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南威尔士州

精品自驾游 

畅享纯粹游玩乐趣，尽在新南威尔士州自驾游！从如画美景到野外生灵，

无限趣味，一路相随：这里有遍地是自然奇观的国家公园，也有令世人艳

羡的绝佳沙滩，还有可以倾诉无数动人故事的乡村小镇，都等待您一探究

竟。沿途更有葡萄酒庄、特色地方风味和美妙惬意的休憩之所，让您在游

玩之余尽情品味生活。行至新南威尔士州，不妨放慢脚步，在接连不断的

精彩奇遇中，感受这片土地的无尽魅力。

经典太平洋海岸自驾游 (The Legendary Pacific Coast) 

实用信息

• 从悉尼出发，驾车一路向北，途经风景优美的海岸，行至昆士兰州 
(Queensland) 的布里斯班 (Brisbane)。

• 还可乘飞机到纽卡素 (Newcastle)、百灵娜 (Ballina)、拜伦湾 (Byron 
Bay) 或黄金海岸 (Gold Coast)，然后租车自驾。

• 全程 940 公里 

推荐理由

从悉尼出发往北，沿着太平洋美丽的海岸线直到布里斯班，这条风景秀丽

的自驾线路为您呈现新南威尔士州最令人惊叹的景色。沿途连绵的冲浪海

滩、国家公园、起伏的内陆山脉和热情友好的村庄造就了一段完美的自驾

旅程。太平洋海岸自驾游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旅行体验，包括美食美酒、

勇敢探险、自然体验、古迹遗址等，包括如下主题行程： 

• 文化、艺术、遗产之旅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Trail) 

• 农场生态和美食美酒之旅 (Food and Wine and Farms’ Gate 
Journey) 

• 国家公园和州立森林自然之旅 (National Parks and State Forests 
Nature Trail) 

• 经典冲浪之旅 (Legendary Surfing Safari) 

• 背包客和打工度假之旅 (Backpacker and Working Holiday Trail) 

• 鲸鱼观赏之旅 (Whale Watching Trail) 

沿途景色和体验 
• 到中央海岸 (Central Coast) 的野生动物园或爬行动物公园游览，观

赏澳大利亚本土动物。 

• 在猎人谷 (Hunter Valley) 停留，品尝当地酒窖的佳酿，享用美味奶

酪。 

• 绕经巴克耶茨路 (Bucketts Way)，造访斯特劳德 (Stroud) 和格罗斯

特 (Gloucester) 这两座古老的村庄。  

中央海岸，诺拉角灯塔 (Norah Head lighthouse）
经典太平洋海岸自驾游

冲浪者，雷诺克斯角 (Lennox Head)  
经典太平洋海岸自驾游 

考夫斯海岸，孤岛海洋公园

图片来自考夫斯海岸市场营销部，由新南威尔士州

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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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经西南岩 (South West Rocks)，前往烟角灯塔 (Smoky Cape 
Lighthouse) 欣赏海景，还可以参观历史悠久的审判湾监狱 (Trial 
Bay Gaol)。 

• 往内陆探访贝林根 (Bellingen) 小镇，接着继续驾驶至至多里戈国家

公园 (Dorrigo National Park)，游览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雨林和

瀑布。 

• 畅游考夫斯海岸 (Coffs Coast)，尝试皮划艇或学习冲浪，体验雨林

高尔夫，或者前往孤岛海洋公园 (Solitary Islands Marine Park) 潜水。  

• 在班加罗 (Bangalow) 稍作停留，逛逛商店或享用午餐，随后驾车经

过绿意盎然的滨海牧场前往拜伦湾 (Byron Bay)。 

• 顺道游览堤维德河谷 (Tweed River Valley)，参观负有盛名的世界遗

产国家公园 (World Heritage National Park)。 

必游之地

• 前往位于中央海岸雪松谷 (Yarramalong Valley) 的树顶探险乐园，

体验索道滑行过山车。   

• 在纽卡素北部的斯托克顿沙丘 (Stockton Sand Dunes)，体验精彩刺

激的四驱车之旅或四轮摩托车探险。  

• 在猎人谷乘坐热气球，俯瞰葡萄园的晨曦美景。 

• 在史蒂芬斯港 (Port Stephens) 搭乘游轮观赏海豚。 

• 在米亚尔湖国家公园 (Myall Lakes National Park) 的湖泊和澙湖中

乘船游览、游泳和划皮划艇。  

• 在多里戈国家公园，体验雨林之上全长 70 米的空中漫步 (Skywalk)。 

• 登上拜伦湾灯塔 (Byron Bay Lighthouse)，欣赏壮丽的太平洋日出。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包括不容错过的旅游产品，请访问： 

