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Sydney"
From world famous icons such as the Opera House and Harbour Bridge, to the golden sands of Bondi Beach, Sydney has an irrepressible

energy. Lively and colorful, this is a city which beguiles tourists and locals a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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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 

"澳大利亚地标式建筑"

在悉尼港的背景下，悉尼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极具争议性但绝对美丽的
帆船顶在海港上熠熠生辉。历经十四年建筑时间,因为设计师约恩·伍重和澳
大利亚政府之间因为歌剧院的设计引发了争议。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奇迹是
悉尼文化景观的象征。与其他小型场馆一起，包括琼·萨瑟兰剧院、乌松厅
和大音乐厅。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度节目创意灯光节,，多达3000个当代
和古典表演，歌剧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圣地，可以欣赏剧院，歌剧和芭
蕾表演。在导游的带领下，游客们可以在后台进行参观，发现许多有趣的房
间。

 +61 2 9250 7111  www.sydneyoperahouse.co
m

 bookings@sydneyoperahous
e.com

 Bennelong Point, 悉尼 NSW

 by Walkerssk   

悉尼港湾大桥 

"美丽的海湾大桥"

延伸在悉尼海港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悉尼港湾大桥无疑是一个值得一看的宏
伟大桥。钢跨拱桥由多尔曼龙建筑有限公司于 1932年设计和建造，自此成为
悉尼最具标志性的旅游景点之一。由于其拱形的形状，许多悉尼居民称这座
桥绰号为“大衣架“，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刻薄，但这座桥很受人们的欢迎。
高达134米(440英尺)的悉尼港湾大桥是世界上最高的钢拱桥之一。这座桥的
高度和名声促使许多大胆的人非法攀爬这座桥，这反过来又激发了悉尼大桥
攀登公司的灵感。攀爬悉尼大桥是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对于喜欢地面
安全的游客来说，也可以从东南部的塔上观赏这座桥，整个悉尼港尽收眼底
，是一处摄影取景的好地方，行人可以在桥上的人行道上散步。

 +61 2 8274 7777  www.bridgeclimb.com  admin@Bridgeclimb.com  Sydney Harbour Bridge,
悉尼 NSW

 by pattyjansen   

悉尼塔 

"悉尼的荣耀"

悉尼塔或者称为AMP塔给人们提供了一个360度的悉尼美景。只需40秒，双层
电梯就可以到达304米高的塔顶，游客可以享受免费的导游服务。玻璃栈道高
260米(853英尺)，对于那些喜欢看全景的人来说是必看之处。2005年开放的
旋转观景台环绕着悉尼塔，既提供了奢华而难忘的体验，也提供了令人瞠目
结舌的悉尼鸟瞰图。塔楼的旋转部分还设有一家餐厅，使悉尼塔成为情侣们
安静用餐、欣赏美景的绝佳浪漫之地。

 +61 2 9333 9222  www.sydneytower.com.au  100 Market Street, 悉尼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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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皇家植物园 

"植物花园"

皇家植物园是名副其实的绿洲，拥有悉尼港和市中心的壮丽景色。这些花园
是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开垦的第一块土地，尽管花园本身直到1816年才
向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参观香草园、蕨类植物区、玫瑰花园、多浆植物园和H
SBC东方花园。靠近海港一侧的池塘可以看到海港的壮丽景色。不妨留意那些
把这里当成家的朱鹭或凤头鹦鹉。

 +61 2 9231 8111  www.rbgsyd.nsw.gov.au/w
elcome/royal_botanic_gar
den

 feedback@rbgsyd.nsw.gov.
au

 Mrs Macquaries Road, 悉尼
NSW

 by Jan Derk   

悉尼塔龙加动物园 

"全球视角最好的动物园"

塔龙加动物园于1884年向公众开放，是新南威尔士州最早的公共动物园之一
。多年来，动物园经历了许多翻新和重建。如今特色是更新颖的展览，甚至
设有亚洲的热带雨林，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自然，让人们了解
到包括亚洲象、长臂猿、叶猴、海龟和捕鱼猫在内的亚洲珍稀野生动物的丛
林家园的壮丽。塔龙加动物园正在不断地建设和更新其文化和教育展览，以
便提供更好的家庭娱乐和野生动物教育。在塔龙加动物园一定要看看免费的
动物展览和表演。

 +61 2 9969 2777  www.zoo.nsw.gov.au  roarandsnore@zoo.nsw.gov
.au

 Bradleys Head Road,
Mosman, 悉尼 NSW

 by Athena Lao from
Cambridge, MA, USA   

邦迪海滩 

"著名的悉尼海滩"

