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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欢迎您
我谨代表澳大利亚旅游局，诚挚邀请各位选择澳大利亚作为您的
下一个商务会奖旅游目的地。
澳大利亚拥有原始古朴的自然风光、独一无二的野生动物和友善
好客的本地居民。在这里，您将会发现一系列能为您的会奖计划
增光添彩的定制化体验，从悉尼海港的团队建设活动，到世界上
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 大堡礁的浮潜，应有尽有。这些无与伦比的
丰富体验，加上我们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令人惊叹的佳肴美
酿，将为您的下一个会奖旅游打造独有的致胜法宝。
澳大利亚的会奖旅游行业在承办各种大小和规模的活动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善于协助主办方在澳大利亚完满成功地举办商务会
奖活动。这些会奖旅游公司所具有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能够为不
同商务活动打造个性化的安排，绝不会出现所谓“一刀切”的情
况。
这就是我们编制这本手册的原因所在，为了向您提供关于我们目
的地的活动创意和关键信息，并帮助您规划在澳大利亚的会奖之
旅。
让我们激发您的灵感，向您展示澳大利亚商务会奖旅游的“澳”
世无双之处。
澳大利亚旅游局
局长暨行政总裁
欧肃文 (John O’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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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优选项目
环澳自行车赛 (Santos Tour Down Under)
每年一月都会举行为期九天的环澳自行车
赛，经过阿德莱德及周边地区。你可以选择
报名参加自行车挑战赛，或是在边上观看比
赛，或者选择待在阿德莱德市政厅游览村观
看现场直播和娱乐表演，品味美食之旅。

您知道吗？
澳大利亚80%的高端葡萄酒产自于南澳大利亚。距阿德莱德最近的红酒生产区域是阿德莱德
山，距离城市只有25分钟的车程。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我们会来到芭萝莎和麦拿伦谷，这两
个区域生产的葡萄酒品质包括设拉子和霞多丽，并且还会为举行私人活动提供一系列独一无二
的场地。

阿德莱德艺穗节 (Adelaide Fringe)
阿德莱德艺穗节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第二大
艺术节，每年从二月举行到三月，为期一
个月，节目内容包括舞蹈，戏剧，卡巴莱
歌舞表演 (cabaret)，喜剧和音乐表演。在
艺穗俱乐部举办一场专属活动，有正式表
演前的演出，VIP通道，娱乐以及当地的美
食美酒。
澳亚艺术节 (OzAsia Festival)
每年都要在阿德莱德节庆中心举办的澳亚艺
术节如今已步入了第10个年头。这个艺术
节有亚洲各地的文化表演，并且因其亚洲面
点夜市而著名。你还可以在阿德莱德节庆中
心举办演出前/后的独家活动，中心会提供
餐饮招待和高级席位。

格雷尔

阿德莱德

进一步探索野外

阿德莱德四周环绕着美食与美酒的生产之地，面朝富饶丰裕的大海，它提供了丰富的澳大利亚体验之旅，包括野生动物与文化活动。阿
德莱德有130万本土居民，是一座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城市。在城市周边地区，各种活动十分丰富，例如人们可以在袋鼠岛上邂逅野生动
物，在弗林德斯山脉 (Flinders Ranges) 进行内陆远征。
阿德莱德温和的地中海气候使其成为定制户外活动的理想场所，其中就包括奔富玛吉尔庄园 (Penfolds Magill Estate) 这一类的地方，
该酒庄是世界知名葡萄酒格兰许 (Grange wine) 的原产地。酒庄既可以承办室内活动，也可以接待户外活动，鸡尾酒会最多可以招待
350位宾客，宴会最多可以招待75位宾客就座。酒庄还会为多达100人的团体提供专门的品酒活动以及参观酒窖的行程。

精选行程
第一天
包机30分钟抵达袋鼠岛，接着再转去海
豹湾。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海豹湾保育公
园，见识一下澳大利亚的第三大海狮基
地。与考拉亲密环抱，喂食小企鹅，在袋
鼠岛的野生动物公园享受烧烤午餐。接着
再到岛东端的里维斯角 (Reeves Point),
感受一下“极速前进”式的团队建设体
验。完成在蜂巢岛(Island Beehive) 的挑
战，在这个岛上你可以分享“甜蜜的成
功：企业从蜜蜂的团队协作中可以学到的
10件事”之秘密。经过安全培训之后，你
可以驾驶袋鼠岛户外行动公司提供的越野
单车穿越500公顷的天然灌木与草地。经历
过一整天的活动之后，你会在南太平洋酒
店欣赏到摄人心魄、一览无余的风景，酒
店有21间豪华套房，各种会议场地，以及
展示当地特产的一间高档餐厅。

第二天

第三天

飞回大陆之后，到阿德莱德的中央市场
展开一场风景背后的旅程。早上，和大
厨同时也是摊主的马克•格里森 (Mark
Gleeson) 一起漫步于这个已经有147年历
史的室内市场，认识各种制造商，品味他
们的货品。接着，在阿德莱德植物园里闲
逛，并在此享用午餐，这里的主厨保罗•贝
克 (Paul Baker) 每天都会从植物园里收获
成果。用完午餐，可以选择租借复古野马
车，高级跑车或者是雪佛兰，从阿德莱德
中部驱车30分钟前往克莱兰德野生动物园
(Cleland Wildlife Park)，在那里你会看到
考拉，袋鼠，塔斯马尼亚恶魔（袋獾）澳
洲野犬和本地爬行动物。之后再短途驱车
返回阿德莱德，在奥拉纳 (Orana) 的Jock
Zonfrillo餐厅享用晚餐，这家餐厅的菜单主
打土著特色，譬如柠檬香桃木和袋鼠肉。