www.pacificcoast.com.au，或点击下载官方旅游及产品指南（简体中文

版）。 

蓝色海洋路 (Grand Pacific Drive) 自驾游：从悉尼到卧龙岗，

以及更远的远方，精彩无止尽…… 

实用信息

• 蓝色海洋路自悉尼皇家国家公园 (Royal National Park) 出发，一路

向南，途经卧龙岗 (Wollongong)、蚬壳港 (Shellharbour) 以及凯阿

玛 (Kiama) 三座沿海城市，最终到达诺拉 (Nowra)。  

• 全程 140 公里，游客还有机会深入游览美景如画的南部高地 
(Southern Highlands)、南部海岸 (South Coast) 以及堪培拉 
(Canberra)，之后启程返回悉尼，或继续前往墨尔本 (Melbourne)。 

推荐理由 
蓝色海洋路自雨林和沿海村镇穿梭而过，您可沿途饱览海岸线上的绝佳风

景，其中最精彩的亮点当属全长 665 米的海崖大桥 (Sea Cliff Bridge)，可

以观赏太平洋的绝美风景。蓝色海洋路终点位于诺拉 (Nowra) 以北的博马

德里 (Bomaderry) 小镇，游客可由此深入内陆前往南部高地，或继续向南

自驾穿过圣海伦娜 (St Helena)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水肺潜水，尼尔森湾 (Nelson Bay)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Grenville Turner 
所属公司：Wildlight Photo Agency 

蓝色海洋路，海崖大桥 
图片由卧龙岗旅游局 (Tourism Wollongong) 提供  

在凯阿玛垂钓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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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acificcoast.com.au/
http://pacificcoast.com.au/wp-content/uploads/pdfs/The-Legendary-Pacific-Coast-International-Product-Planner-Chinese-2015.pdf
http://pacificcoast.com.au/wp-content/uploads/pdfs/The-Legendary-Pacific-Coast-International-Product-Planner-Chinese-2015.pdf


行驶，沿王子高速公路 (Princes Highway) 体验悉尼至墨尔本海岸自驾游 
(Sydney Melbourne Coastal Drive)。 

沿途景色和体验   
• 前往皇家国家公园，在这座世界上第二大古老的国家公园，您可以

探索雨林，途经溪流，造访隐秘的沙滩和令人惊叹的砂岩岬。 

• 租一艘小船或皮划艇前往奥特利 (Audley) 的历史船坞，还可以在这

里享受野餐的乐趣。 

• 在巴尔德山观景台 (Bald Hill Lookout) 稍作停留，纵览从斯坦维尔

山 (Stanwell Tops) 沿着海岸线的绝美风光。 

• 游览著名的奥斯汀莫海滩 (Austinmer Beach) 和岩池。 

• 在卧龙岗海港 (Wollongong Harbour) 和弗拉格斯塔夫山(Flagstaff 
Hill) 漫步，欣赏鳞次栉比的渔船与伫立其间的灯塔。 

• 登临 468 米高的凯拉山观景台 (Mt Keira Lookout) 俯瞰自然风光，

或在丛林步道上饱览沿途风光。 

• 在米纳姆拉雨林 (Minnamurra Rainforest) 的木板小径上徒步旅行，

观赏本土鸟类和绝佳美景。 

• 前往凯阿玛喷水洞，一个自然形成的岩石，海浪拍打岩石可以激起

超过 20 米高的水花，非常壮观。 

必游之地  
• 在斯坦维尔山上搭乘悬挂式滑翔机欢乐畅游。 

• 参观南半球最大的佛教寺庙。 

• 在海崖大桥上漫步，大桥南端设有停车场。 

• 在奥斯汀莫海滩的海边畅游。 

• 体验从北卧龙岗海滩 (North Wollongong Beach) 上空 4600 米跳伞

的乐趣。 

• 品尝啤酒，参观当地小啤酒厂。 

• 在依拉瓦拉 (Illawarra) 体验树顶漫步和高空滑索，欣赏令人惊叹的

美景。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包括不容错过的旅游产品，请访问 ：
www.grandpacificdrive.com.au，或点击下载国际旅游产品手册。 

悉尼至墨尔本之旅 (Sydney Melbourne Touring)：悉尼至墨

尔本海岸自驾游 (Sydney Melbourne Coastal Drive) 

