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滑雪、飆滑板之滑遍天下 - 滑雪、雪地滑板大集
合 - 要滑雪,要飆板,到這兒來就對了!
克拉拉澳洲鬼混記

類別 : 雪友分享
_MD_POSTEDON由 Clara 發佈於 2004/9/18

清晨離情依依的送走了澳洲滑雪第一團，就開始了我孤伶伶墨爾本7 日自助行的序幕。第一件事！就
是回到飯店房間窩在床上繼續昏睡，到11 點不得不check-out 的時候，我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拖著行李
離開。
呃... 5 天的Hotham 滑雪行，我想最沒有收穫的人大概是我吧 =___=|||！不但什麼動作都沒調過來
，而且還越滑越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____=
；真只有一個"慘" 字能形容 >__
Ski & SB 的上課情況已經有norman 大師& Smart san 的詳細敘述了，不過既然這裡是七嘴八舌區，
所以借我一下版面"分享" 一下我接下來的墨爾本自助行應該也不為過吧 ^___^。
鏘鏘鏘鏘鏘
(警告: 不想看一堆廢話的人請趕快關掉這個視窗！)
7/24 Sat
清晨離情依依的送走了澳洲滑雪第一團，就開始了我孤伶伶墨爾本7 日自助行的序幕。第一件事！就
是回到飯店房間窩在床上繼續昏睡，到11 點不得不check-out 的時候，我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拖著行李
離開。
坐上計程車來到了原本預計要住的YWCA ，才驚為天人的發現(亂用成語中) 他們居然客滿了 @#$@$#@
；我只好用力拖著2 箱行李在Elizebeth St 的街上徘徊。不過還好這一區的backpackers 青年旅社還
不少，我找了一間名字聽起來還有模有樣的MIB -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Backpackers 住了下來
，選的是6 人房，一個禮拜A$118 = NT$3000 不到，算很便宜吧！而且到現在為止整間房間只有我一
個人...，所以請大家跟我一起用力的詛咒他們生意爛一點，這樣才不會有其他人住進來！
我放了行李就出來探查地形，旅社在墨爾本的一個蠻有名的市場旁邊。Queen Victoria's Market -維
多利亞女王市場，很大很大很大一片的地方，規劃了不同的商場，賣肉的、賣菜的、賣熟食的、賣雜
貨的，快逛了一下QVM 一圈，要帶什麼樣的紀念品回去交代也稍微有點概念了。
不過可能是前幾天滑雪滑過頭體力透支了，走不到2 個小時就開始累得快要昏到，找到家網咖進來收
收信順便休息一下。晚屨h打算會到希臘區覓食去，希望運氣好一點碰到好吃的美食 ^__^ 。(還有好
看的帥哥服務生的話就更完美了
)
7/25 Sun
昨天上完網大概5 點，回到旅社就累得不支倒地，一覺給它睡到今天早上7 點 ^__^||| 。
早上到St Kilda聖凱達海灘；這邊有個澳洲本土"藝術家" 聚集的假日跳蚤市場，整個市場我前前後後
逛了3 趟，在精挑細選+ 精打細算之下一次買掉了6 個人的禮物。感覺十分充實 (??)。海灘旁邊的商
店街滿滿的都是露天咖啡座和很復古的蛋糕店，看著每家蛋糕點將他們的蛋糕 + 點心展覽在櫥窗裡，
真是讓人痛恨自己的肚子裝不下這麼多的美食 >___
話說回來墨爾本好像真的很多馬來西亞來的人，路上到處都聽得到馬來式英文，而且馬來曙U也比比皆
是；連7-11 裡架子上也繙﹞F以前在馬來西亞常吃的零食，因為我曾在馬來西亞住了9 年，所以感覺
http://www.sk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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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十分奇妙的熟悉。原本就聽說了這裡的商店關門關的早，所以我吃完了午懂N打算直接沖到另一