驱车一小时，来到位于城市东北部的芭
萝莎谷葡萄酒生产区，参观沙普酒庄
(Seppeltsﬁeld winery)，在那儿你可以直接
从酒桶中品尝到跟你同龄的茶色波特酒。开
思维车游览这座拥有165年历史的庄园，你
会对这个地区有大致的了解，之后你还可
以浏览庄园里的果酱工厂艺术画廊与工匠车
间。在菲诺餐厅 (Fino Restaurant) 享用过
芭萝莎产的美食美酒之后，前往杰卡斯葡萄
园 (Jacob’s Creek Heritage Vineyard)，在
园子里或其历史悠久的农庄内品尝红酒配巧
克力。返回阿德莱德，在南澳大利亚的州立
图书馆莫特洛克会所 (Mortlock Chamber)
享用晚餐，该会所是一种雄伟的维多利亚时
代的建筑风格，可以招待200个席位的宾客
（或站立式的300位宾客）。

奔富玛吉尔酒庄

林肯港 (Port Lincoln)
经过50分钟的飞行航程到达阿德莱德西部
的艾尔半岛 (Eyre Peninsula)，岛上的林肯
港会提供一系列刺激肾上腺素的活动，例如
与笼中鲨鱼潜水，风筝滑水等等，另外还有
更加令人放松的活动，包括包船巡游，品尝
生蚝等。林肯港酒店有111间房间，5间活
动场所，可以举办最多400位宾客的活动。
弗林德斯山脉
包一架飞机前往弗林德斯山脉里的维凭拿
庞 (Wilpena Pound)。这个已经拥有5亿4千
万年历史的景点提供的是独一无二的内陆体
验，有徒步，飞行观光与乘坐四轮驱动车。
从阿卡巴庄园 (Arkaba Station) 加入阿卡巴
徒步之旅，这是一个有导游带领的为期四
天的旅行，最多可以有10个人，或者你也
可以选择待在伊卡拉旅行营地 (Ikara Safari
Camp) 的15个豪华帐篷里。
库伯佩迪 (Coober Pedy)
经过两小时飞行路程，前往阿德莱德西北方
向，到达南澳中部，这里的库伯佩迪是全
世界的澳宝之都。沙漠洞穴酒店有50间客
房，包括19个地下套房，外加最多可容纳
180名宾客的会议设备。你可以进行个人化
的旅行计划，探索该地区著名的沙漠洞穴。

惊叹元素
市里独有的巷道活动，将瓦登大
道 (Vardon Avenue) 的就餐区变成
了一个私人的露天餐馆。东端酒
窖 (East End Cellars) 与凯拓活动
中心 (Keito Events) 会为移动早餐
提供食品站，或者为露天宴会提供
长桌，以及澳大利亚的红酒与现场
表演。
澳亚艺术节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阿德莱德机场距离中央商业区只有15分钟的车程，为七条国际航线提供服务，包括直接从迪
拜，新加坡，香港和奥克兰来的航班。同时，它也有来自澳大利亚10大城市的直飞航班，外加
来自国内的地区性航班和包机。
住宿
阿德莱德的中央商业区有5,000多间房（2017年会达到6,500间），很多都是在阿德莱德会议中
心的步行范围之内，此外大阿德莱德区还有2,000间房。你的选择范围包括国际酒店，豪华度假
村以及自助式住宿，每种预算都有不同选择。
天气

您知道吗？

最新资讯

阿德莱德是地中海气候。平均最高温度29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阿德莱德市的构造是长方形网格式的，这就
使得到处游逛变得简单且迅速。大部分住宿
地点距离主要景点步行即达，包括蓝道购物
城 (Rundle Mall)，阿德莱德购物市场以及阿
德莱德会议中心。

阿德莱德会议中心正在经历两个阶段的重整。第一阶段的重整工作于2015年完成，包括一
个600席位的宴会厅，15个会议室，拥有最前沿的尖端技术。第二阶段的重整工作预计于
2017年完成，将包括可以容纳3,500名代表的大会堂。

温度 °C

29°

29°

26°

23°

19°

16°

15°

17°

19°

22°

25°

27°

温度 °F

84°

84°

79°

73°

66°

61°

59°

63°

66°

72°

77°

81°

在距离阿德莱德中部45分钟车程的西海滩，新建的巨型冒险空中公园是团队建设活动的理
想选择，公园里有巨型弹跳蹦床，空中挑战障碍训练场以及空中漫步观景平台。
梅菲尔酒店 (Mayfair Hotel) 的轩尼诗屋顶酒吧 (The HENNESSY rooftop bar) 可以被独家包
场，酒店有170间客房，会议场地可以招待多达100位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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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巴徒步之旅

