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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准备好迎接澳大利亚首都呈现给您应接
不暇的新体验了吗？ 

在这里无论是奖项连连的餐厅、酒庄、具有标志性的博物馆
和美术馆，还是与野生动物接触的室外活动都近在咫尺。

确保您的客人体验令人流连忘返的活动与住宿，使他们不虚
此行。



您知道吗…?

• 在欧洲移民还没登陆澳大利亚的时候，原住民就给这

片土地起了‘堪培拉’这个名字，在纳努偓族的语言里，

它的意思是‘聚会的地方’。

• 这座位于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年轻首都有将近三十九

万人口，赋有多元文化之都的美誉。

• 天时地利的堪培拉距离悉尼只有三小时的车程，乘飞机

只要四十分钟，去墨尔本的飞行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

• 新加坡航空的每日航班（SQ288）给访问堪培拉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享受新波音777-300ER客机的舒适，旅程

还包括悉尼暂停游，绝对是一票多城之旅。

• 卡塔尔航空使用的波音777-300客机每日从多哈飞往
堪培拉，让堪培拉与世界150多个机场接轨，在欧洲
就有40多个停留机场。

• 堪培拉的绝大部分景点都在距离市中心15分钟车程
内，全城没有过桥费、不堵车、方便停车、绝对是
自驾游的首选城市。

• 这座首都城市的一大半都被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
和林区覆盖，是热爱大自然的旅行者天堂。它之所
以也被大家誉为花园城市。

• 堪培拉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聚集了众多大奖得
主，从咖啡师到厨师、从小酒吧到餐厅、酒庄，各
个领域都是先拔头筹。



旅游体验

AUSTRALIAN 
NATIONAL BOTANIC 
GARDENS 
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