條據說有墨爾本"時裝大本營" 的Chapel Street 小教堂街去。結果沒想到，我研究地圖老半天還是坐
錯電車 ^__^||| 。後來只好繞回市中心一圈再坐到Chapel Street 去
到那裡的時候都2 點半了。不過還好這次我逛街的鬥志不知道為什麼十分的薄弱，所以雖然逛沒一下
店就關光光了，倒也不怎麼覺得可惜，反正只要來過一次，以後人家說起我還有點概念就好 ^__^。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很熱衷於看什麼大自然風景的人 O__O|||，所以雖然明知道墨爾本郊區有個風景非
常棒的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我還是不打算花時間去 ^__^|||；不過我想墨爾本市區就夠我逛好
幾天... 了吧?墨爾本非常可愛的是，整個城市新的&舊的建物、文化全都混在一起，所以你會在一棟
高樓大廈旁邊忽然看到19 世紀的小教堂；在加上街上呼嘯而過的時髦跑車跟緩緩行駛的復古電車。到
處都找得到這種特殊的、不搭調的趣味！
今天晚嬰b旅社附近的一家中式快孺掘悃M了，旅社裡其實還附廚房，而且還是超級大的無敵廚房；看
起來就跟電影裡曙U的大廚房一樣壯觀。剛剛要出來的時候，還看到真的有人買了菜這準備開始料理，
我想我的臉皮應該要練得再厚一點；這樣說不定未來幾天我就能賴在廚房裡等著品嘗品嘗其他旅客的
拿手菜了。
7/26 Mon
昨天晚上回到旅社躺在床上看資料，後來也是累的燈沒關就昏倒了，結果半夜朦朧之間醒來居然發現
燈居然滅了！我腦袋不怎麼靈光的，還在想早上要去哪裡買燈泡來裝回去...。結果越睡越覺得不對
勁...，隱約之間感覺的到有床鋪搖動的聲響，仔細一點還聽得到有沉重的呼吸聲；一聲又一聲的､呼
､吸､呼､吸...。瞄了一下手錶時針指著3，不過可能是太累了，累得我連懸疑一下的力氣都沒有，
意識的直接猛然抬起頭來…！在窗外投射進房間內的昏暗街燈下我看到了...另一張床上有個人呈大字
型的昏睡中...所以說我昨天晚上真的是太累了；連房間裡住進了別的旅客都完全不知道！嘖嘖嘖嘖嘖
。
今天早上8 點不到就爬了起來，為的是搶先霸佔洗衣機做laundry。我從頭到尾進進出出收衣服疊衣服
的動作都④牓腳的，深怕吵醒房間裡的新房客，不過要是她也忽然醒過來，看到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的動作，說不定也以為我才是小偷咧 =___=|||。
早上的行程預定要去Melbourne Museum 墨爾本博物館，外加看IMAX 3D電影。也釦A會覺得3D電影根本
就是騙小孩的東西！沒錯…，我也是這麼覺得！！所以一開始在旅遊書上看到IMAX 這個所謂的"觀光
景點" 時，還非常的叱之以鼻。不過沒想到昨天晚上在亂翻資料時居然看到；他們現在的電影
是SIMPSONS！！！！！！！！！！！！！！！！！！！！！！！！！！！！！！！！！！
3D 的Simpsons 耶！！光用想的就流口水 >___我恨恨恨恨恨恨恨恨 >__
同樣的，我又迷路兼坐電車坐過頭；結果花了快1 個小時才找到傳說中"很好吃很好吃" 的越南牛肉河
粉店 - 勇記。以前在美國就很愛吃越南河粉的我，很幸運的在這裡找到了讓人懷念的味道。A$7 =
NT$175 一整個大碗公的越南河粉，再加上堆的滿滿的牛肉牛筋牛肚牛鞭牛肉丸 (以上有一個選項是錯
誤的請自己猜)，真是幸福的午幫痚痚痚痚琖
。吃完午嬰b隔壁的麵包店外帶了條越南法式三明治
A$2.5 = NT$63，塞在包包裡原本打算當做明天早尷滿A結果每開包包一次就聞到一次那麵包致命的香
味，害我下午逛街逛到一半就失去了理智把它一口啃光了。不過真是好吃；我還打算禮拜五傍晚再去
買個一打帶回台灣...，應該不會那麼快壞掉吧 O__O|||！
