动。

在 Chris 餐厅一边享用美味佳肴，一边俯瞰迷
人海景，然后入住灯塔角海景别墅（Beacon 
Point Ocean View Villas），享受舒适的下榻
体验。

第  3  天
大洋路至格兰屏

出发地： 阿波罗湾

过夜地：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距离： 大约 351 公里

选择今天的探险项目：徒步探索大洋路步道
（Great Ocean Walk），或是沿着大洋路穿越奥
特韦国家公园（Otway National Park），来到
闻名遐迩的十二使徒岩（Twelve Apostles）。
绕道内陆，前往廷布恩精美冰淇淋店

（Timboon Fine Ice Cream），品尝当地最正宗
的冰淇淋，而后沿海岸线返回瓦南布尔

（Warrnambool），观赏海中嬉戏的鲸鱼（六月
至九月）。

向北穿越肥沃的农田，前往紧邻格兰屏国家公
园的敦克尔德（Dunkeld）。夜宿在环境清幽
的皇家邮政酒店（Royal Mail Hotel），在古香
古色的青石小屋里度过香梦沉酣的一夜。

第  4  天
格兰屏至巴拉瑞特

出发地：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过夜地： 巴拉瑞特

距离： 大约 152 公里

伴着清晨的阳光醒来，沿着公路或步道探索风
景迷人的格兰屏国家公园（Grampians 
National Park）——各种野生动物、壮观的
瀑布和不同时节的野花随处可见。参观布朗巴
克 – 国家公园与文化中心（Brambuk – The 
National Park and Cultural Centre），了解
这片土地所蕴藏的古老智慧，然后经由斯塔韦
尔（Stawell）和阿拉瑞特（Ararat）前往巴拉
瑞特（Ballarat），探访令人赞叹的澳洲丛林
和葡萄酒产区。驻足精品葡萄酒庄，品尝佳酿，
享用美食；或者前往疏芬山（Sovereign Hill），
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切身体验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淘金时代的生活。

晚上入住金矿区的澳洲农场住宿公司
（Downunder Farmstays），感受原汁原味的
农场生活。或者下榻 Craig 皇家酒店，在美术
馆餐厅（The Gallery）享用一顿奢华晚餐。

第  5 天
巴拉瑞特至墨尔本

出发地： 巴拉瑞特

过夜地： 墨尔本

距离： 113 公里

在离开金矿区之前，您还可以体验一次金矿遗
迹淘金探险之旅（Gold & Relics Gold 
Prospecting Adventures），用半天时间在巴
拉瑞特（Ballarat）周围美丽的澳洲丛林里寻
找闪耀的黄金。您永远不知道您会在地底下发
现什么。

在巴拉瑞特美术馆（Art Gallery of Ballarat）
踏上 iPod 之旅，探索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

（Ballarat Wildlife Park），近距离观赏各种野
生动物，或者再次拜访疏芬山（Sovereign 
Hill），体验更多有趣的淘金项目（午餐供应老
式的烘焙点心）。Lydiard 街上有许多美轮美奂
的古老建筑；巴拉瑞特植物园（Ballarat 
Botanic Gardens）和克莱斯韦克毛纺厂

（Creswick Woollen Mills）也非常值得一游。

位于戴尔斯福特（Daylesford）和赫本温泉
（Hepburn Springs）的水疗之乡将为您的公路
之旅划上一个圆满句号——这一地区以具有
养生功效的温泉闻名于世。按摩、美容护理和
水疗无疑是不容错过的享受。既然如此，何不
体验赫本洗浴与水疗中心（Hepburn 
Bathhouse & Spa）的养生环境与矿泉护理；
或享受萨卢斯温泉（Salus Spa）的焕活水疗
套餐？在维多利亚地区著名的休养胜地，您可
以下榻湖滨小屋（Lake House）——湖畔的自
然风光和极富盛誉的餐厅将带给您真正的奢
华体验。

墨尔本
女王崖

阿波罗湾

霍尔斯加普/敦克尔德

巴拉瑞特

墨尔本

107 公里 133 公里 351 公里 152 公里 113 公里 856 公里
全程

十二使徒岩

瓦南布尔

大洋路

5  天  4  夜
贝拉林半岛  – 大洋路  – 格兰屏  – 巴拉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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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onairport.com.au

通往澳大利亚
最完美旅游
目的地的门户

墨尔本
皇冠赌场

疏芬山

阿拉瑞特

格兰屏
国家公园

敦克尔德

汉密尔顿

菲利港

坎贝尔港

大奥特韦
国家公园

阿波罗湾

洛恩

十二使徒岩

阿瓦隆机场

大洋路（起点）

阿瓦隆机场是一个
更加便利的选择。

它距离著名的大洋路起点仅 30 分钟，
只需一小时即可抵达疏芬山，而且与
墨尔本皇冠赌场相去不过 40 分钟路
程。更重要的是，捷星航空公司在阿
瓦隆、悉尼、黄金海岸和阿德莱德都
运营着往返航班，所以选择阿瓦隆机
场就意味着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与金
钱。
据最新消息称，亚洲航空公司将于 
2018 年年底开通吉隆坡至阿瓦隆的
廉价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