活动场馆
阿德莱德以其为大规模的项目中提供独一无二的活动而知名。阿德莱德会议中心目前正处于重
整的第二阶段，它是市里最大的活动场所，有一间600个席位的宴会厅，以及可容纳3,500名代
表的大会堂。阿德莱德山的附近区域，麦拿伦谷与芭萝莎谷在距离城市很近的地方提供更多的
会议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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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优选项目
布里斯班国际网球赛
(Tennis-Brisbane International)
在1月初举行的布里斯班国际网球赛是ATP
世界巡回赛（ATP World Tour) 的第二锦标
赛。它吸引了许多网球界大人物的目光，
包括以往冠军如Roger Federer、Serena
Williams和Kim Clijsters。锦标赛提供一系
列公司款待套餐，包括能观看到派特赖夫
特球场（Pat Rafter Arena）赛况的冠军套
房，可容纳24人。

您知道吗？
布里斯班河是昆士兰州东南地区最长的河流，也是布里斯班城市的重要景点。可免费乘坐
CityHopper渡轮前往各个主要观景地，如海事博物馆 (Maritime Museum) 与鹰街码头（Eagle
Street Pier）等。

布里斯班世界科学节
(World Science Festival Brisbane)
2016年布里斯班世界科学节将世界上最伟
大的科学家召集在一起，为观众带来了一次
包含演讲、表演与电影的科学洗礼。2008
年，世界科学节首次在纽约举办，现已确
认2017年与2018年3月的科学节还将在布里
斯班举办。
布里斯班故事桥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滨临布里斯班河，属于亚热带气候，拥有兴旺繁荣的餐饮文化和丰富多样的户外活动，如划皮艇和缘
绳速降，这一切让布里斯班成为了奖励旅游最佳目的地之一。
你还会在布里斯班周边发现优质产酒区、世界级冲浪海滩、青翠山脉和海滨城镇，为更多奖励旅游活动提供独特场所空间。

精选行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乘坐布里斯班城市观光绿色出租车(Green
Cabs Brisbane City Tour) 的三轮车游览
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如友好桥和城市植
物园 (City Botanic Garden)。在鹰街码头
享用午餐，这里云集了众多布里斯班的最
佳餐厅，包括可以尽览布里斯班河美景的
Aria餐厅。午后，租一艘长达27米的游艇
以另一种角度领略城市的韵致，一路感受
令人心跳加速的绮旎风光，从建于1940年
代的故事桥底下穿过。然后，拜访昆士兰
现代艺术馆（Queensland Art Gallery of
Modern Art），简称QAGOMA，馆内藏有
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最蔚为可观的当代
土著纤维艺术品。最后，来到布里斯班市
政厅（Brisbane City Hall）静享晚宴，由
Epicure承办。从14个会场地点内挑选心
仪之所，其中大礼堂里设有一个高23米的
巨型中央灯笼，可为2,000位客人举办鸡
尾酒会。

包租一架直升机前往坐落在12,000英亩澳
大利亚丛林之间的斯派瑟斯希登韦尔酒店
(Spicers Hidden Vale Retreat)。该酒店
共有31间客房，均按照传统的澳大利亚
庄园风格设计。首先，来一次团队建设活
动，如飞机冒险挑战(Aircraft Adventure
Challenge)，团队之间展开生存技能的较
量。胜负分晓后，回到酒店在绿茵茵的草
地上大快朵颐。下午，优哉游哉地享受
Spa Anise水疗服务，或组织一堂团队瑜
伽课。接下来，参加野生动物与家畜的四
驱车之旅（Wildlife and Livestock 4WD
tour），观看自在快活地生活在自然栖息
地的野生动物和接触酒店里饲养的家畜。
今夜，在斯派瑟斯希登韦尔好评如潮的餐
厅Homage享用晚餐，主厨Ash Martin从酒
店的附属菜园里采摘新鲜果蔬为你奉上一
道道绝妙美味。

乘车1小时返回布里斯班，拜访袋鼠角
(Kangaroo Point)的河流生活冒险中心
(Riverlife)，这里有一系列团队冒险活动
等着你，包括攀岩、缘绳速降、思维车之
旅、泛舟布里斯班河等。然后，行车30分
钟抵达龙柏考拉保护区（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这是世界上最早且最大的考
拉保护区，130多只考拉的家园。保护区提
供多种与野生动物互动的机会，包括拥抱考
拉、近距离观看澳洲野狗。回到布里斯班，
在Stokehouse Q吃一顿用当地及澳大利亚
食材烹制的地中海风味料理。下午，乘坐专
机飞行20分钟来到摩顿岛(Moreton Island),
在天阁露玛岛度假村(Tangalooma Island
Resort)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暮色四合之
时，再动身去喂喂海豚。夜幕低垂，在凉风
习习的海滩上纵享海鲜盛宴，最后在温柔的
夜色中乘船经由布里斯班河回到繁华市区。

最新资讯
天阁露玛岛度假村进行了大整修，为奖励与公司团队增加了新的团队建设体验与水上活动
项目。
布里斯班大臣酒店（Hotel Grand Chancellor Brisbane）已启动一个新会议中心，里面设有
11个从地板到房顶及门窗都特制的会议室，共可容纳1,000人。
艺术系列酒店集团（Art Series Hotel Group）将于2016年在布里斯班设立The Johnson 酒
店。该酒店拥有83个套间，2个顶楼套间以及由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家Michael Johnson创作
的绘画与照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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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节
(Brisbane Festival)
布里斯班节每年9月举行，活动内容包括
70多件产品，400个表演、演讲与艺术
装置。晚上客人可在节日河屋（Festival
Riverhouse）里开怀畅饮，然后欣赏一场
精彩的表演秀，场所可容纳300名观众。