逛完越南街我又溜達回city 市中心裡，然後就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一直
逛.......，逛到現在 =____=。
戰利品：桃紅色靴子一雙 (啊好花俏啊 >__
7/27 Tue
為了趕凌晨4:00 am 的車到滑雪場去，我昨晚一樣是9:00pm 不到就在床上躺平了。不過可能是怕睡過
頭沒趕上車，所以整個晚上翻來覆去沒睡好，害我早上起床隱型眼鏡一直戴不上去。跟隱型眼鏡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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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一會兒，出門的時候都已經3:50 am了，原本是打算硬著頭皮用跑的，跑到7大個block之外的車站
，不過還好運氣很好的走沒兩步就看到迎面而來了一輛計程車
。畢竟去趟Buller 的錢A$138 都花
了，坐個計程車趕到車站的小錢就更不用省了，所以當下我就義不容辭(想不到有什麼成語可以套
的......) 的跳上計程車往車站趕去。然後...然後就到了車站、坐上車、一直開、開很
久...................；中途在Mansfield 停下來租個雪具 + 吃個早嚏C
yowie 說的沒錯，snowboard hire要另外收費A$40！是我自己把事情想的太美好了，開到Buller 的時
候還真的剛好是9 點。本來在選ticket package 的時候就有2 個options；either 是unlimited
的lift ticket，或是limited 的lift ticket 外加初級的課程。所謂limited 的票只能搭7 條鳥鳥的
纜車，區域當然是集中在綠線這邊。我原本也是十分的覺得不屑的，不過後來想到與其自己一個人滿
山滿谷的亂跑，倒不如再上上課好好練習練習才不會浪費這個機會。(Smart 老師聽了有沒有很感動?)
不過我們這一車剛好有3 個媽媽帶了8 個小孩來滑雪，為了等她們整頓小孩著實花了一些時間，所以
後來很殘念的還是趕不上9 點的lesson…。我跟另外一對第一次滑snowboard 的父子，只好拎著板子
先到處玩耍。原本我還想以"過來人"的身份，稍微給他們兩父子一點指點指點，沒想到這次租到的板
子是step-in 的；為了把鞋子套進去就花了我半個小時… =____=|||！等我好不容易踏著板子站起來
時，就看到他們兩父子很自在的從我旁邊呼嘯而過，真是... @$#@$#@$#@。
後來､後來反正就是上上課，自己練習練習兼到處摔一摔，不過這次少了阿德萬能的護具，我可是著
著實實的體驗到了，好幾次用力跪到雪地上的那種疼痛！
Buller 這天的氣溫據說是-3 0 度C，不過可能是太陽太大天空太藍了，感覺上就是熱得不得了(或
是forecasting 根本就報錯氣溫了)。雪場上還陸陸續續有人開始把外套給脫了，穿著短袖t-shirt 在
滑雪，到了下午雪還漸漸有開始溶化的情況，感覺上就像在雪泥裡滑來滑去的，所以就不斷的不停的
被雪泥絆倒…，好痛 @___# 。反正…，交織了各種摔法的回憶，就是我在Buller的一天。
7/28 Wed
這天的天氣很不好，早上起床看到外面一遍昏暗我還以為才凌晨，結果爬起來才發現時間已經9 點多
了，真是個超級大陰天。不過閑著也是沒事，後來還是決定照原本的計劃，到Melbourne Zoo 墨爾本
動物園，去看看無尾熊 & 袋鼠，算是對這趟澳洲行有個交代。研究了地圖半天，決定步行到William
St 坐電車，結果運氣一向很爛的我，果真就在正要過馬路的時候，眼睜睜的看到唯一一班開往動物園
的5X 號電車緩緩的開走… @$#@$#@。我本來還有點想跑回Elizabeth St去等另外一班電車好了，不過
照今天的運勢看來，同樣的事八成還會再發生一次；所以也只好認了命無奈的乖乖等下去。結果…結
