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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ANDA观光火车

穿过列入世界遗产的古老热带雨林的独特旅程

Take a unique journey through 
Ancient World Heritage-Listed



时间表
悠闲的旅程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包括在Barron瀑布火车站停留10分钟，鸟瞰壮观的Barron瀑布。除圣诞节外， 
KURANDA观光火车全年每天运营。 

KURANDA观光火车沿途风光如画，穿过Barron Gorge
国家公园列入世界遗产的雨林蜿蜒前进，到达古朴的
KURANDA山村。

当火车穿过15条人工修筑的隧道和超过55座桥梁时， 
您可以欣赏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高耸的瀑布和深邃
的峡谷。沿途可以听音频解说，了解令人难以置信的
历史、奇妙动植物和景点。

这条列入遗产的铁路线当初是在1891年开通的，是一
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工程壮举。多达1500名男子手持

通过古老雨林的旅程

去KURANDA火车站 离开KURANDA火车站
从凯恩斯火车站出发 8.30am 9.30am 从KURANDA火车站出发 2.00pm 3.30pm

Freshwater火车站 8.55am 9.55am Freshwater火车站 3.32pm 5.02pm

到达KURANDA火车站 10.25am 11.25am 到达凯恩斯火车站 3.55pm 5.25pm

包括在历史遗产之旅中 包括在黄金级旅程中

钢镐、铁锹，凿通险峻的崇山峻岭，也使用了炸药，
终于建设了33公里长的铁路线。

KURANDA历史悠久的观光火车由1720级专用机车牵引，
机车装饰着布达吉色彩。KURANDA观光火车可以在凯恩
斯火车站或Freshwater火车站上车，在早上出发，也可
以从KURANDA火车站上车，在下午出发。

您可以选择历史遗产之旅或黄金级旅程来体验著名的铁
路之旅。

由于气候变化或轨道维护，时间表偶尔可能会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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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KURANDA观光火车之旅与以下其中一个KURANDA体验套餐结合起来，探索KURANDA这个充满活力的“热带雨
林村”。您可以漫步市场、艺术画廊和商店，光临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和餐馆，或者游览KURANDA的一些景点，比如近
距离接触澳大利亚的一些野生动物，能亲身体验当地的原住民文化。然后，可以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鸟瞰热带
雨林上方的景色。

历史遗产类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从凯恩斯火车站出发 $119.00 $59.50 $297.50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117.00 $58.50 $292.50

KURANDA经典之旅 
KURANDA观光火车 • Skyrail 热带雨林缆车

在北昆士兰可以体验两个必游景点——乘坐历史悠久的KURANDA观光火车，以及“热带雨林

村”KURANDA。您可以悠闲地漫步KURANDA的市场、画廊、景点。然后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缆

车越过列入世界遗产的雨林的树冠，了解这个古老的生态系统。

旅程包括：

• 乘坐KURANDA观光火车到达KURANDA
• 悠闲地探索KURANDA村庄

• 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时间为下午12点30分; 下午1点30分; 下午2点30分或下午3点45分
• 从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Smithfield终点站乘坐大巴转到凯恩斯火车站、Freshwater火车站或者在

凯恩斯或凯恩斯海滩（不包括Holloways海滩、Machans海滩及Yorkeys Knob）的住宿地点，时

间是：下午2点，下午3点，下午4点或下午5点20分。

KURANDA体验套餐

黄金级旅程升级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增加: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49.00 $49.00 $196.00

历史遗产类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从凯恩斯火车站出发 $170.00 $85.00 $425.00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168.00 $84.00 $420.00

体验KURANDA野生动物
KURANDA观光火车 • 考拉花园 • 澳大利亚蝴蝶保护区 • 鸟类世界 • Skyrail 热带雨林缆车

您可以将屡获殊荣的KURANDA观光火车和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同KURANDA三个最好的野生动物