周边景点

在布里斯班河划皮划艇

埃利奥特夫人岛
(Lady Elliot Island)
埃利奥特夫人岛是位于大堡礁南端的一座
珊瑚小礁，从布里斯班飞行80分钟即可到
达。该岛是澳大利亚最佳浮潜与潜水目的
地之一，平均能见度达20米之远，水域里
生活着1,200多种海洋生物。岛上的埃利奥
特夫人岛生态度假村（Lady Elliot Island
Eco Resort），共设41间客房和2个会议
室。

惊叹元素

阳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阳光海岸是通往世界遗产地费沙岛（Fraser
Island）的门户，费沙岛是世界上最大的沙
岛。从布里斯班向北行驶1小时即可抵达，
这里具备众多住宿选择，有无数活动空间
与体验的胜地，你可在澳大利亚动物园
（Australia Zoo）喂喂袋鼠，抱抱考拉和邂
逅一只四处闲荡的袋熊。
黄金海岸
(Gold Coast)
黄金海岸距离布里斯班1小时车程，拥有数
不清的世界级冲浪海滩、活力四射的夜生
活、42,000多间客房和各种各样冒险的团
队建设体验。城市周边的内地散落着世界
遗产级雨林、葡萄园和雨林度假区。

你知道吗？
从布里斯班摩天轮（The Wheel of
Brisbane）上可360°俯瞰城市全景。
每次可容纳250人，坐在设有空调的玻
璃舱房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至离地60
米的高空。
彩色装点布里斯班城市标志

每年三大盛事之一，就是在布里斯班的标志性景观故事桥 (Story Bridge) 上举
办一个私人活动，可使用企业的公司颜色将其点亮 。其他可用于专属租用的
大桥包括维多利亚桥（Victoria Bridge）与友好桥 (Goodwill Bridge)。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布里斯班机场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耗资38亿澳元的升级整修，包括一个全新的平行跑道、航站楼
升级、会议中心和将于2017年营业的铂尔曼 (Pullman) 及宜必思酒店 (ibis hotel)。布里斯班机
场的航线网络涵盖了29个国际目的地和41个国内目的地，而且通往市内的交通十分便利。
住宿
布里斯班提供各式各样的住宿选择，拥有13,500间客房。市中心的国际酒店品牌包括索菲特
（Soﬁtel）、希尔顿（Hilton）与万豪（Marriott）等。2015/16年布里斯班还将迎来一批全新
品牌酒店包括布里斯班费沙岛的卡普里（ Capri ）、布里斯班的宜必思尚品（ibis Styles）佛特
谷 (Fortitude Valley) 的雷吉斯（Rydges）、曼特拉里奇蒙特酒店（Mantra Richmont Hotel）
以及亚历克斯佩里酒店及公寓（Alex Perry Hotel & Apartments）。2018年初，全新的威斯汀
（Westin）与W酒店也将入驻布里斯班。
天气
布里斯班属于亚热带气候，平均最高气温29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温度（摄氏）

29°

29°

28°

26°

23°

21°

20°

22°

24°

26°

28°

29°

温度（华氏）

84°

84°

82°

79°

73°

70°

68°

72°

75°

79°

82°

84°

十二月

场馆容量
从驰名国际的布里斯班会展中心（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和皇家国际会
议中心（Roy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到私密、独特的场所，如改造后的布里斯
班发电厂（Brisbane Powerhouse），布里斯班提供风格各异的空间场所，可容纳8,000位客
人。2017年，毗邻水滨的霍华德史密斯码头（Howard Smith Wharves）将隆重开业，包括一
个1,500平方米的展览区、活动中心、艺术系列精品酒店、精酿啤酒厂和时髦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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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当地项目
凯恩斯爱好者
(Cairns Amateurs)
凯恩斯爱好者于9月举行，为期4天，是一
个关于时尚、美食与玩乐的庆祝活动，其中
有2天赛马活动。在凯恩斯爱好者大鸟舍预
订一间可容纳50人的专属大帐篷，包括全
天供应的餐饮和一间私人酒吧。
凯恩斯原住民艺术博览会
(Cairns Indigenous Art Fair)
为了颂扬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 Torres
Strait）岛民的音乐、舞蹈、艺术与时尚，
每年7月都会举行凯恩斯原住民艺术博览
会。与当地艺术家一起造访一家私人点画工
作室，参加开幕之夜派对，或从制造者手里
直接购买原创艺术品。

凯恩斯
凯恩斯气候温和、生活节奏缓慢，是一座结构紧凑，没有高楼大厦的悠闲城市，海岸之滨散落着生气勃勃的餐厅与酒吧，屡获殊荣的会
议中心距离机场仅10分钟路程。凯恩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是通往两大遗产奇观 —— 大堡礁与湿热带雨林的门户之地。

周边景点

离开市区，您将置身于如诗如画的海岸及雨林小镇之中，享受这里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徒步、潜水、航海、在珊瑚海（Coral Sea）
蓝莹透彻的海水里浮潜。