实用信息  
• 从悉尼至墨尔本沿海岸线向南行驶。 

• 全程 1033 公里。 

推荐理由  
悉尼至墨尔本海岸自驾游 (Sydney Melbourne Coastal Drive) 从蓝色海洋

路 (Grand Pacific Drive) 开始，继续向南行驶，途经风光秀丽的海边小镇、

历史悠久的村、静谧的沙滩和海湾，遗迹 30 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自驾途中，游客还有机会品尝澳大利亚最顶级的的奶酪、佳酿和新鲜海味。 

海崖大桥 
图片由卧龙岗旅游局提供 

悬挂式滑翔，斯坦维尔公园 (Stanwell Park) 图片

由卧龙岗旅游局提供 

袋鼠谷 (Kangaroo Valley) 自驾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杰维斯湾，长滩 (Long Beach) 
杰维斯湾海豚观赏巡游 

更新至 2015 年 5 月 1 日  

皇家国家公园 
图片由卧龙岗旅游局提供 

http://www.grandpacificdrive.com.au/
http://www.grandpacificdrive.com.au/media/routes/56/routeparagraphdownload/80/1088/1334262-13GPDInboundManual%20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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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景色和体验

• 在海滨小镇凯阿玛 (Kiama) 停下来尝尝炸鱼薯条。凯阿玛周边拥有

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著名景点喷水洞颇有特色。

• 在贝瑞 (Berry) 品尝新鲜土产，享用获奖餐厅的美食。贝瑞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村庄，四周环绕着奶牛牧场，牧草茂繁。

• 经停杰维斯湾 (Jervis Bay)。杰维斯湾以纯净洁白的沙滩、丰富的海

洋生物而闻名遐迩。

• 游览位于巴特曼斯湾 (Batemans Bay) 北部的穆拉玛兰国家公园

(Murramarang National Park)。和沿线许多其他国家公园一样，穆

拉玛兰国家公园毗邻沙滩，是冲浪、垂钓和散步的绝佳场所。

• 在靠近纳陆玛 (Narooma) 海岸的穆塔古岛 (Montague Island) 观赏

澳大利亚海狗、企鹅和当地鸟类。

• 参观迪巴中部 (Central Tilba) 的艺术和手工艺品艺廊，徒步登上德

罗姆戴瑞山 (Mt Dromedary) 之巅。

• 在伊顿 (Eden) 观赏鲸鱼或野生动物，或者游览米莫萨国家岩石公园

(Mimosa Rocks National Park)。

必游之地

• 来到米纳姆拉雨林 (Minnamurra Rainforest)，在亚热带雨林的木板

路和自导式步道上漫步。

• 从杰维斯湾的赫斯基森 (Huskisson) 体验海豚观赏巡游。

• 在莫果动物园 (Mogo Zoo) 观赏大型猫科动物，以及小熊猫、环尾狐

猴等濒危物种。

• 观赏在穆拉玛兰国家公园沙滩上嬉戏的东部灰袋鼠。

• 在贝加 (Bega) 享用广受赞誉的当地奶酪。

• 从贝玛圭 (Bermagui) 海岸出发去深海垂钓黄鳍金枪鱼和黑枪鱼。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包括不容错过的旅游产品，请访问：
www.sydneymelbournetouring.com.au  

悉尼至墨尔本之旅 (Sydney Melbourne Touring)：悉尼墨尔

本历史遗迹自驾游 (Sydney Melbourne Heritage Drive) 

实用信息

• 内陆自驾游，从悉尼出发，经堪培拉南行至墨尔本。

• 全程 1033 公里。

推荐理由

从悉尼至墨尔本的这段内陆自驾线路，可以让您饱览澳大利亚的历史遗迹，

以及变化各异的迷人风景，包括富饶的农场、苍翠繁茂的国家公园、白雪

皑皑的高原地区，以及气势磅礴的墨累河 (Murray River)。了解一下澳大

利亚的拓荒历程，从早期殖民者和牧民到后来的淘金者和水路贸易商人；

游览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 (Canberra)，这里不仅坐落着国会大厦，还有

各类国家珍宝。您还能品尝美酒、奶酪和鲜果，感受这片土地的不同风味。

这段自驾线路有三大主题行程，包括美食美酒、历史遗迹和文化体验。

凯阿玛，南部海岸房车露营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杰维斯湾，垂直角 (Point Perpendicular) 
图片由杰维斯湾野生动物巡游公司 (Jervis Bay 
Wild) 提供 

