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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与托雷斯海峡岛民体验
凯恩斯与大堡礁，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从大堡礁到雨林以及其间的一切

凯恩斯&大堡礁 
雨林与大堡礁相遇之地



探秘北澳大利亚
请加入我们的发现之旅
从海岸到雨林的自然美景和古老文化之旅
沿风景优美的海岸线驾驶到库亚海滩（Cooya Beach），原住民部族
Kubirri Warra人将带您踏上他们的传统领地，进行两小时的海岸与
文化漫步。体验“欢迎来到领地”的仪式，并参观莫斯曼峡谷中心。
旅游项目 • 全天行程
 • 土著仪式
 • 世界最古老的活文化
 • 世界遗产地
 • 自然和野生动植物
地点 道格拉斯港和黛恩树
体验 向导徒步和原住民仪式

森林焰火餐厅
澳大利亚唯一的雨林用餐体验
丰盛美食、古老文化和自然美景交汇的飨宴之夜
在私密、烛火摇曳的雨林中，坐在美妙黑丝帐篷下，享受当地热带风味
盛宴。脚踏传统库库亚兰吉（Kuku Yalanji）人的土地，沉浸在他们的
故事讲述、迪吉里杜管演奏和歌唱中，与这古老的部族建立起精神连
接。
旅游项目 • 烛光雨林背景
 • 土著故事讲述、迪吉里杜管和歌唱
 • 黑丝大帐篷
 • 手工水晶
 • 美食美酒体验
地点 道格拉斯港和黛恩树
体验 文化活动和梦幻时光故事讲述

JARRAMALI岩画艺术游
打开一本历史的大书
带您去两万年历史的内陆博物馆
独一无二的原住民文化体验，仅能通过直升机或四驱越野路抵达。在
约克角的璀璨星空下露营，享受在传统库库亚兰吉（Kuku Yalanji）人
土地上寄宿的感觉。跟随传统守护人去参观遥远的岩石艺术画廊。
旅游项目 • 四轮驱动驾驶露营两日游，或直升机一日游
 • 遥远古老的原住民岩石艺术画廊
 • 内陆露营体验
 • 丛林食物和药物
 • 跟随传统守护人导游徒步
地点 劳拉（Laura）
体验 向导徒步和梦幻时光故事讲述（有关岩石艺术）

从大堡礁到雨林以及其间的一切
加入世界上最古老活文化的守护人“国度”（他们已经在此生活了数万年）。跟随来自土著
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传统守护人体验黛恩树雨林、大堡礁、约克角和昆士兰州萨万纳内
陆的壮观，这将是您前所未有的体验。

道格拉斯港、黛恩树雨林和约克角



塔拉海滩自然保护区
与库库亚兰吉人对话
奢华生态住宿以及面见长老
生态住宿在凯恩斯和道格拉斯港之间的一处私人岬角，与
库库亚兰吉长老们会面，他们会与您分享文化、历史与土著
传统故事；通过传统的捕猎人与采集者了解丛林食物；通过
传统守护人的梦幻时光故事感知他们的土地。
旅游项目 •  仅对塔拉海滩自然保护区客人开放（开放日

期不固定）
 • 库库亚兰吉长老讲述土著文化与传统
 • 土著梦幻时光故事
 • 迪吉里杜管演示
 • 生态度假村奢华住宿
地点 道格拉斯港
体验 梦幻时光故事讲述

詹博尔画廊
分享文化
真正的土著艺术画廊和点画工作坊
艺术家兼画廊主人Brian(Binna)Swindley的母亲Shirley
鼓励他创办了詹博尔画廊(Janbal Gallery)。通过动手绘画
和故事讲述体验真正的原住民艺术，并增进对这一伟大艺
术的了解与欣赏。Binna和Shirley的作品描述了梦幻时光
故事、库库亚兰吉人的生活、大堡礁生物和世界遗产的湿热
带雨林。画廊还展示凯恩斯和大堡礁地区手工艺人的土著
手工艺品。
旅游项目 • 90分钟的艺术工作坊
 • 100%土著所有人拥有的艺术画廊
 • 真正的文化体验
 • 凯恩斯和大堡礁地区原住民艺术与手工艺品
地点 莫斯曼
体验 艺术画廊与艺术体验

莫斯曼峡谷中心
莫斯曼峡谷和黛恩树雨林入口
徒步了解生态系统与当地土著的重要之地
倾听库库亚兰吉人亲口讲述的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文化、故
事和传说，然后开始特色的纳地谷梦幻时光漫步。您身边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活雨林和这星球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之
一。请来古老的黛恩树漫步。
旅游项目 • 半日游
 •  与传统守护人在世界遗产的黛恩树雨林中徒

步
 • 罕见的视角观察恒久生态系统
 • 原住民文化体验以及连接感知大地
 • 梦幻时光故事与传说
地点 道格拉斯港与黛恩树
体验 文化中心与向导徒步



凯恩斯和库兰达

文化连接
与土著文化相连
您想跟土著传统守护人学、看和做什么呢？
文化连接专注于在土著人的传统土地上亲身体验真实的土著文化。向
导游、私人包租游和特别活动游，在世界遗产的黛恩树雨林和热带萨万
纳国度的约克角体验多元文化。与土著人的古老文化和祖传的土地产
生更深刻的精神连接。参与土著人的节庆与活动，体验其独特文化。
旅游项目 • 半日游、全日游和三日游
 • 可从凯恩斯、道格拉斯港和库克镇出发
 • 私人和独家定制包租游
 • 亲身参与其中的当代与传统体验
 • 岩石艺术、丛林美味、纺织和艺术工作坊
 • 原住民节庆与活动
地点 凯恩斯、库克镇与劳拉
体验 向导徒步