绿岛
(Green Island)
从凯恩斯乘坐双体船45分钟即可抵达绿岛
上的绿岛度假村，度假村专为小型会议与
奖励旅游团提供奢华住宿和多样活动，如潜
水、浮潜、直升机与海底漫步体验。在可容
纳40人的翡翠私人房间里举行会议，或享
用可接待150位客人的专属海滩晚餐。

精选行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向内陆驱车1小时进入莫斯曼峡谷中心
(Mossman Gorge Centre)，让当地的库
库雅拉尼人(Kuku Yalanji)带您踏上梦幻
时光峡谷徒步路径。这场历时90分钟的
原住民之旅从传统的烟熏仪式开始，随后
参观各处原住民的神圣遗址，向导也会在
一旁为您讲解当地风俗习惯与文化历史。
回到海岸，在塔拉海滩自然保护区(Thala
Beach Nature Reserve)内—— 一家坐落
在海岬的度假村内的私人海滩上野餐。接
下来，驱车10分钟抵达哈特利鳄鱼冒险乐
园(Hartley’s Crocodile Adventures)，参观
鳄鱼和亲手喂食火鸡的专享之旅。随后，
为哈特利雨林修复计划出一份力，种一棵
树，帮助修复曾经树木苍翠的Notophyll雨
林。最后来到森林火焰享用丰盛晚餐，观
看篝火舞蹈表演并结束第一天的行程。这
个全天候营业的私人场所可同时接待850
人就座享用晚餐，并提供多种品牌推广机
会，包括使用企业指定的颜色点亮枝形大
吊灯。

租一艘可容纳400人的游船，前往外堡礁
的阿金科特礁 （Agincourt Reef），在银
梭号（Quicksliver）游轮的私人浮桥平台
上度过美好的一天。与海洋生物学家一起
浮潜，学习关于礁岩生态系统的知识，或
是在色彩缤纷的珊瑚与热带鱼之间潜水。
对不想下水的客人来说，则可乘坐半潜艇
穿过礁岩泻湖或进入银梭号水下观景台观
看水下景致。从附近的直升机平台乘坐10
分钟的观景飞机，飞越阿金科特礁生态系
统时有机会看到浅滩上的礁岩鲨鱼或魔鬼
鱼。度过忙碌而充实的一上午后，静下来
享受碧蓝透彻的海水，享用一顿美味海鲜
自助午餐，品尝当地鲜美的牡蛎与大虾。
饭后，返回道格拉斯港码头，在私人海滨
屋布努鲁 （Boonooloo）准备今晚的盛
宴。这座建筑的特色是拥有一个面对内维
尔海滩(Newell Beach)的120平方米的露天
平台，可同时容纳70人就座享用晚餐或承
办100人的鸡尾酒会。

驱车1小时回到凯恩斯，与来自努努餐厅
(Nu Nu restaurant)的主厨Nick Hollway一
起拜访水果蔬菜市场拉斯缇 （Rusty’s）。
该市场在凯恩斯已有30多年历史，为当地
的餐厅及餐饮服务机构供应新鲜食材。为烹
饪课程挑选食材前听主厨Holloway为您讲
解当地热带水果的常识。再驱车30分钟到
达美丽的海滨小镇棕榈湾 （Palm Cove)，
在这里用刚刚收获的食材制作一顿可口午
餐。然后前往附近的阿拉曼达水疗馆(The
Alamanda Spa)纵享午后时光，先品尝一杯
清爽提神的木槿冰茶，再步入他们的8间治
疗室之一放松身心。今晚在凯恩斯的盐屋
(Salt House）享用晚餐。盐屋是一个开放
式场所，拥有一个私密用餐区和一份主推海
鲜的现代澳式菜单，从餐厅可俯瞰凯恩斯马
林码头(Marlin Marina)。

蜥蜴岛( Lizard Island）是蜥蜴岛国家公园的六座岛屿之一，拥有1家奢华度假村，24个海滩和
1座泻湖。蜥蜴岛度假村最近斥资4,500万澳元进行了改造翻新，为举办各类活动，如中国人山
脊（Chinaman Ridge），可提供风景优美的便利场所，从度假村可俯瞰锚湾（Anchor）和沃
森湾 （Watson’s Bay）。

道格拉斯港
(Port Douglas)
道格拉斯港距离凯恩斯以北1小时车程左
右，提供一系列住宿选项，包括3,700个床
位的奢华度假村、精品酒店和私人别墅。通
过奖励旅游和团队建设活动，展示大堡礁和
雨林最美之处：例如航海、浮潜、骑山地车
和乘坐高空滑索。

凯恩斯会议中心正在进行一项耗资1,300万澳元的升级改造工程，包括可定制化的到达区
域，对大厅会议空间的升级改造，新网络区域和LED显示屏。
道格拉斯港的野生动物栖息地（Wildlife Habita）将于2016年年中开放鳄鱼乐园
(Crocarena）。 到时游客可通过300人看台、水下观赏区或走进安全笼潜入鳄鱼生活水域，
从水上和水下观赏喂养鳄鱼的状况。