南部海岸，凯阿玛海岸步道 (Kiama Coast 
Walk)，米纳姆拉海角 (Minnamurra Headland),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杰林冈自驾 (Gerringong)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水果店，费兹罗瀑布 (Fitzroy Falls)  
图片由南部高地旅游局 (Tourism Southern 
Highlands) 提供 

http://www.sydneymelbournetourin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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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景色和体验 
• 参观位于鲍勒尔 (Bowral) 的布拉德曼国际板球名人堂 (Bradman 

International Cricket Hall of Fame)，了解板球的知识与传奇故事。 

• 徜徉位于南部高地 (Southern Highlands) 的地衣谷 (Moss Vale) 、
米塔贡 (Mittagong) 等村庄的各类艺术和古董画廊。 

• 参观古尔本 (Goulburn) 的铁路遗产中心 (Rail Heritage Centre)，欣

赏此地丰富的工业遗产。遗产中心内扇形车库的运作展示和保留下

来的各种火车头一定会让铁路爱好者大饱眼福。 

• 参观“大美利奴羊” (Big Merino)，这座巨羊建筑高度达 15 米，里

面设有澳大利亚 200 年羊毛历史的展览。同时是购买上等澳大利亚

美利奴 (Merino) 羊毛产品和礼品的绝佳机会。 

• 看看冈德盖 (Gundagai) 著名的“食物盒上的狗”(Dog on a 
Tuckerbox) 雕塑，这是为纪念那些历经艰辛得以定居于此的欧洲开

拓者而创作的纪念碑。 

• 进入名为“皇家海军奥特韦”(HMAS Otway) 的 O 级潜艇参观，了

解澳大利亚的潜艇历史、探寻其与霍尔布鲁克 (Holbrook) 这座内陆

小镇之间的历史渊源。 

• 在桉树成荫的墨累河岸垂钓有名的墨瑞鳕 (Murray cod)。 

• 经本迪戈 (Bendigo) 继续驱车前往墨尔本。 

必游之地 
• 在古尔本酿酒厂 (Goulburn Brewery) 享用沁人心脾的啤酒，这家酿

酒厂自 1840 年就开始运营。 

• 在宾根多尔木制艺术品展馆 (Bungendore Wood Works Gallery) 观
赏用澳大利亚原木制作的瑰丽艺术品和精美家居用品。 

• 来到位于霍尔 (Hall) 的偷猎者厨房餐厅 (Poachers Pantry) 享用美食。

这座乡村烟熏风味餐厅向众多获奖餐厅提供美味可口的烟熏美食。

餐厅内还有一家咖啡厅和葡萄园，是自驾途中享用午餐的绝佳休憩

点。 

• 参观位于堪培拉的澳洲国立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领略出自当地和国际艺术家之手的一系列艺术作品的魅力。 

• 参观奥尔伯里图书博物馆 (Albury’s Library Museum) 的各类互动展

览，了解当地有关土著、早期开拓和移民的历史。 

• 参观位于班迪亚那 (Bandiana) 的军队博物馆 (Army Museum)，或

者位于邦吉拉 19 街区靠近沃东加小城 (Block 19, Bonegilla, near 
Wodonga) 的“移民历史”(Migrant Experience) 公共纪念地。 

• 登上明轮蒸汽游船，游览墨累河的美丽风光。 

• 在靠近新州边界的亚拉沃加 (Yarrawonga) 尽享高尔夫运动的无穷乐

趣。这个锦标赛级球场共有 45 个球洞，让您在挑战球技的同时还可

以享受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包括不容错过的旅游产品，请访问： 
www.sydneymelbournetouring.com.au  

 

冈德盖乡村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南部海岸，杜拉斯森林 (Durras Forest)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巴尔马州立森林 (Barmah State Forest)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山地骑行，高山路 (Alpine Way)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http://www.pacificcoas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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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伍兹库高山路线自驾游 (Kosciuszko Alpine Way)  