文化探秘行
跟随文化探秘行体验黛恩树
小团队徒步体验土著文化
土著传统守护人带领小团队探索他们的领地，很多地点对库库亚兰吉
人意义重大，如狩猎地、采集地、梦幻时光故事和歌曲的发源地等。通
过加入最多11人的徒步团队，更多地了解丛林食物和药物、土著历史、
文化以及信仰，体验原住民与土地的深刻连接。
旅游项目 • 半日或一日游，2-11人
 • 私人定制包租游
 • 古老景观、野生动植物和珊瑚海岸
 • 原住民导游徒步
 • 传统渔猎和丛林食物采集
地点 道格拉斯港和黛恩树
体验 导游徒步和梦幻时光故事讲述

查普凯原住民文化公园
澳大利亚文化发源地
查普凯传统舞蹈、艺术、文化活动和互动演示
欣赏土著表演者们精彩展示的世界现存最古老文化。日间游包括雅加
布卡人创世纪故事、面部彩绘、丛林美食、迪吉里杜管演奏、狩猎方式、
回旋镖和长矛投掷。晚餐和表演包括歌舞会、篝火仪式、土著梦幻时光
故事、舞蹈表演以及在篝火边与查普凯勇士们交谈。
旅游项目 • 半日游、一日游、晚餐和表演
 • 丛林食物和药物
 • 回旋镖与长矛投掷
 • 传统仪式、故事讲述与导览
 • 提供活动、会务、场地租用服务
地点 凯恩斯
体验  文化中心、梦幻时光故事讲述和原住

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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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UNDER TOURS
我们与众不同
六种语言解说原住民文化
参观屡获殊荣的莫斯曼中心。加入库库亚兰吉梦幻时光漫
步，邂逅文化遗址与原始瀑布。体验查普凯原住民文化公园
并参观热带雨林自然公园，观赏帕玛吉利原住民舞蹈并乘
水陆两栖战国探索雨林。
旅游项目 • 多处景点一日游
 •  亲密接触库库亚兰吉、查普凯和帕玛吉利原

住民
 • 自然景观和野生生物，雨林植物的原生动物
 • 丛林食物和药物
地点 凯恩斯、库兰达、道格拉斯港和黛恩树
体验 导游徒步、梦幻时光故事讲述和原住民仪式

热带雨林自然公园 
帕玛吉利原住民文化体验
发现之旅
彩虹蛇梦幻时光步行，精神传统
帕玛吉利原住民文化体验旨在强调保护与分享原住民文化
的重要性。体验包括雨林圆形剧场中的帕玛吉利原住民舞
蹈表演，跟随原住民导游30分钟的梦幻时光步行，以及帕玛
吉利迪吉里杜管演示。
旅游项目 • 跟随原住民导游半日或一日游
 • 原住民文化、故事讲述、舞蹈和艺术
 • 雨林及其野生动植物
 • 丛林食物和药物
 • 提供私人及特别活动服务
地点 凯恩斯和库兰达
体验  文化中心、导游徒步和梦幻

时光故事讲述

大堡礁奇幻巡航 梦幻时光潜水与浮潜
大堡礁
跟随大堡礁人梦幻时光潜水与浮潜
两处壮观的外堡礁地点。倾听来自传统守护人的大堡礁文
化故事。摩尔礁浮潜、玻璃底船和直升机飞行。旅游套餐，巡
游Milln礁或Flynn礁，兼顾潜水初学者和持证者。通过原
住民文化更深刻地了解生态系统多样化。
旅游项目 • 一日游探秘两处绝佳外堡礁地点
 • 大堡礁自然与海洋生命
 • 原住民导游
 • 梦幻时光故事与古老的大堡礁知识
 • 凯恩斯出发
地点 凯恩斯和大堡礁
体验  向导游和梦幻时光故事讲

述

凯恩斯和库兰达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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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珀斯
阿德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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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

悉尼

布里斯班

凯恩斯

达尔文

MANDINGALBAY古原住民探索游
探秘古老大地与原住民传统
跟随原住民船游、徒步和用餐
难忘的文化体验，就在凯恩斯一步之遥处。我们的环
保游始于凯恩斯游船码头，穿过三一河口（Trinity 
Inlet），水面上的点点白帆，沿山溪（Hills Creek）逆
流而上抵达海水与周围山脉流下的淡水交汇处。凭
水临风，倾听鸟儿合鸣，在冬季，可欣赏成群结队的
美丽花蝴蝶。灰峰国家公园(Grey Peaks National 
Park)山脚徒步。在东三一环境保护区体验伴随着原
住民舞蹈与娱乐节目的极致晚餐(Deadly Dinner)
，在原住民的土地上来一次终生难忘的丛林露营。
旅游项目 • 半日游或露营夜游，多种游玩选择
 • 原住民文化与导览
 • 丛林食物与药物
 • 文化晚餐
 • 提供私人及特别活动服务
地点 凯恩斯
体验 向导徒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