凯恩斯码头

规划和交通
惊叹元素
大堡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珊瑚礁
生态系统，连绵延伸2,300公里，包
含大约2,000座珊瑚礁、600个陆边
岛和300座珊瑚小礁。若想要来一
次独一无二的体验，不妨在大堡礁
外的一个浮桥平台上露营过夜，独
享南部星光璀璨的夜空，还可在向
导的指引下观看南十字星座。

您知道吗？
登上于1891年开通的库兰达观景列车，从凯
恩斯一路赏景至位于湿热带地区列入遗产名录
的雨林小镇库兰达（Kuranda）。乘坐黄金级
观景列车，一边享用美味点心，一边观赏茂密
雨林、陡峭山涧与峡谷以及奇美瀑布。
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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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港喜来登酒店正在进行一项耗资4,000万澳元的整修工程。度假村共有294间客
房，目前已完成对其中146间的装修工作，剩余客房及公共区域的翻新工程预计于2016年年
中完成。

道格拉斯港嘉年华
(Port Douglas Carnivale)
为期10天的道格拉斯港嘉年华充满了喜剧
与歌舞表演、街头游行及美食活动。拜访
Spiegeltent仙境，观看国际级表演；分享
餐盘上的天堂美味长午餐；或是集结您的团
队前往海滩参加沙雕比赛。

大堡礁翡翠环礁湖

您知道吗？

最新资讯

如何到达
凯恩斯机场是通往澳大利亚北部热带和大堡礁的门户，为10家国际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包括从
亚洲的直飞航班和从澳大利亚各大首府城市的国内航班。机场距离凯恩斯市区7公里，距离棕榈
湾30分钟和道格拉斯港1小时的车程，非常便捷。
住宿
入住凯恩斯市中心的国际酒店和自助式公寓，共有7,000间客房；或是从拥有5星级度假村、水
疗静居和精品酒店的滨海小镇道格拉斯港3,700间客房和棕榈湾的1,500间客房挑选心仪住所。
天气
凯恩斯属于热带气候，平均最高气温32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32°

31°

31°

29°

27°

26°

26°

26°

28°

30°

31°

32°

温度（华氏）

90°

88°

88°

84°

81°

79°

79°

79°

82°

86°

88°

90°

场馆容量
您可在凯恩斯与大堡礁地区找到一系列适合各种活动的场馆，可容纳团队人数从10人到5,000人
不等。预订一场在雨林或海滩度假村举办的私密活动吧，可在私人岛屿上开展团队建设活动，
或是享用凯恩斯会议中心备受赞誉的各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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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花卉节
(Floriade)
参加花卉节，享受一次色彩缤纷的晚宴。
花卉节期间100多万朵鲜花在堪培拉吐蕊怒
放，为展示澳大利亚的创意、名流、风景、
运动文化与历史提供一个优美的舞台。
堪培拉热气球节
(Canberra Festival Balloon Spectacular)
带领您的团队在堪培拉热气球节盛会中遨游
高空。此次盛会为秋季的天空增添色彩、声
音及动作的生动元素，被评为世界上四大热
气球活动之一，还有现场娱乐表演与当地美
食为其助兴。

最新资讯
新加坡航空公司已宣布将于2016年9月20日起开通直飞堪培拉的航班。根据监管部门的批
准，一架改造后的波音777-200将每周飞行4次，共设266个座位，38个头等舱座位与228个
经济舱座位。
堪培拉国家会议中心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Canberra) 正在进行一项翻新工程，这是
近10年来对它的首次翻新工程。工程包括升级现有技术与安全系统、新式座位以及对卫浴
设施的大整改，预计将于2017年6月底完工。
Hotel 酒店 (Hotel Hotel) 位于堪培拉的艺术与文化街区新阿克顿 (NewActon)，共有68间客
房。这家精品酒店凝聚了56位艺术家及设计师的心血，拥有一家颇受好评的餐厅，巨人厨
房和酒吧 (Monster Kitchen and Bar) 和一家图书馆与健身房。

炉边节
(Fireside Festival)
炉边节在堪培拉市内外20多个场地举行，
是每年8月在堪培拉举办的冬季节日。参加
美酒大师课程，品尝口感细腻的凉爽气候型
葡萄酒和产自当地的美味食物，参加绵延
100英里的美食盛宴，或是坐在温暖的篝火
旁放松片刻。

堪培拉壮观热气球之旅

堪培拉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拥有无数国家级景点，还有一系列时髦餐厅与酒吧，生动活泼的娱乐文化景观，及商业中心区的免费Wi-Fi，附近
还有著名的产酒区、青黛山脉与迷人海岸线，这一切都让这座现代和优雅的城市成为您下次激励或举办公司活动的首选之地。

周边景点

精选行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享用美味早餐，然后专属游览澳大利亚国
立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徜徉于享誉国际、大胆前卫的澳大利亚艺
术品。向东驱车40分钟抵达铁宾比拉自然
保护区 (Tidbinbilla Nature Reserve)，参
加当地漫游活动，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
学习原住民工具与武器的制作工艺。在一
家颇具历史韵味的剪羊毛场吃一顿传统的
内陆午餐，饭后前往湿地徒步探险，寻找
神出鬼没的鸭嘴兽。拜访铁宾比拉追踪站
(Tidbinbilla Tracking Station)，一位天文学
家将向您解释天空的奥秘以及澳大利亚在
人类登月这一壮举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后
回到城市，转往安斯利山 (Mount Ainslie)
欣赏令人心醉神迷的堪培拉美景。

