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斯马尼亚三日自驾游 

 

塔斯马尼亚位于澳大利亚最南端，西临印度洋，东濒太平洋的塔斯曼海，北隔深不及 60 米的巴斯海峡，与

澳大利亚大陆隔海相望，誉为“世界的尽头”。这个面积仅 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上有 18 个国家公园，40%

的地区被列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 

在塔斯马尼亚，浓郁的英国殖民色彩，古老的历史名镇和教堂，给人时空错置的感觉；纯净的空气水土滋

养出醉人的葡萄美酒和海鲜美食；连绵的丘陵、山谷、高原、火山和陡峭的海岸，自驾是游览塔斯马尼亚

最最经典的选择。塔斯马尼亚的景色层次分明又多变，几十分钟的车程却可以看到地貌从雨林山谷变成高

地湖泊再变成绵长的白色海滩，处处充满惊喜.随心所欲的选择到处停留,暂且忘掉匆忙的都市生活,放慢车

速享受这片世外桃源,这片出尘乐土将让你留下毕生难忘的愉快回忆。 

塔斯马尼亚到底有多美?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来的“全球著名旅游岛屿”榜单，在榜单上，塔斯马尼亚排名第

15，而国人熟悉的马尔代夫、希腊圣托里尼仅排名第 69。 

 

为您精心挑选了最具特色的塔斯马尼亚4天3晚自驾之旅,从南部门户霍伯特出发(A),足迹贯穿南部古老的

亚瑟港(B),东海岸唯美的酒杯湾(D),中部神秘的摇篮山(F),最后由北部门户朗塞斯敦(G)离开这片净土 

 

 

 

 

 



第一天 

 

Hobart/Port Arthur/ Hobart 

行驶时间:90分钟(单程) 

 

吃过早饭后可以在塔斯马尼亚首府-霍巴特逛一逛,，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依偎在威灵顿和大海

的怀抱中。白色沙滩环绕，市中心是历史性的建筑，这座澳洲第二古老的城市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 

去参观一下该地区上等的葡萄园 －靠在酒窖门上呷一口葡萄酒，或在漂亮的酒厂饭店里品尝用新鲜的塔斯

马尼亚农产品做成的单点菜。 

途经距离霍伯特 24 公里外的里奇蒙小镇。这里保留有澳大利亚历史最久的石桥、教堂、监狱，同时还是盛

产葡萄酒与气泡酒的酒乡，酿酒历史已有近 200 年 

 

 

午饭后之后前往亚瑟港(行驶时间 1.5 小时)，参观“全世界风景最美的监狱”， 亚瑟港因为难得的地理环境，

三面环水，且是茫茫大海，唯一的进出要道又是不足百米宽的“鹰脖地峡”，颇有几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气势，因此在 19 世纪的时候，这里就是英国和爱尔兰流放判刑最重囚犯的地方。而如今的亚瑟港，固然

还打着“监狱”这一旅游旗帜，但更多的游人是被美景与监狱这两者间巨大的反差而吸引来。 

在港口漫步，优美的风景会令人流连忘返。如果有时间，建议要参加塔斯马半岛半天海上游(Tasman Island 

Cruise)欣赏海洋生态和海岸线的壮丽景色。 



  

 

当晚返回霍伯特,晚餐一定要品尝当地有名的生蚝。由于塔斯马尼亚距离南极洲极近，这里生蚝生活的海域

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纯净的海域，几乎没有污染，因此生蚝的美味也自然是顶级水准。 

 

 

主要景点推荐： 

� 莎拉曼卡集市（Salamanca Market）：被誉为南半球最大的集市，每个星期六早上 8时半到下午 3时 

� 里启蒙小镇（Richmond）： 《再一次心跳》的情定之地，古老的石桥与澳洲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 历史遗迹亚瑟港（Port Arthur）,澳洲保存最完好的监狱古迹，在美景中回味历史。 

� 登上 48 米高的塔胡恩空中走道(Tahune AirWalk)，享受在树顶漫步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 Barilla Bay 生蚝养殖场，品尝刚从海里捞出来的鲜美。 

� Tas Live Abalone 鲍鱼厂挑选各类鲍鱼制品，世界顶级水准的鲍鱼制品。 

� Mona 古典与现代艺术馆，数以千计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藏品。 

� 参加三小时的半天塔斯曼半岛海上游(Tasman Island Cruise),奇妙的旅程尽览雄伟壮观的海岸线,前

往南太平洋接近南极的水域近距离观看聚集成群的海报,海豚,鲨鱼,海鹰等. 