这座标志性的悉尼海滩建于1855年至1877年之间，是现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
的景点之一，并于1882年正式宣布为公共海滩。对“邦迪海滩”这个名字的
一些调查表明，起源于一个土著词，意思是“海水拍岸的声浪”。然而，根
据澳大利亚博物馆的说法，其起源更接近于“一个发生了空难的地方”。不
管怎样，这个城市海滩以其自然风光而闻名，它的名字无疑反映了这一点。
在这片大约一公里(0.6英里)的海滩上，在郁郁葱葱的岬角间散步，或者在熙
熙攘攘的海滨大道上散步，都是这里受人喜爱的活动。在周围的餐馆，住宿
，和商店之间，即使在邦迪海滩晒晒太阳，享受沙滩和冲浪，除了这些还有
很多地方可以娱乐。

 www.bondivillage.com/  Campbell Parade, 悉尼 NSW

 by Mark Pegrum   

海德公园 

"美化后的城市公园"

除了精心打理的花园外，海德公园还为成千上万每天往返于城市，都在熙熙
攘攘的城市生活中奔波的上班族提供了一个宁静的避风港。海德公园不仅是
一个宁静的港湾，也是著名的1934年装饰艺术澳新军团战争纪念碑和海德公
园北端中心的阿奇伯德喷泉所在地;是一座宏伟的铜质和花岗岩喷泉，为了纪
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联盟而建。海德公园在夜晚格外迷人
，人行道两旁的古树枝桠间闪烁着成千上万盏仙女灯。

 +61 2 9265 9333  www.discoversydney.com.au/parks/
hydepark.html

 Elizabeth Street, 悉尼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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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trueleo   

达令港 

"游客的娱乐天堂"

达令港是如同一个集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大型展览馆。这里曾经是一个繁华
的码头，为了配合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定居200周年庆典，着手建设一个大型展
览和会议中心，并增加了商店、餐馆和其他景点。这座巨大的海滨旅游休闲
公园以家庭娱乐为主，其亮点包括悉尼水族馆、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
中国园、星城赌场、巨幕影院和发电站博物馆。达令港是一个全年开放的活
动场所，一年四季都有适合老少咸宜的活动。在圣诞节期间，港口随着节日
的装饰，设有现场音乐、娱乐活动、圣诞树点灯、寻找圣诞老人和圣诞颂歌
等活动。所以，如果你在节假日期间到悉尼旅行，达令港则是一个不错的好
去处。

 +61 2 9240 8500  www.darlingharbour.com.
au

 darlingharbour@shfa.nsw.
gov.au

 Darling Drive, 悉尼 NSW

 by Photograph by Greg
O'Beirne   

澳洲岩石区 

"悉尼历史悠久的地区"

位于环形码头附近的岩石区是悉尼一个美丽的社区。这个地方可以追溯到18
世纪，当时设有一些历史建筑和当代艺术博物馆。你可以享受在历史悠久的
路上徒步，或者只是在周末漫步于迷人的市场。这里的周末市场提供了一些
当地生产的新鲜蔬菜、配饰、服装等，游客和当地人都蜂拥而至。此外，岩
石区提供了标志性的悉尼海港大桥的古雅景色，在这里不妨拿起相机拍一些
照片留念吧。总之，如果你想体验悉尼当地的生活，岩石区是一定要去的景
点。

 +61 2 9240 8500  www.therocks.com  therocks@shfa.nsw.gov.au  The Rocks, 悉尼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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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利海滩 

"东海岸唯一向西的海滩"

拥有连绵起伏的美丽海滩的海岸线上，雪利海滩是一处独特的海滩。白菜树
湾沿海步道内这条由沙子和贝壳组成的小弧线被海岬所遮蔽，可以看到一处
平静的避风港。这个海滩非常受家庭、潜泳者和潜水员的欢迎;他们在探索完
周围的海洋保护区后，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蹒跚地走上海滩。从曼利沿着仙女
湾散步，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岬角周围的小丛林地区有纵横交错的步道。
海滩上是著名的Le Kiosk顶级的餐厅，隔壁是一家可爱而低调咖啡馆，非常
适合喝咖啡或香蕉奶昔。海滩上还有免费的烧烤供人们使用、设有野餐桌和
少量停车位。

 +61 2 9265 9333 (Tourist
Information)

 council@cityofsydney.nsw.gov.au  Shelly Beach, Manly, 悉尼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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