与小鸟共进早餐，然后在导游的

带领下悠闲地漫步在布满澳大利

亚本土植物的植物园里。

每日开放，免费入园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这里让您体验到的不仅是世界级

的博物馆，还会让您有拜访神社

和档案馆的感觉。

每日开放，入馆和讲解免费

BLUE SKIES 
ADVENTURE TOURS

蓝天探险之旅

提供多种半日游，包括野外徒步

游，野营团和爬山历险。

每日出发

CANBERRA 
BIKE TOURS  
堪培拉自行车团

当地导游带您骑车游览堪培拉老

区、政治区、文艺区和文化景点。

（4-5小时行程）

每日出发，需预定

CANBERRA 
GLASSWORKS 
堪培拉玻璃艺术之家

您可以自行游览这家与众不同的玻
璃制作场，此场也可预先报名，亲
手尝试玻璃制作工艺。这里可是一
个具有堪培拉特色的现代文化遗
产保留地。

周三至周日开放

CANBERRA  
GUIDED TOURS 
堪培拉导览之旅

由本地导游带领的精小团，根据
您的兴趣和需求为您量身定做旅
游行程。

每日出发



CANBERRA 
HELICOPTERS  
堪培拉直升飞机

旅游直升机带您一览堪培拉及周
边的美丽风景。

每日出发

CANBERRA SECRETS

堪培拉秘密之旅

让当地人带您去看看他们眼中显
现堪培拉真谛的地方，提供专业的
导游，私定的路线，一同掀开这座
美丽都市的神秘面纱。

每日出发，需预定

CANBERRA URBAN 
ADVENTURES  
堪培拉城市探险之旅

探险不仅止步在野外，城市历险能

让您体验到皮划艇的乐趣，还有电

动自行车的快感。踩上E行车，到缇
缤比拉和袋鼠同行一班。

周二至周六出发

CAPITAL BREWING CO
首都啤酒公司

走进这家开业不久的酿酒公司，看
看他们是如何将大麦芽、啤酒花和
酵母做成爽口的啤酒的。亲眼目睹
制作过程，在12种现酿啤酒中任意
品尝。

周末开放，提供导游服务，需要预定

COCKINGTON GREEN 
GARDENS
柯金顿花园

逍遥在这个美轮美奂又有趣的小人
国世界里，细致可爱的迷你建筑精
确的镶嵌在繁花似锦的花园里。

每日开放

DAVE’S 
BREWERY TOURS
大卫酿酒参观团

堪培拉唯一一位酒类专业向导，
带您去参观这个城市里最好的酿
酒坊。

周三至周日出发



DHARWRA 
INDIGENOUS TOURS 
达尔瓦原住旅游

参加达尔瓦的文化之旅，让您回到
过去，了解原住民对宇宙起源的特
殊理解。

每日出发，需预定

EAT CANBERRA 
FOOD TOURS 
吃透堪培拉美食游

吃遍堪培拉的大餐厅小饭馆，到近
期最火的堂口和只有当地人知道的
后街小馆品尝美食美酒。

周六出发

GOBOAT CANBERRA 

堪培拉船家

无需驾船执照，租一艘节能电动野
餐船，在另一个角度欣赏伯利格里
芬湖和城市风景。

除了冬季，每日营业

MULLIGANS FLAT 
WOODLAND 
SANCTUARY 
慕里根林地保护区

夜间走进这个生气勃勃的保护区
里，好运的话，可观看到堪培拉稀
有的野生动物。

周三和周五出发

MV SOUTHERN 
CROSS CRUISES  

MV南极星客船

南极星客船漫游，欣赏堪培拉最有
名的景点建筑，和伯利格里芬湖畔
一带美景。

每日出发

NATIONAL 
DINOSAUR MUSEUM

国家恐龙博物馆

坐落在堪培拉市郊的恐龙博物馆
拥有澳大利亚最大恐龙和史前生
物的展示。

每日出发

旅游体验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家艺术馆

坐落在伯利格里芬湖畔的国家
艺术馆里，会使您熏陶在妙手丹
青的美术作品和鬼斧神工的国际
展品中。
每日开放，提供讲解服务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

同样坐落在伯利格里芬湖畔边的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把关于澳大
利亚这片土地的故事活灵活现的
展示在您面前。

每日开放，提供讲解服务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国家肖像馆

欣赏肖像艺术，与澳大利亚的历史、
文化、身份、想象力和多元化面对面
的进行零距离接触。

每日开放，提供讲解服务

NATIONAL ZOO 
& AQUARIUM  
国家动物园及水族馆

与世界最神奇的动物和澳大利亚
本土野生动物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拍拍猎豹，喂喂棕熊或者和猫鼬熟
络一下。

每日开放

PARLIAMENT HOUSE
国会大厦

到首都山上这座澳大利亚最具标
志性的国会大厦里体验民主制度
下的国会。

每日免费参观，讲解团需提前
预定

PIALLIGO ESTATE 
CANBERRA
毗亚琍戈庄园

如诗如画的毗亚琍戈庄园让您不
得不停下脚步，放松心情，品尝珍
馐美味、琼浆玉液，细细的品味那
人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每日开放



QUESTACON 

国家科技馆

Questacon是国家科学技术中心，
玩玩6米高的自由落体式滑梯，试试
如何冷冻您的影子，胆子大的话，您
还可以去体验地震感觉。

每日开放

ROYAL 
AUSTRALIAN MINT 
澳大利亚皇家制币厂

参观制币厂，通过澳硬币去深入了
解澳大利亚的历史。

每日开放，入场免费，提供导览
服务

SEG GLIDE RIDE 

溜 滑 骑 

跟随导游，亲自骑电动平衡车到伯
利格里芬湖畔各个角落，一览众多
有名的地标。

每日出发

SUNRISE HOT AIR 
BALLOONING 
晨曦热气球之旅

在堪培拉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升
空热气球’团队，可是热气球游的
先驱者。

每日出发

THE TRUFFLE FARM 
TRUFFLE HUNTS 
松露农场寻松露游

杰森和澳洲最聪明的寻松狗兴致
勃勃的邀请您去他们的农场，加
入他们的寻松露之旅。

6月至8月出发

WILDFEST® 
AT TIDBINBILLA 
缇缤比拉自然保护区奢宿营

想用别具一格的方式体验堪培拉
野生保护区，唯有奢宿营可以满足
您的需求。

团队预定

旅游体验



ENLIGHTEN 

绚丽照耀节

在最美的秋季里，堪培拉各大旅游

景点都开门摆阵，推出形形色色的

活动，让您欣赏在缤纷彩灯装扮下

的堪培拉。

活动：三月

BALLOON 
SPECTACULAR
热气球盛典

为期9天的热气球盛典在每年刚刚

入秋的时候拉开帷幕，您将目睹数

十种热气球同时升起在晨曦中的矩

阵，目酣神醉般的飘过堪培拉的各

大景点景区。

活动：三月

ANZAC DAY AT 
THE WAR MEMORIAL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澳新军团日