� 速乐果园(Sorell Fruit Farm)亲手采摘时令鲜果，感受最新鲜的滋味。 

� 波诺郎野生动物疗养院(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近距离接触塔斯马尼亚恶魔与澳洲特有动物 

� Curringa Farm 农庄之旅，下塌农庄小屋体验农庄生活 

 

 

入住酒店: OLD WOOLSTORE APARTMENT/HOTEL http://www.oldwoolstore.com.au/ 

或同级 

 

 

 

 

 

 

 

 

 

 

 

 

 



第二天 

Hobart/Freycinet national park 

行驶时间:180分钟 

 

早饭后,驱车前往东海岸的弗雷辛国家公园。渔村小镇、小企鹅、长白沙滩、酿酒庄、国家公园和深山峡谷

是你在塔斯马尼亚东海岸处处可见的风光精致，是远离尘世烦嚣体验自然纯美的首选。 

这里集中了塔斯马尼亚东海岸上最美的几个海湾：蜜月湾、寇思湾、酣睡湾……每一个都是可以令人屏住呼

吸的美景，因为在蓝天白云下，蔚蓝的海水与白色沙滩、多彩礁石相伴，一个个都仿佛遗世独立般存在。

而在这诸多的海湾中，景色最美、名气最大的一个就是被多次评为“世界十大最受欢迎海滩”的酒杯湾。酒

杯湾之所以名气大，很大一个原因是和它漫长的海岸线有关。从山顶的观景台看下去，绵延 30 公里的弧形

蓝白海湾仿佛一个新月。傍晚时记得与爱人去酒杯湾的沙滩上，静静欣赏日落时的壮丽。 

 

弗雷辛国家公园内的很多美景光“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亲身参与其中才过瘾。这里能体验到的活动项目

有很多，出海观鲸鱼、参观喂养神仙企鹅和黑天鹅、在向导带领下穿越袋鼠、鹦鹉随处可见的森林等活动。 

 



主要景点推荐：  

� 凯丝莓乐园（Kate’s Berry Farm），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类的莓类出产。 

� 酒杯湾观景台（Wineglass Bay Lookout），完美半圆的白色沙滩托着一杯蓝色海洋，是全球十佳海

滩 

� 参加 Freycinet Sea Cruises，漫游酒杯湾，享受当地新鲜生蚝、奶酪和佳酿的美味游船之旅。 

� 火焰湾(Bay of Fires)，在粉红色花岗岩包围着白色海滩的壮丽景色中度过悠闲的午后时光。探索沿

岸野生生态奇观。 

 

入住酒店: DIMOND ISLAND RESORT http://www.diamondisland.com.au/ 或同级 

 

 

 

 

 

 

 

 

 

 

第三天 

Freycinet national park/ Cradle Mountain-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 

行驶时间:240分钟 

 

 

 

 



早晨可以去健行，登山 1个半小时候抵达建在山顶的瞭望台，从这儿可以一窥酒杯湾全景，特别漂亮。接

下来出发前往西南地区的摇篮山国家公园,这是塔斯马尼亚世界遗产地区的重地，这里人迹罕至，仍然保留

着处女温带雨林的原始地貌。摇篮山则是自然遗产瑰宝，徒步爱好者的天堂。 

 

 

 

 

主要景点推荐： 

� 夜探摇篮山之旅 Spotlight tour，用大光灯寻找动物的踪影，感受与白天不一样的刺激。 

� 在鸽湖(Dove Lake)细看令人陶醉的美景,这里是漫步的好地方,你可选择骑车环湖欣赏美景,也可登上

摇篮山静谧秀美的山峰 

� 蜂蜜农场(The Honey Farm)品尝和挑选蜂蜜产品，来一次甜蜜之旅 

� 壁画小镇莎菲镇（Sheffield：寻找陈奕迅绘画的壁画， 

� 在九月到十月欣赏桌角(Table Cape)盛放的郁金香花海， 

 

入住酒店: CRADLE MT. CHATEAU OR CRADLE MT. LODGE http://www.cradlemountainchateau.com.au/ 

或http://www.cradlemountainlodge.com.au/   或同级 

 

 

 

 

 

 

 

 

 

 

 

 



第四天 

Cradle Mountain-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Launceston 

行驶时间: 150分钟 

 

 

 

之后驱车开往朗塞斯顿，这是塔斯马尼亚的第二大城市，是前往「塔斯」北部的要塞。她拥有维多利亚式

的建筑和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旧日历史的氛围。建议在朗塞斯顿做一次游船，沿途可以包揽城中各类建

筑。而距离城市只有15分钟，便可到达卡德奈特峡谷保护区(Cataract Gorge Reserve) ，乘坐索道吊车饱

览四面环山的峡谷，或者在海滨路上漫步到旧城海港(Old Launceston Seaport)。 

 

 