实用信息 
• 从堪培拉经雪山区 (Snowy Mountains) 高地和库斯伍兹库国家公园

(Kosciuszko National Park) 行驶至墨累河 ((Murray River)。 

• 路线特点：展现历史风貌、充满无限魅力、观赏绮丽风光与壮观景

色。 

• 全程 441 公里。 

• 可与悉尼至墨尔本自驾路线结合。 
 
推荐理由 
库斯伍兹库高山路线自驾游可以给您非同寻常的旅行体验。这条路线蜿蜒

穿过古雅的乡村小镇和高山地区村庄，可以尽享雄伟壮丽的山脉和波光粼

粼的河流风光。 
 
沿途景色和体验 

• 品尝当地出产的牛肉、羊肉和鲑鱼。 

• 登上库玛 (Cooma) 西部的格莱斯顿山 (Mt Gladstone) 观景台，从雪

山之巅俯瞰，美景一览无余。 

• 徜徉众多美术馆，欣赏当地手工艺品。 

• 在金德拜恩湖 (Lake Jindabyne) 游玩，可以滑水、划独木舟、玩帆

船和垂钓。   

• 品尝由斯雷德博谷 (Thredbo Valley) 当地种植的水果酿造而成的纯

正水果杜松子酒。 

• 在风景如画的斯雷德博村 (Thredbo Village) 赏雪，前往滑雪场体验

滑雪。雪季从 6 月开始，直至 10 月。 

• 在澳大利亚海拔最高的高尔夫球场挥杆，俯瞰斯雷德博河 (Thredbo 
River) 的美景。 

• 在库斯伍兹库国家公园漫步 ，欣赏澳大利亚唯一的冰川湖群，春季

里还可以寻觅美丽独特的野花。 

• 驻足斯卡梅尔斯山坡 (Scammell's Spur) 观景台，欣赏的主山脉雄伟

壮阔的景色。 

• 在山脉中或周围的河流、湖泊和水坝尝试用飞蝇钓鱼。  

必游之地 
• 欣赏澳大利亚山区畜牧家族第四代传人的精彩马术。 

• 攀登至澳大利亚最高峰——库斯伍兹库山 (Mount Kosciuszko) 的巅

峰，从斯雷德博 (Thredbo) 缆车的最高处步行两小时便可抵达。 

• 骑马、步行或驾驶四轮摩托车游览雪山区。 

• 游览位于库玛 (Cooma) 和坎科本 (Khancoban) 附近的雪山水力发电

公司游客中心 (Snowy Hydro Visitor Centres) ，了解这一大型水力

发电项目，它包括 7 座发电站、16 座大坝和 140 公里的跨山隧道。 

• 前往位于沼泽平原河 (Swampy Plains River) 河畔的吉黑 (Geehi) ，
这里是一个绝佳野餐地，山脉西面从山顶到山脚的美景一览无遗，

更有机会与袋鼠亲密接触。 

 
自然风景, 高山路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库斯伍兹库国家公园漫步 
拍摄者 

 

雪山区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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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包括不容错过的旅游产品，请访问：
alpineway.snowymountains.com.au/

大蓝山自驾游 (Greater Blue Mountains Drive) 

实用信息

• 大蓝山世界遗产区 (Greater Blue Mountains World Heritage Area)
四处环绕着许多驾车路线和探索山道，相互连通，任您选择。

• 占地 10000 平方公里的世界遗产区包括瓦勒迈 (Wollemi) 国家公园、

燕勾 (Yengo) 国家公园、石园林 (Gardens of Stone) 国家公园、蓝

山 (Blue Mountains) 国家公园、卡南格拉-博伊德 (Kanangra Boyd)
国家公园、纳泰(Nattai) 国家公园、瑟米尔湖 (Thirlmere Lakes) 国
家公园和珍罗兰喀斯特地貌保护区 (Jenolan Karst Conservation
Reserve)。

• 从悉尼到蓝山交通便利，途经霍克斯布里谷 (Hawkesbury Valley)、
南部高地 (Southern Highlands) 地区或蓝山的格兰布鲁克

(Glenbrook)。

推荐理由

探索小镇村庄、山川丛林和原野，参观博物馆和酿酒厂，邂逅野生动植物。

乡村集市，植物奇观，灌木横生，涓涓溪流……美景无限。

大蓝山自驾游线路包括 18 条与主干道分离的探索山道 (Discovery Trails)，
每一条都将让您体验独特的奇妙旅程。路径之间连通的纽带是构成大蓝山

世界遗产区的各个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从上亨特 (Upper Hunter) 延伸到麻

吉 (Mudgee)、古尔本 (Goulburn)、南部高地 (Southern Highlands) 直至

霍克斯布里 (Hawkesbury) 。 

沿途景色和体验

• 在安南山 (Mount Annan) 的澳大利亚植物园 (The Australian
Botanic Garden) 寻觅各种本土植物和鸟类。

• 观赏标志性的三姐妹峰 (Three Sisters)，在回声角 (Echo Point) 观
景点俯瞰杰米逊谷 (Jamison Valley) ，壮丽全景尽收眼底。