参与到澳新军团日的纪念活动中，

体验一下黎明升旗仪式。这是一

个为烈士和牺牲军人举行的缅怀

活动。

活动：四月二十五日

CANBERRA 
TRUFFLE FESTIVAL 
堪培拉松露节

堪培拉地区的松露节可真是美食爱

好者的活动。每年冬天，各种美食

秀，大餐馆都将稀有的黑松露作为

他们菜单上的重头戏。

活动：六月至八月

FLORIADE 

堪培拉花展

每年九月的花展好似迎春的问候，

百万种含苞欲放的鲜花和30天不

断的庆祝活动，展现了良工心苦的

园艺，和别有匠心的园景设计。

活动：九月至十月

FLORIADE NIGHTFEST 

堪培拉花卉节-夜星汇

联邦公园被花展的夜星汇赋予了新

的生命。繁闹的夜市、闪烁的彩灯、

唱现场的和演喜剧的让您的目光不

仅仅停留在花卉中。

活动：花展期间的两个周末

节庆活动



ABODE 
MURRUMBATEMAN 
酒店名：阿伯德-马润贝特曼分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50间客房

地点: 马润贝特曼

周边: 马润贝特曼镇中心，酒庄

ADINA SERVICED 
APARTMENTS 
酒店名：阿迪娜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128间客房、公寓

地点: 迪克森区

周边: 会展中心，布莱登美食街

AVENUE HOTEL 
CANBERRA
酒店名：大道酒店 

星级; 5星级

客房总数; 213间客房、公寓

地点: 布莱登区

周边: 酒吧，餐厅，购物，市中心，
堪培拉大剧院

BURBURY HOTEL 
& APARTMENTS
酒店名：波波利公寓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152间客房、公寓

地点: 巴顿区

周边: 国会大厦，国家艺术馆，伯
利格里芬湖，市中心

CANBERRA REX HOTEL
酒店名：雷克斯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146间客房、公寓

地点: 布莱登区

周边: 酒吧，餐厅，购物，市中心，

堪培拉大剧院

CROWNE PLAZA 
CANBERRA 
酒店名：皇冠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240间客房、公寓

地点: 市中心

周边: 酒吧，餐厅，赌场，购物，伯
利格里芬湖，国家博物馆

酒店



DIPLOMAT HOTEL 
酒店名：外交官酒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130间客房

地点: 格里菲斯区

周边: 马努卡商区，金斯顿商区，
咖啡馆，餐厅，火车站，国会大厦

EAST HOTEL 
酒店名：东方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140间客房、公寓

地点: 金斯顿区

周边: 金斯顿前岸，马努卡，咖啡
馆，餐厅，国会大厦，国家艺术馆

 

FORREST HOTEL 
& APARTMENTS 
酒店名：福雷斯特公寓酒店 

星级; 3.5星级

客房总数; 114间客房、公寓

地点: 福利斯特区

周边: 国会大厦，马努卡商区，购
物，国家艺术馆，旧车厂集市

 

HOTEL REALM
酒店名：王国酒店 

星级; 5星级

客房总数; 163间客房

地点: 巴顿区

周边: 国会大厦，国家艺术馆，伯
利格里芬湖，市中心

HYATT HOTEL 
CANBERRA
酒店名：凯悦酒店

星级; 5星级

客房总数; 252间客房、套房

地点: 亚拉朗姆拉区

周边: 国会大厦，伯利格里芬湖，
国家艺术馆，国家科技馆

JAMALA WILDLIFE 
LODGE 
酒店名：佳玛拉野生动物度假屋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18间主题房

地点: 亚拉朗姆拉区

周边: 国家动物园水族馆，国家树
林园，伯利格里芬湖



KNIGHTSBRIDGE 
CANBERRA
酒店名：骑士桥酒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78间客房、公寓

地点: 金斯顿区

周边:  酒馆，餐厅，马努卡体育场，
金斯顿前岸，旧车厂集市

LITTLE NATIONAL 
HOTEL 
酒店名：小国度酒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120间客房

地点: 巴顿区

周边: 国会大厦，国家艺术馆，伯
利格里芬湖

MANTRA 
MACARTHUR HOTEL 
酒店名：曼特拉连锁酒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176间客房

地点: 特内尔区

周边: 美食街，迪克森中国城，酒
吧，餐厅，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MERCURE 
CANBERRA 
酒店名：美居连锁酒店 