主要景点推荐：  

� 卡德奈特峡谷保护区(Cataract Gorge Reserve)距离朗塞斯顿只有 15 分钟，乘坐索道吊车可饱览四

面环山的峡谷。 

� 塔马谷（Tamar Valley）向北开车 10 分钟，就会到达塔省极具盛名的酿酒窖—。 

� 薰衣草园（Bridestowe Lavender Farm）在 12 月到 1月会让你陶醉于纯粹的草本馨香， 



� 在 Tasmanian Gourmet Sauce 美味酱汁及 Tasmanian Honey Company 可以品尝塔省独有的革木蜂蜜的

甜蜜、和各种酸、咸、辣、鲜的酱料。 

� 畅游海马养殖场(Seahorse World)和鸭嘴兽之家(Platypus House)，看看古老而又有趣的哺乳动物和

全世界最多种类的海马。 

� 玛拉库坝山洞(Marakoopa Cave)，探索山洞顶部的石笋、流入地底的淙淙小溪和宛如繁星闪烁的萤火

虫 

� 圣诞山木莓果园(Christmas Hills Raspberry Farm)亲手采摘树上莓果，品尝爱克斯奶酪厂(Ashgrove 

Cheese Farm)的英式奶酪 

� 41 ° South Aquaculture 学习鲑鱼饲养过程，品尝花旗和高丽人参 

� 到访充满瑞士风味的瑞士村(Grindelwald)，在环境优美的小村镇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享受一个悠然

下午。 

 

 

 

 

旅行须知及注意事项： 

四季分明： 

 

 

夏天(12 月至 2月) 

白天温暖而晴朗，下午海风轻轻拂面，送来悠长的黄昏。平均气温最高 21 摄氏度，最低 12 摄氏度。 

秋天(3 月至 5月) 

白天明亮，天空蔚蓝，夜晚凉爽宜人。秋日的缤纷色彩令人眩目。平均气温最高 17 摄氏度，最低 9摄氏度。 

冬天(6 月至 8月) 

白天明亮而干爽，山峰皑皑白雪。平均气温最高 12 摄氏度，最低 5摄氏度。 

春天(9 月至 11 月) 

早晨气候凉爽，下午渐渐变得温和。田野和花园绽放着鲜花和蓓蕾。平均气温最高 17 摄氏度，最低 8摄氏

度。 

我们建议您多层着衣，随身携带一件轻雨衣、一件保暖的外套或者抓毛衣和适合步行的鞋子。 

夏令时间 

塔斯马尼亚采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从 10 月到 3月的夏令时分，请将时钟调快一小时。 

 



 

 

 

 

自驾费用包含 

丰田佳美或同级4门轿车,无限行驶公里数,车辆保险,GPS导航 

费用不包含 

押金,汽油费,过路费,人身保险,景点门票,及其它额外费用 

自驾线路图:  

 

取车路线: 

 

A:提取车地址: 122 Harrington Street  Hobart (Hobart) , Tasmania  Australia 

B:Hobart入住酒店: OLD WOOLSTORE APARTMENT(Hobart), Tasmania  Australia 

 

 

 

 

 



 

车辆标准 

   

 

 

 

 

澳洲自驾须知 

 

一．希望租车自驾的游客必须具备以下证件： 

★拥有有效的中英文版的中国驾驶执照，如果是中文驾照，则需要同时出示一份英文版的中国驾照公证书，

办理英文公证后并非等同于”国家驾照”有效期一般在3个月到1 年。如果需长期驾驶，还是要参加澳大利亚

的有关驾照考试，以获得正式驾照。 

★护照。 

★持有国家通用的信用卡。 

二．年满25 岁持有国际驾照的人可以租车 

三. 三岁以下儿童乘车需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以在租车点租赁,费用约为AUD20/天 

四．在租车时，除了费用中包含的全车险(当遇到交通事故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如须大额赔偿，仅须

缴付部分金额。),我们建议您购买最高额度人身保险 

五．驾车时注意事项： 

★在澳大利亚开车，切记一定要靠左行驶 (与中国大陆正好相反)。 

★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司机和所有的乘客，包括儿童/婴儿都必须系安全带。 

★各州的限驶速度各不相同，在主要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路旁限速标志。一般大多数州的限速在100 

公里/小时。有些州的公路上装有测速雷达和隐形监视器。 

★见到”STOP”的停止标志，一定要将车完全停住。进入环岛的车，一定要让已经在环岛上的车先行。 

★在日出前和日落时，要开车前灯。 

★若发生事故， 一定要马上通知警察。 

★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路上经常有各种牲畜，例如牛、马和袋鼠，在这些地区开车一定要小心，并避 

免在夜间行驶。 

★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交通警察随时在路上抽检。 

★一定要随身携带驾照。 

六．如果汽车抛锚，应该联络汽车出租公司，由公司安排道路服务人员至现场修理。此外，多数的加油站 

都能提供帮助，或至少能够告知最近的维修中心。 

七．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汽车旅馆，农场旅馆都可以为汽车加油，每公升汽油为1.5 澳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