景点结合起来，在鸟类世界（Birdworld）和澳大利亚蝴蝶保护区漫步，那里有1500多只自由

飞翔的热带蝴蝶。您可以在KURANDA考拉花园与澳大利亚独特的野生生物近距离接触。

旅程包括：

• 乘坐KURANDA观光火车到达KURANDA
• 进入鸟类世界、澳大利亚蝴蝶保护区和考拉花园

• 悠闲地探索KURANDA村庄

• 下午2点30分或下午3点45分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

• 下午4点或5点20分从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Smithfield终点站乘坐大巴转到凯恩斯火车站、 

Freshwater火车站或者在凯恩斯或凯恩斯海滩（不包括Holloways海滩、Machans海滩， 

及Yorkeys Knob）的住宿地点

黄金级旅程升级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增加: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49.00 $49.00 $196.00



历史遗产类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从凯恩斯火车站出发 $181.00 $101.50 $463.50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179.00 $100.50 $458.50

在KURANDA体验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传奇
KURANDA观光火车 • 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 • Tjapukai原住民文化公园 

历史悠久的KURANDA观光火车带您沿着Buda-dji（布达吉）的梦幻时光传奇的路线从Barron 
Gorge到达著名的“热带雨林村”KURANDA。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越过雨林树冠返回， 

然后了解更多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奇故事。

旅程包括：

• 乘坐KURANDA观光火车到达KURANDA
• 在KURANDA自由活动 

• 中午12点30分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

• 下午2点体验Tjapukai原住民文化

• 下午5点20分从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Smithfield终点站乘坐大巴转到凯恩斯火车站、Freshwater 
火车站或者在凯恩斯或凯恩斯海滩（不包括Holloways海滩、Machans海滩及Yorkeys Knob）的

住宿地点

历史遗产类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从凯恩斯火车站出发 $184.00 $92.00 $460.00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182.00 $91.00 $455.00

体验KURANDA热带雨林
KURANDA观光火车 • 热带雨林 • Skyrail 热带雨林缆车

乘坐KURANDA观光火车穿过列入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探索KURANDA的村庄，然后乘坐大巴前

往Rainforestation国家公园。体验军用鸭子两栖船和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然后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

缆车越过雨林的树冠返回。

旅程包括：

• 乘坐KURANDA观光火车到达KURANDA
• 下午12点15分在澳大利亚蝴蝶保护区集合，以便乘坐大巴转到热带雨林火车站

• 中午12点半进入热带雨林火车站，包括体验Pamagirri原住民文化、军用鸭子两栖船、考拉和

野生动物园，下午3点乘坐往返交通车回到KURANDA 
• 下午3点45分乘坐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

• 下午5点20分从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Smithfield终点站乘坐大巴转到凯恩斯火车站、Freshwater
火车站或者在凯恩斯或凯恩斯海滩（不包括Holloways海滩、Machans海滩及Yorkeys Knob)的
住宿地点

黄金级旅程升级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增加: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49.00 $49.00 $196.00

黄金级旅程升级 每个成人 每个孩子 家庭

增加: 从Freshwater火车站出发 $49.00 $49.00 $196.00



体验KURANDA观光火车

您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观光火车之旅，在经过翻新的古老红木车厢中体验过往时光的魅力。当您穿越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古老热带雨林时，您可以欣赏沿途美景，有很多拍照的好机会。您可以选择历史遗产之旅或黄金级旅程，探索
这条著名的铁路之旅，也可以将您的铁路之旅同KURANDA体验套餐结合起来，游览KURANDA的一些必游景点。 

计划您的行程

无障碍设施
在Cairns火车站，Freshwater火车站和KURANDA火车站都有轮椅通道。可乘坐无障碍车厢旅行。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并
在预订时告知我们的预订人员。

婴儿车
如果折叠式婴儿车的高度低于25厘米，那么可以放在车厢的座椅下面。较大的婴儿车能否上火车取决于当天火车是否拥挤，
婴儿车能否上车由工作人员自行决定。详情请见我们网站。