• 在瑟米尔 (Thirlmere) 参观澳大利亚最大最古老的铁道博物馆。

• 游览珍罗兰洞 (Jenolan Caves)，探索由地下河流雕刻出的钟乳石石

灰岩峡谷迷宫。

• 在库拉京 (Kurrajong) 的路边小摊购买杏、桃、苹果和鳄梨等时令水

果。

• 骑着山地自行车沿卡通巴 (Katoomba) 的 Narrowneck 山径前行，也

可以沿着伍特伍德-格兰布鲁克橡树小径 (Woodford-to-Glenbrook
Oaks Trail) 惬意骑行。

• 在当地土著导游带领下体验“梦之路”(Aboriginal songlines) 丛林

漫步，了解原住民文化中“梦之路”的由来及其精神意义。

• 搭乘随上随下的观光巴士，欣赏卡通巴 (Katoomba) 和鲁拉 (Leura)
的旖旎风光。

• 徜徉在圣奥尔本斯 (St Albans)、卧龙比 (Wollombi) 和布洛克

(Broke) 等村庄中，感受历史建筑的独特韵味。

蓝山风景世界 (Scenic World Blue Mountains)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蓝山，三姐妹峰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苹果丰收，比尔宾 (Bilpin)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葡萄，猎人谷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http://alpineway.snowymountain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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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游之地 
• 参观大北路 (Great North Road)，这条路由监狱劳工建造的世界遗

产，连接着悉尼和猎人谷葡萄酒产区。 

• 欣赏世界第二大峡谷——卡帕提谷 (Capertee Valley) 的壮丽景色。 

• 欣赏托玛山蓝山植物园 (Blue Mountains Botanic Gardens Mount 
Tomah) 的“活化石”——瓦勒迈松 (Wollemi Pine)。 

• 在格兰布鲁克 (Glenbrook) 附近的尤里卡露营和野餐区 (Euroka 
Camping and Picnic Area) 寻觅袋鼠的踪迹。 

• 在卡通巴 (Katoomba) 的回声角 (Echo Point) 观景台和布莱克希斯 
(Blackheath) 的戈维特斜坡 (Govetts Leap) 观景台眺望原始旷野。 

• 在沃根谷 (Wolgan Valley) 的土著黑人手印石 (Blackfellows Hand 
Rock) 欣赏土著岩石艺术。 

• 在卡通巴体验世界上最陡峭的铁路。 

• 参观麻吉 (Mudgee) 和上亨特 (Upper Hunter) 的葡萄酒庄。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包括不容错过的旅游产品，请访问： 
www.greaterbluemountainsdrive.com.au  

新南威尔士州自驾注意事项

所有主要汽车出租运营商都在悉尼机场 (Sydney Airport)、悉尼市和近郊各

处设有办事处。很多运营商在州内主要城镇也有地区租车站。 

请牢记 

• 在澳大利亚，车辆靠道路左侧行驶。 

• 所有驾驶员和乘客必须始终系上安全带。 

• 所有驾驶员在驾驶期间必须持有有效驾照。 

在澳大利亚自驾时间计划不超过三个月的国际游客，可使用有效的本国驾

照，但必须是英文。如果国际游客所持的本国驾照不是英文，则需要提供

经官方认证的英文译本或国际驾照。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国际游客驾照要求

的详情，请访问： 

www.rms.nsw.gov.au/roads/licence/visiting-nsw.html 

很多进出悉尼的主要道路都是收费公路，大部分不接受现金支付。大多数

主要汽车出租公司（Avis、Budget、Europcar 和 Thrifty）会在租车协议中

提供电子缴费方案。 

游客也可在新南威尔士州公路与海事服务局 (Roads and Maritime Service 
NSW) 获取短期电子缴费通行证。电子高速公路用户通行证 (Electronic 
Motorway User Pass) 非常便捷，可在长达 30 天的时间内在悉尼收费公路

通行，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ms.nsw.gov.au/emupass 

如需了解悉尼高速公路和收费公路信息，请访问： 
http://sydneymotorways.com/visitorfastfacts.html 

 

背包客，拜伦湾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不详 

 
葡萄园，猎人谷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情侣，苏塞克斯水湾 (Sussex Inlet)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提供 
拍摄者 

http://www.greaterbluemountainsdriv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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