果天空居然還給我下起雨來！雖然只是墨爾本著名的毛毛細雨而已，不過一直站著被它淋也夠讓我從
頭濕到腳了。
正當我滿肚@#$@$#@">l@#$@$#@...，無處可發泄的時候，旁邊一個抱著女兒的亞洲媽媽很親切的把雨
傘遞了過來，邀我跟他們一起撐傘避雨等電車，害我好感動 >______
到了墨爾本動物園...，真的是…，有非常嚴重被騙錢的感覺！原本我只是想看看無尾熊 + 袋鼠，結
果他們的無尾熊關在大概跟個倉庫一樣巨大的鐵籠裡，裡頭不但雜樹叢生亂七K糟的，外頭還隔了3､4
層的鐵絲網...，看... 個... 屁... 啊........ @#$@$#@$#@$#@$#@。袋鼠也只有兩三隻，然後同樣
的是隔了好幾層的鐵絲網，只可遠觀不可近玩焉，很沒意思… >__
從動物園離開時大概也中午了，我決定到想了很久的希臘區填肚子，嗯…，老實說有點失望。所謂
的Greek Precinct，其實也不過是零零落落幾家希臘曙U聚集而成，不過失望歸失望我還是挑了家看起
來很鄉村風的小店覓食。點了一道用Cyprus Cheese 烤成的屨e菜Halumi，原本以為乳酪味會很重的，
口味出乎意料的清淡，不過還算好吃。主菜是道有點像千層麵的Moussaka，不過instead of 麵 + 肉
醬，這道Moussaka 是用馬鈴薯 + 茄子一層一層堆成的。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堆在主菜旁邊的side dish
，一堆紅紅酸酸的白菜，在吃了一堆油膩的東西之餘，來點這麼酸酸的小菜真的是蠻對味的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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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來到了所有的旅遊指南，一致公認是墨爾本最精華的地段-- South Yarra，算是在Yarra 河畔
的商業區吧? (Crown Casino 就在這旁邊)。河邊曙U林立，要不是天氣實在太爛，否則這麼一個下午
光在河邊，喝個咖啡什麼的應該就夠消磨時光了。原本聽說這邊還可以租船自己划，不過大概是冬天
所以河面上倒沒看到有什麼船隻在行駛。到處亂逛的時候，在一家書報攤很驚喜的買到了一本很棒的
婚禮雜誌，翻了一下內頁發現他們出版社就在St Kilda；第二天去的藝術品市場附近。後來越想越覺
得這機會難得，乾脆把心一橫，殺到他們出版社去，並把之前的issue 全部買起來。後來再逛
回Acland St，也就是有一堆蛋糕店的地方，買了一堆長的很好看的甜點，晚上再提著這一堆大包小包
的到東邊的Burwood 探訪在這邊念大學雙胞胎姪女們。當然…，我還是迷了很慘的路...；無論如何後
來還是有活著回到旅舍，感覺像是冒了一整天的險。 ^_______^
7/29 Thu
倒數第二天，早上又到Queen Victoria's Market 晃了一圈，把原本就看好的禮物名產買一買，11點
多就在裡頭的Market Place 美食街隨便把午壑]給打發了。不過可怕的是…，當我捧著我的麵，在空
曠曠的美食街裡找了個位子坐下來時，突然有一陣噪音像驚濤大浪一般的席卷而來。原來一
大
群
的幼稚園小朋友遠足遠到這裡來了，原本很寬敞明亮的美食間頓時間被小朋友們佔據，真的是
一點點的空位(還有空氣 =___=|||) 都不剩！相較之下，外頭原本是人聲頂沸的菜市場，根本不算什
麼；麵沒吃完我就落荒而逃了。
帶著戰利品回到旅舍裡準備先把東西打包打包，不過奇怪的是，人家明明沒有買太多東西啊
！
可是行李怎麼塞還是塞不下了…？一定是這個爛行李箱容量太小了…。後來跟行李們奮戰了將近2 個
小時，好不容易重新組合全都塞了進去，不過也同時將我下午原本打算到Bridge St 逛街的鬥志，完
完全全的消磨掉；現在想想也搞不清楚，如果那時候繼續買下去是好事還是壞事… @___#...。喪失了
鬥志的我整個下午就泡在網咖裡，一直泡…一直泡，泡到晚上才轉移陣地到市中心找晚壎h。原本特地