KURANDA火车站茶室
您可以在KURANDA火车站茶室喝一杯美味的芒果思慕雪(smoothie)或传统的德文郡(Devonshire)茶，也可以在您踏上旅程之
前在Freshwater火车站的咖啡厅享用各种美食或饮品。

纪念品礼品店
礼品店位于Freshwater火车站和KURANDA火车站，有各种独特的KURANDA观光火车纪念品。

KSR 评论应用程序（App）
KURANDA观光火车上评论应用程序有英语、日语、普通话和德语版可以下载。在Cairns火车站，Freshwater火车站和
KURANDA火车站有免费WI-FI。

历史遗产之旅 黄金级旅程

票价 单程 往返

成人 $50.00 $76.00
儿童（4-14岁） $25.00 $38.00
家庭（2名成人+2名儿童） $125.00 $190.00

历史遗产之旅
原装的KURANDA观光火车的古老车厢，您可以乘坐地道的木

材车厢体会过往时光的魅力，有些车厢甚至有百年的历史。

您的历史遗产之旅包括：
使用9种语言的纪念品旅行指南 • 音频解说 • 巴伦 (Barron)  
瀑布观景台短暂停留 • 每个车厢都有过滤水可以饮用

黄金级旅程
豪华的黄金级旅程的KURANDA观光火车，古老的车厢有手工

制作的维多利亚风格饰物的点缀，有俱乐部休息室风格的座

椅，提供个人化的服务，为您带来难忘的体验，增添额外的

舒适感和豪华感。

黄金级旅程包括：
迎宾饮料^ • 黄金级专属接待员 • 当地采购的各种开胃菜和饮料  
• 旅行指南 • 礼品包 • KURANDA火车站列入遗产名录的信号小
屋的独特旅程(仅限早上黄金级旅程) • 音频解说

^迎宾饮料仅在Freshwater火车站提供。

票价 单程 往返

成人 $99.00 $174.00
儿童（4-14岁） $74.00 $136.00
家庭（2名成人+2名儿童） $321.00 $582.00



您的旅行社： 预订您的KURANDA观光火车之旅：

电话：1800 577 245 
国际电话：+61 7 3235 7245
电邮：ksrres@qr.com.au

Cairns 火车站 - Bunda Street  
Freshwater 火车站 - Kamerunga Road 
Kuranda 火车站 - Coondoo Street

在所有火车站都有免费停车位 
如果在Cairns火车站停车，您的停车票必须在旅行之前先办理验证。

1800 577 245   |   ksr.com.au

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
回顾1882年北昆士兰州漫长的湿季。Herberton（赫伯顿）附近的怀德（Wild）河上绝望的锡矿工人无法获得 

日常生活补给供应，整个城镇马上就要陷入饥荒。从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通向内陆的沼泽道路也证实

无法运送物资。因此原因，Herberton（赫伯顿）的居民们发出响亮的怒吼，开始促成修建通往海岸的铁路。

这条铁路建于1886年至1891年之间，至今仍被认为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壮举。这条铁路代表着在修建工程中 

捐躯的北昆士兰开拓者的纪念碑。

欢迎您参加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铁路旅行， 
探索有数百万年历史、列入世界遗产的 

热带雨林古老世界的生活色彩和自然美景。

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  
@queenslandrailtravel

请在 tripadvisor.com.au  
给我们写评语

在Facebook上为我们点赞： 
@KurandaScenicRailway

*条件限制：票价从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有效，在某些期间可能因为内部维护而未能提供服务。价格以单人计。所有报价均取决于预订时是否有名额。在旅行前24小时或更短时
间内取消行程概不退款。持澳大利亚各州或领地的养老优惠卡（Pension Concession Card）或长者卡（Seniors Card）者票价有优惠。其他优惠请向销售顾问查询。4岁至14岁（包括14岁）
儿童可购儿童票。0至3岁婴儿可免费搭乘。家庭票包括2名成人和2名儿童（4至14岁，包括14岁)。提供往返大巴接送，但必须预付费用。Queensland Rail Limited ABN 71 132 181 090   

QRT4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