今天从城市驱车往北行驶40分钟，拜访穆
任百特曼 (Murrumbateman) 周边的众多酒
庄。堪培拉产酒区 (Canberra District Wine
Region) 已有160年历史，因其凉爽气候
型的葡萄酒而闻名，这里有魅力非凡的品
酒室，为团体提供品尝美酒佳肴、尝试葡
萄酒调配及参加如何搭配食物的大师班课
程。在家庭经营的偷猎者餐室 (Poacher’s
Pantry) 烟熏室与酒庄里尽享午餐，他们
提供多种令人垂涎欲滴的地区美食，如袋
鼠火腿。回到城市后，在凯悦酒店 (Hyatt
Hotel) 享用惬意的下午茶，然后前往堪培
拉门球俱乐部 (Canberra Croquet Club)
进行一场紧张而有趣的门球比赛。最后，
在温柔的夜色下，一边品尝美馔佳酿，一
边欣赏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里陈列的反映澳大利亚军
事历史的的展览品、人工制品及伟大的艺
术品。

伴着清晨的霞光，乘坐热气球漂浮于城市
上空，享用空中美味早餐，领略苍翠欲
滴的自然风光。降落在老国会大厦 (Old
Parliament House) 后，即可游览城市的
精萃之地 —— 伯利格里芬湖 (Lake Burley
Grifﬁn)。在明镜般的湖面上划独木舟、航
行、乘坐明轮船或划船、或尝试风帆冲浪。
您也可以选择在水滨蜿蜒曲折、平整通畅的
路径上骑自行车。前往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享用午餐，
这里最近开放了一个适合大小团体举办各类
活动的场地，饭后观赏博物馆里令人啧啧称
叹的社会历史展品。夜幕降临，从豪华轿车
上最后看一眼难忘的堪培拉，驱车前往国
会大厦 (Parliament House) 的大会堂(Great
Hall)，参加为团队定制的专属晚宴。

大雪山
(Snowy Mountains)
大雪山距离堪培拉2.5小时车程，澳大利亚
最高山脉科修斯山 (Mount Kosciuszko) 就
在此地。探索这里数不胜数的美景与趣味
活动，如高山野花、顶级滑雪度假村、野
马、冰川湖、垂钓、骑山地车、徒步以及
骑马等。
新南威尔士州的南海岸
(South Coast of New South Wales)
从堪培拉驱车不到2小时即可探访纯净天然
的海岸线，饱览美得令人窒息的壮阔海景
和葱茏的内陆山峦。大快朵颐品质一流的
当地海鲜，观赏鲸鱼，尝试深海垂钓及享
受纯朴舒适的海滩生活。

您知道吗？
2014年起堪培拉在其商业中心区覆盖了免费
Wi-Fi。

花卉节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堪培拉分别距离悉尼282公里和墨尔本660公里。可乘坐飞机、火车、汽车或巴士抵达。每周多
达900趟航班进出堪培拉，澳大利亚所有首府城市均有往返堪培拉的直飞航班。
住宿
堪培拉拥有多种住宿条件，适合各种偏好与预算，从5星级酒店、精品酒店及位列遗产名录的酒
店到服务公寓等。
天气
堪培拉气候干燥，平均最高气温29度。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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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叹元素

您知道吗？

定制游览国家肖像美术馆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进一步了解澳大利
亚人 —— 他们的特性、创意、历史
及文化。

1908年对于国家首都的选址问题，人
们在悉尼与墨尔本之间摇摆不定，最
后折衷选择了位于它们之间的堪培拉。

月份

国会大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29°

28°

25°

20°

16°

12°

12°

14°

16°

20°

24°

26°

温度(华氏)

84°

82°

77°

68°

61°

54°

54°

57°

61°

68°

75°

79°

场馆容量
堪培拉的国家景点提供一系列场馆选项。它们不仅通过其多样的收藏品承载了澳大利亚的历
史，还为举办鸡尾酒会、节庆晚会或企业活动提供无与伦比的场地，例如，国家会议中心、国
会大厦、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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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优选项目
嘉实多黄金海岸600汽车赛
(Castrol Gold Coast 600)
每年十月，为期三天的V8超级跑车锦标赛
(V8 Supercars Championship)将在冲浪者
天堂的大街上如火如荼地进行。帕多克俱
乐部 (Paddock Club）提供每天不受干扰
的赛道观赛终极体验，及一流的服务，还
有机会来到帕多克V8超级赛车休息区认识
赛车手。

您知道吗？
距黄金海岸中心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的45分钟车程内，就分布有40个可接待会奖团
队的锦标赛级高尔夫球场。RACV皇家松树度假村( RACV Royal Pines Resort)高尔夫球场共
27洞，创造了三个独特的18洞组合球场，还有自己的团队建设公司“冒险时刻”(Time Out
Adventures)。度假村设有331间豪华客房，翻新的会议室设备齐全，可接待8至1,800人的团
队。

魔幻百万赛马
(Magic Millions)
每年一月举行的魔幻百万赛马是澳大利亚
最盛大的赛马比赛，获胜者可获得一千万
澳元。预订公司套房或私人吉普百万魔幻小
屋，锁定赛道边观赛的高端体验。

