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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特米卢克国家公园
尼特米卢克国家公园属原住民
部落Jawoyn所有，每年数以万计
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凯瑟琳
河冲刷砂岩而形成的大峡谷的
壮美与秀丽。
这里地貌独特，断层的砂石岩
位于峡谷的顶部，崖壁两面可
见巨大的断石裂缝，茂密的热
带植物在这里生长的郁郁葱
葱，随着地势的起起伏伏，峡
谷婉转绵延。
这丰富壮美的地貌也是原住民
部落Jawoyn生活和工作的地
方，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经营
分享着自己的文化。

如何进入尼特米卢克？ (请参

乘飞机从天空中俯视阿纳姆高
地和整个峡谷系统，景色蔚为
壮观。我们提供的服务项目包
括：乘机观光和特定的直升机
旅游带您走进公园鲜为人知的
角落。建议您提前预约飞行观
光项目。

雨季降雨引起洪水可能导致该
路段关闭，敬请致电下方Parks
and Wildlife办公室查询公园路
况，关于其它道路路况，请拨
打1800 246 199或访问网站
www.roadreport.nt.gov.au。

来看什么？做什么？
乘船游览 - Nitmiluk Tours经营
各种不同的游船项目，游览从
公司船堤出发，欢迎致电
Nitmiluk Centre或拨打预约电话
1300 146 743，我们建议您提前
预约游船项目。

乘直升机飞跃俯瞰整个
地区是最佳选择！

徒步 - 我们向游客提供各种不
同的徒步旅游项目，从慵懒的
河岸的徜徉到令人赞叹的日夜
远足。参加日夜远足的游客必
须在Nitmiluk Centre的公园信息
台申请露营许可。
Jawoyn 原住民部落的文化零零
散散的分布于峡谷山崖底部的
砂岩之上，在整个园区都可以
发现他们的文化烙印。
关于Southern Walks和Jatbula
Trail 两条徒步路径的更多信
息，敬请参照Nitmiluk Centre
提供的公园信息页、访问我们
的网站或者致电园区巡逻站。

• 多带水、多喝水
• 戴遮阳的帽子、擦防晒霜和驱虫
药

• 在天热的时候避免剧烈活动

请您牢记
• 将个人垃圾带走
• 不能脱离指定道路和路线
• 所有的文化物品和野生动物皆
受到保护，禁止触碰原住民艺
术品
• 严禁给野生动物喂食
• 园内禁止携带宠物
• 禁止使用渔网、捕猎夹或枪支
• 禁止在水域或靠近水域的地方
使用肥皂或洗衣粉
• 在指定区域露营
• 园内禁止使用发电设备

划独木舟 - 园内可以按小时、
半天、一天或过夜租用独木
舟。园区峡谷内可以使用私人
独木舟，但是必须向Nitmiluk
Visitor Centre申请使用许可，
同时申请者需要支付小额费
用。上方的峡谷也可以使用独
木舟，游客需要将独木舟搬过
峡谷之间的岩石即可。

露营 - 峡谷提供电力的露营场
所，Leliyn (Edith Falls)提供无
电力露营场所。因为数量有
限，有意过夜露营和划独木舟
的游客需要提前预约。敬请联
系Nitmiluk Centre咨询园内饮用
水和卫生间的位置，请注意游
客需要自行准备卫生纸。

北领地公园与野生动物委员会
地区办公室
32 Giles St KATHERINE NT 0850
PO Box 344 KATHERINE NT 0851
www.parksandwildlife.nt.gov.au 电话：(08) 8973 8888
电邮：parks.desk@nt.gov.au
Nitmiluk National Park
电话： (08) 8972 1886

• 在指定区域游泳，注意观察警
示标识

• 带急救箱

什么时候来访？
来访的最佳时段为5月至9月，12
月至来年4月雨季降雨带来的洪
水可能会限制园区内的活动安
排，有时会导致入园道路关
闭。

• 观察园区内安全提示标识

• 穿合适的衣服和鞋

照地图背面)

公园的主入口位于凯瑟琳东北
部30公里处，通过一段柏油路
相连。

安全和舒适出行贴士

• 遵守一切钓鱼法规。Edith
Falls禁止垂钓，Katherine
River垂钓只能使用仿真鱼饵
• 检查您的车辆有没有搭载野草
和蔗蟾等害虫

只允许游客使用烧燃料的炉子。

航船 - 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禁
止私人船只出入。其它时段，
由于雨季降雨河流关闭除外，
私人船只可以进入一号峡谷。

尼特米卢克国家公园

钓鱼 - 来访的很多游客钟情于垂钓，
消磨惬意的时光。该区域垂钓必须遵
守澳洲龙鱼的钓鱼法规，只能使用仿
真鱼饵，禁止使用真鱼饵。

莉莉安，又称“爱迪思瀑布”是众多
经过斯图亚特高速游客的必经之地，
游客们喜欢在瀑布冲击的大水塘下游
泳嬉戏、在阴凉的树荫下享受野餐。
从凯瑟琳出发驱车向北40 公里，然后
跟随非柏油路走20公里即可到达。
这里的停车场里提供如下设施：

• 露营场地，配备小亭子、卫生间以

游客设施
这里的游客设施包括：

•
• 草地露营区域，配备燃气烧烤设施、
餐桌和卫生间
提供电力的露营场地
Nitmiluk Visitor Centre尼特米卢克游
客中心提供旅游信息、信息展览、咖
啡厅、纪念品商店以及旅游团预定服
务
船用斜坡道附近提供独木舟租赁服务
指定游泳区域

•
•

0

100

及淋浴设施，请注意此处不提供电
力
野餐场地，配备燃气烧烤设施和餐
桌

敬请参考Nitmiluk National Park /
Leliyn 信息页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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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

Leliyn (Edith Falls)

私人船只必须登记，在下水之前必须
在 Nitmiluk Centre 付相关费用。私人
船只必须遵守相关限制和限速要求，
私人船只必须不长于四米，最大输出
15马力。限速为7海里/小时，且必须
是遵守其它水域相关法律法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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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parksandwildlife.nt.gov.au 或联系 Katherine Visitor Centre 电话：(08) 8972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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