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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TURTLES
ON FITZROY ISLAND

熱帶假期 遇見海龜
幸運讀者三天兩夜行程實錄
採編&攝影 / Kenyo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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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Michael Wang

部分圖片由客戶提供

於凱恩斯附近的海龜島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講可能還不是一個特別熟悉的地
方。坦白說，小編在之前其實對它也並沒有太多了解。直到有幸結識島主Doug
Gamble，在他的盛情邀請下，WAiWAi小編與兩對幸運讀者Jessie & Kyle, Yan &

Chris一同出發，於11月25至27日在這個充滿驚奇的熱帶小島度過了難忘的三天兩夜。正是
藉由這個機會，讓我們發覺在熱帶北昆士蘭的眾多旅遊勝地中，有這樣一個獨具魅力的地
方，既能享受熱帶風情，又能與海龜親密接觸。本期雜誌，我們就把這三天的行程還原，呈
獻在各位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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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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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龜療養中心 讓假期更有意義
如果只能選一樣最能代表這個海島的事物，那毫無懸念非海龜莫屬。島上的
凱恩斯海龜療養中心(Cairns Turtle Rehabilitation Centre)專為大堡礁和約克
角半島(Cape York Peninsula)海域的傷病海龜提供治療和援助。在這裡，你
可以幫手為救助海龜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親手為海龜敲背撓癢，或是
在每天早上給牠們餵食。要注意海龜雖然外表很討喜，但也有兇猛的一面
喔。餵食的時候千萬不要把手伸得太近，萬一被咬到可就嚴重了。話說，小
編留意到海龜療養中心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都是清一色的女性，Jessie和
Yan也是超級興奮地與海龜嬉戲合影捨不得離開，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當
一隻憨頭憨腦的海龜從水下把頭伸出來呼吸的那一刻，邪惡的小編彷彿
突然間明白了些什麼。嘿嘿，言歸正傳。據海龜療養中心的聯合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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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e Gilbert介紹，安置海龜需要相當大的投入。由於成年海龜互相會打
架，所以通常一個療養池只能放置一隻海龜。即使是未成年海龜，也只能
最多兩隻。當你在熱帶海島安逸度假的同時，能夠親身了解如何幫助救助
海龜，以及更多關於海龜的故事，無疑會讓你的假期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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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在珊瑚之上浮潛 探尋隱秘沙灘
3

搭乘玻璃底船由碼頭出發沒幾步，就能在船底看到各式各樣的珊瑚。沿著
海岸線向東北航行到島的盡頭，就會看到海龜島的小夥伴—小海龜島
(Little Fitzroy Island)。接著我們繼續環繞島的東側南下，一直來到浮潛目
的地，位於東南部的隱秘沙灘(Hidden Beach)。果然是隱秘沙灘，當工作
人員說我們到了的時候，放眼望去只有一些大石頭而已。直到工作人員讓
我們把視線往下，才驚喜地發覺這個沙灘竟然隱藏在海底，難怪被稱作隱
秘沙灘啦。接著，小夥伴們便迫不及待地撲通撲通跳下水，追尋海底的珊
瑚和熱帶魚了。雖說下水前我們都曾拍著胸口對工作人員保證說絕不站在
珊瑚上，可有的地方珊瑚離海面真的是太近了，以至於我們還是不可避免
地踩了幾腳，真的真的是不小心的啊。如果白天還沒有看夠海底的珊瑚，你
還可以趁入夜後再次搭乘玻璃底船。屆時船底的燈光會點亮，你便能在珊
瑚叢中找到很多追逐光亮的小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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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體海灘 夠膽你就來
早在成行之前，小編就悄悄地讓四位幸運讀者簽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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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定沒仔細讀過的協議。當我告訴他們在海龜島有
一個裸體海灘(Nudey Beach)，他們已經簽了約必須要
去拍裸照時，小夥伴們都驚呆了。哈哈，本刊的尺度還沒
到那麼寬，拍的照片最多只能供小編私藏而已(開個玩
笑，請勿求「種」)。而Nudey Beach其實只是「徒有虛名」，
用島主的話來講，Nudey不是Nudy，這裡並不是你想像
中的那種海灘。俗話說「光腳不怕穿鞋的」，但在這裡可

1. 憨頭憨腦的海龜在療養池中游來游去
2. 海龜很喜歡有人給牠敲背撓癢喔
3. 凱恩斯海龜療養中心的聯合創始人
Jennie Gilbert
4. 誰要去浮潛？我要，我要，我也要！
5. 藍天白雲+青山碧水+珊瑚熱帶魚，浮
潛就要來這裡
6. 浮潛歸來，一定要擺個最帥的姿勢
7. Hello 裸體海灘，我們來囉！
8. 如此透徹的海水，真的會是鹹的嗎
9. 沿著海岸劃著皮劃艇很是愜意……
10. ……但前提是兩個人要配合默契才
能保持好方向

能並不太適用，因為這個北昆士蘭的標誌性海灘以珊瑚
質為主，雖無敵漂亮但並沒有那麼柔軟。由於需要穿越
一段熱帶雨林才能來到裸體海灘，所以這裡人並不多，而

“

且非常寧靜安逸，讓你有機會遠離喧囂，深度放鬆。

幸運讀者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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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 Chris
這 對 夫 婦 兩 人 都 來 自 廣 州，
Chris曾在新西蘭就讀，Yan曾
是廣州日報的記者。
「這裡的自然生態保護得很
好，可以讓人親近海洋生物，
海龜也很可愛，意義遠超單純
的旅行。」
「在這邊遇到的人，從島主到
義工，他們真的非常熱愛這個
島，熱愛海洋生物，他們保護
生態的那種熱情深刻地感染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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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皮劃艇漫遊海岸
雖說在海龜島的岸邊或是酒店，你都可以隨時飽覽海天