上網找了幾家韓國曙U的資料，不過坐電車坐半天啥都沒看到，最後還是找了家越南曙U吃麵去。
本日眉批: 根本是混了一整天
7/30 Fri
最後一天，可能已經有點玩累了，再加上行李塞不下的打擊，我這天早上同樣是無精打采，在旅舍裡
混到了中午才出門。前一天晚上同房的韓國妹妹推薦了某家韓國料理，為了不辜負她的一番好意，我
風塵僕僕的趕到Exhibition St上的Sen Bar，點了道Bibimbob 拌飯慰勞慰勞自己。說真的這店店面裝
潢什麼的真的很不怎麼樣，不過食物還算蠻道地的，所以我給他3 個星星的評價☆☆☆！(不要問我滿
分是多少)
話說我一直很想看Shrek 2，不過在台灣的時候因為那陣子都很忙，忙來忙去就沒機會看了。原本還想
也釣鴙蜀髐W就看得到了，沒想到飛機上雖然真的有播Shrek…；不過是播第一集，又加上聽說台灣幾
乎都下檔了，因此我這個小小的心願看來就要在墨爾本才能實現了。前一天就已經在網路上研究好電
影播放時間了，所以本日下午的行程就是到大名鼎鼎的Crown Casino 皇冠賭場---旁邊的電影院。這
邊的電影院有個蠻有趣的現象，除了General 一般的院廳以外，幾乎都還附設Gold Class Cinema 超
豪華金牌級的院廳。難得出來玩，我當然是給他奢侈了一下體驗看看這金牌級看電影的滋味如何！當
我在電影院裡迷完路找到院廳的時候，電影已經差不多要開始了。匆匆忙忙之下稍微觀察了一下，每
個廳都只有不到20 個座位，而每張座位用的是高級豪華絨布沙發(聽說還有用飛機頭等艙座位的戲院)
，旁邊還附個小茶几，院廳外頭則是專屬的吧臺和休息區。電影開映前，聽說還有waiter 會端著爆米
花 & 飲料儘量讓你選購，真的是亂享受的。不過Shrek 2 實在是太好看了，過於專注的我，其實也沒
注意到座椅有多舒適什麼的，所以我想這樣的電影院，比較適合看沉悶兼無聊的電影吧；這樣要打瞌
睡的時候就真的能睡的很舒服了。
傍晚我真的跑回越南街，一口氣買了半打讓我念念不忘的越南三明治，一心一意要帶回台灣當土產。
「最後的晚嚏v，又是吃越南菜，想到吃麵吃了好多天 (其實中午才吃過飯自己忘了)，我突然心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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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點了道豬排飯，結果根本就吃不下！在墨爾本的最後一個晚上，就在我撐的要死的狀態下渡過
了...。
後記
後來那半打的越南三明治，在機場就因為我手上拎的行李真的是多的受不了，乾脆把它們當場分光光
以減輕重量。回到台灣這熱的亂七八糟的天氣，讓我窩在家裡裝死了3 天。不過說了也奇怪，原本在
台灣皮膚就很乾燥的我，到澳洲16 天只記得擦過1 次乳液都沒事，反而是回到台灣之後又開始乾燥 +
龜裂。這是怎麼回事?讓我開始懷疑我的皮膚其實不是乾燥，而是對台灣的空氣或水過敏??
還有很悽慘的是，我居然有時差的問題…，哈哈哈！可能是本來在墨爾本晚上沒事做本來就很早睡(大
概9 點)，所以這幾天我一到晚上7、8點就會自動進入昏迷狀態，然後早上6、7點再無奈的自動醒過來
，好慘.......。
無論如何，總算把這又臭有長廢話超多莫名其妙的遊記掰完了！ ^__^|||
感謝大家的收看！^__^
辛苦了辛苦了！ >___

相關精彩討論留言請參考；
http://www.ski.com.tw/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868&forum=15&PHPSESSID=a7970de
1d176faed63027fc89c45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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