星级; 3.5星级

客房总数; 129间客房

地点: 布莱登区

周边: 安斯利山观景台，澳大利亚
战争纪念馆，布莱登美食街

NOVOTEL CANBERRA
酒店名：诺富特酒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286间客房

地点: 市中心

周边: 酒吧，餐厅，伯利格里芬湖，
堪培拉大剧院，国家科技馆

OVOLO NISHI 
酒店名：欧沃洛尼西酒店 

星级; 5星级

客房总数; 68间客房

地点: 新爱克顿区

周边: 酒吧，餐厅，市中心，伯利格
里芬湖，国家博物馆

酒店



PARKLANDS HOTEL 
& APARTMENTS
酒店名：花园公寓酒店

星级; 3.5星级

客房总数; 65间客房

地点: 迪克森区

周边: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布莱
登美食街

PAVILION ON 
NORTHBOURNE
酒店名：北街亭苑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156间客房

地点: 迪克森区

周边: 酒吧，餐厅，布莱登美食街

PEPPERS GALLERY 
HOTEL 
酒店名：派伯斯连锁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85间客房、公寓

地点: 新爱克顿区 

周边: 酒吧，餐厅，市中心，伯利格
里芬湖，国家博物馆

 

QT CANBERRA
酒店名：QT连锁酒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205间客房

地点: 新爱克顿区

周边: 酒吧，餐厅，市中心，伯利格
里芬湖，国家博物馆

RYDGES 
CAPITAL HILL
酒店名：雷吉斯酒店首都山分店 

星级; 4星级

客房总数; 186间客房

地点: 福雷斯特区

周边: 国会大厦，马努卡商区，购
物，国家艺术馆，旧车厂集市

VIBE HOTEL 
CANBERRA AIRPORT 
酒店名：韦伯堪培拉机场酒店 

星级; 4.5星级

客房总数; 191间客房

地点: 堪培拉机场

周边: 陂亚利沟庄园，马竹拉山酒
庄，松露农场，市中心



CAPTAIN SPONGE’S 
MAGICAL OYSTER 
TOURS 
海绵船长的生蚝团

品尝国际盛名的潘步拉湖悉尼生

蚝，直接从湖里打捞出来的生蚝是

再新鲜不过的。

每天出发

EDEN KILLER WHALE 
MUSEUM

伊顿杀人鲸博物馆

伊顿这家杀人鲸博物馆让你有机

会了解到发生在双折湾捕鲸者和杀

人鲸之间的传奇故事

每天开放

JERVIS BAY WILD 

杰湾斯 野生之旅

杰湾斯是以罕见的野生物而出名

的，比如海豚，海鸟，海豹和每年迁

徙回家的鲸鱼。杰湾斯野生之旅提

供各种的观鲸团和海豚团。

每天出发

MERIMBULA MARINA 
OCEAN ADVENTURE 
TOURS  
莫瑞布拉海洋探险团

坐在赏鲸游艇的甲板上，欣赏唯美

的蓝宝石海岸，还可以选择探险游

艇或海钓游艇。

八月至五月 每天出发

REGION X 

X 区域

这个区域位于堪培拉东南部，包含

南海岸的众多海边小城, 给游客

提供了刺激的皮划艇，登山和野地

自行车等活动。

每天出发

SOUTH COAST 
SEAPLANES 
南海岸水上飞机

俯瞰完整的南海岸线，南海岸水上

飞机带你去发现无人海滩和没有被

人发掘的山脉。

每天出发

周边海港小城游



Maisi Ahuja
国际合作部高级主任

电邮：manasi.ahuja@act.gov.au
电话：+61 (0)2 6207 0215

Alison Beer
合作部行政主任

电邮：alison.beer@act.gov.au
电话：+61 (0)2 6207 8649

Nicole Turnbull
合作部活动组织员

电邮：nicole.turnbull@act.gov.au
电话：+61 (0)2 6205 0562 

Jacqueline Lee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市场开发部主任 

电邮：jacqueline.lee@act.gov.au
电话：+65 6351 6342
手机: +65 9748 8300

想了解更多关于堪培拉吗？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为您服务

堪培拉目的地游的网址是：visitcanberra.com.au. 此
网站为您提供了景点、旅游项目及活动信息，同时也提
供网络预订。

想寻找关于商贸合作的信息，如宣传单、图片、行程和
地图，请访问我们的商务网站 tourism.act.gov.au/
trade-hub.

主要联系人



VISITCANBERRA.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