「因為這個島是新開發的，不
會滿眼看到的都是旅客，沒有
那麼商業化，對於想要尋找一
些不一樣經歷的旅客來說是非
常吸引的。」

一色的美景。但乘坐皮劃艇(Kayaking)，能夠讓你從另
一個視角領略海龜島的魅力。皮劃艇有單人及雙人兩種
可供選擇，若是兩人同劃，齊心協力步調一致是秘訣。操
作皮劃艇其實並不是一個體力活，不需要賣力地大力揮
舞劃槳，只要坐直拿穩劃槳，讓槳板剛好沒入水中，平穩
悠閒地左右依次劃動，就會非常輕鬆順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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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e & Kyle
這對情侶分別來自北京和廣州，
Jessie目前在房地產公司工作，
Kyle則剛剛從MQ畢業。
「從來沒有中過獎，但因為很
喜歡海龜，所以這次就上網報
名嘗試了一下，沒曾想到會這
麼幸運。」
「這裡的海龜療養中心非常專
業，非常乾淨。而在動物園就
很難真正這麼近距離接觸到海
龜，這是讓我覺得最與眾不同
的地方。」
「這裡吃的東西只能用棒和非
常棒來形容，他們的餐廳非常
得高端大氣上檔次。我們經常
去旅遊，每次都會準備一些方
便 麵 以 備 不 時 之 需， 這 是 唯
一一次沒有用上的，實在是因
為島上的食物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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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熱帶北昆士蘭
的眾多旅遊勝地
中，海 龜島的獨
特魅力在於既能
享受熱帶風情，
又能與海龜親密
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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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帶上水壺 徒步攀登海島之巔
印象中去海島旅遊就是享受陽光海水沙灘，但在海龜
島，陸上的體驗絲毫不比在水中遜色。選擇一個上午，在
陽光還不太強烈的時候出發，沿著二戰時留下的小徑，攀
上海龜島的最高點(The Summit)，俯瞰海龜島及北昆士
蘭的原生態海岸線。之後你可以選擇返回度假村，或是
繼續前行至燈塔(Lighthouse)來一個環島遊。在燈塔腳
下不遠處，隱藏著一隻叫做Rastus的狗狗的墓穴，是牠
陪伴了14年的主人為了紀念這隻忠誠的「Good Dog」而
特意挑選的風水寶地。在徒步攀山的過程中，你還會不
時發現色彩斑斕的蝴蝶、飛鳥以及蜥蜴的蹤影。雖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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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亞洲人對遠足這類的活動不太熱衷，但既然到了澳
洲，如果體力達到平均水平的話，嘗試一下純粹的澳洲
生活方式，會讓你收穫到不同以往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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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龜島絕大部分面積都是原生態的
國家公園
12. Are we there yet? 絕對是爬山途中被
問得最多的問題
13. 這條路是我開的，留下點買路錢吧！
14. 哈膩，哈膩，咱多住一晚吧好不好！
15. 剛剛獲獎的海龜島住宿樓群
16. 從房間望出去就是椰林樹影啊
17. 好玩的向左走，好吃的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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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zroy Island
Great Barrier Reef
大堡礁海龜島
大 堡礁海龜島(Fitzroy Island, Great
Barrier Reef)位於凱恩斯以東約
30公里，從凱恩斯的碼頭出發只
需45分鐘船程。海龜島被屬於大
堡礁國家海洋公園的礁石所環
繞，讓它成為前往大堡礁潛水和
探險的絕佳基地。這個四平方公
里的海島有97%的面積屬於國家
公園，保持著大自然的原生態。
你可以穿梭於島上的熱帶雨林，
享受水清沙幼、椰 林樹影的海
灘或是進一步前往外堡礁(Outer

假日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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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是度假時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在海龜島，你可以選

Great Barrier Reef)探索大堡礁的

擇單間、海景套房、全套家私海景套房、海景兩房公寓或

神奇美景。

是沙灘小屋。我們入住的全套家私海景套房配備有全套
廚房傢俬及用具、洗衣機、烘乾機、電視和空調。在臥室

07 4044 6700

或是陽台放眼望去即是無敵海景。洗手間非常貼心地安

stay@fitzroyisland.com

裝有加熱毛巾架，讓你在每次洗完澡之後都有溫暖乾燥

www.fitzroyisland.com

的浴巾可以使用。據悉，在11月29日，熱帶北昆士蘭旅遊
TAGS
Cairns, Fitzroy Island,
Great Barrier Reef,
Hiking, Kayaking,
Queensland, Snorkelling,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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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TTNQ)將年度高級住宿大獎(Deluxe Accommodation)
頒 給了海龜島，更 是 對這裡住宿品質的肯定。WAi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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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者更有特別優待，在官網預訂時只要輸入優惠碼
WAIWAI13，就能享受到住宿九折喔。

秘境尋趣·時間靈活·超值行程
·搭乘 Fitzroy Fast Cat 渡輪只需 45 分鐘就可抵達大堡礁海龜島
·坐落於珊瑚礁與熱帶林相遇的熱帶島嶼天堂
·四星半度假村是探索大堡礁的理想位置
·島上活動豐富，包括玻璃船、深潛、浮潛、獨木舟、參觀海龜中心……

前往 fitzroyisland.com，點 Book Online
然後在 promotional code 輸入 waiwai13

Apply

·每天三班渡輪往返凱恩斯及海龜島
凱恩斯出發：8am, 11am*, 1.30pm; 海龜島出發：9.30am, 12.15pm*, 5pm
(* 2014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暫停營運 )

·Resort Studio 每晚起價 $160
·Fitzroy Fast Cat 一日遊起價每人 $69

Dive & Adventure Centre | Boutique Resort | Foxy's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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