周边景点
卡巴雷塔海滩

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
绵延昆士兰州东南沿海70公里的黄金海岸是奖励您团队的终极冒险乐园。黄金海岸以其众多的主题公园，海滩，劲爆的夜生活闻名于
世。毗邻面积超过100,000公顷的雨林，这个亚热带城市不乏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这里的野生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适于开展各种团
队建设活动，比如冲浪和高空滑索。黄金海岸目前正积极筹备2018年的英联邦运动会，整个城市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一个全新的户外活动空间，升级旧场馆，建造新酒店并开发了各种会奖旅游产品。

(Cabarita Beach)
距黄金海岸以南15分钟车程的卡巴雷塔海
滩是个冲浪胜地。住宿可选择临海的哈雷
肯酒店(Halycon House)，有21间漂亮的客
房，海滩前的会议活动区域面朝泳池。这家
度假酒店的餐厅由大厨本•德夫林(chef Ben
Devlin)掌勺，并提供一系列活动，包括单
桨冲浪和瑜伽等。

魔幻百万赛马

摩顿岛

精选行程
第1天
参观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喂袋鼠，抱考拉，
在动物医院听讲座。推荐树顶挑战(Tree
Top Challenge)项目，包含越过鳄鱼参观
区上空的高空滑索。接着乘车七分钟来到
可伦宾海滩（Currumbin Beach）的大象
岩 (Elephant Rock）参加沙雕比赛。然
后在维京海滩冲浪俱乐部(Vikings Beach
Surf Club)享用午餐，这里以当代澳大利亚
菜肴和海滩美景著称。午饭后包机前往雷
明顿国家公园(Lamington National Park)
的澳莱利雨林度假村(O’Reilly’s Rainforest
Retreat)，该酒店可接待最多 180人的团
队。日落时分在悬崖边的月光岩瞭望台
(Moonlight Crag Lookout)喝一杯，等待星
光满天时享用晚餐。

第2天

第3天

在澳莱利雨林度假村享用早餐，选择参观
飞狐探险(ﬂying fox adventure)或乘坐思
维车随导游参观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
雨林区。接着驱车50分钟参观位于景区内
的姊妹景点澳莱丽酒庄(Canungra Valley
Vineyards)。参加踩踏葡萄和盲品葡萄酒
活动。午餐享用经典澳大利亚烧烤搭配附
近葡萄园自制的葡萄酒。接着回到黄金海
岸位于毕格拉•沃特斯(Biggera Waters)
的海港城购物中心(Harbour Town)的名牌
专卖店中采购一番,然后在贵宾休息室享
用免费点心。乘坐哈利•戴维森 (Harley
Davidsons) 摩托车进入海的诱惑餐厅酒吧
(Seaduction Restaurant and Bar)用晚餐，
边享用澳大利亚现代美食，边观赏冲浪者
天堂的海滩美景。

前往距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以北
15分钟车程的海洋世界(Sea World)，在海
豚环礁湖享用热腾腾的自助早餐。饭后踏入
水中同海豚嬉戏。在海洋世界码头坐喷射艇
环绕黄金海岸水道，接着在黄金海岸冲浪学
校(Gold Coast Surf Academy)学习冲浪。
来到冲浪者天堂星空塔(SkyPoint)观景平台
上的77咖啡酒吧(Seventy7 Café and Bar)
享用午餐。午餐后运动一下，花90分钟爬
一爬星空塔观景台，塔顶在Q1大厦之巅，
距海平面270米，是南半球对外开放的第二
高楼。在电影世界(Movie World)用晚餐，
选择蝙蝠侠，史酷比(Scooby Doo)或卡萨
布兰卡主题区。

(Moreton Island)
乘坐直升飞机向黄金海岸以北，饱览空中美
景30分钟后来到摩顿岛，这里最适合四轮
车自驾游，钓鱼和赏鲸。岛上的天阁露玛岛
度假村(Tangalooma Island Resort)翻新之
后，现在成了各类活动的热门举办地。度假
村内共设四个会议中心，可提供超过80种
行程，并最多容纳1,800位宾客入住。
拜伦湾
(Byron Bay)
拜伦湾位于新南威尔士北海岸，距黄金海岸
以南车程1小时，以闲适的海滩生活，健身
会所和诸如冲浪，皮划艇(kayaking)等水上
运动闻名。拜伦元素(Elements of Byron)占
据22公顷的海滨地区，是一个新的高端水
疗度假区，共有94套私人海滩别墅，会议
设施可接待450位宾客。

惊叹元素
最新资讯

您知道吗？

海洋世界度假村(Sea World Resort)的新会议中心拥有高端的视听设备，最多能容纳1,000
人，还有供休息和举行鸡尾酒会的走廊。度假村设有400间客房。范思哲酒店(Palazzo
Versace)和黄金海岸蜃景喜来登度假村大酒店(Sheraton Grand Mirage Resort Gold Coast)
也提供理想的住宿选择。

2016年黄金海岸迎来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海滨
活动中心库拉瓦平台(Kurrawa Terrace)。平
台设有欢迎早餐，日落鸡尾酒和自选晚餐，
可供150人就座，或举办350人的鸡尾酒会。
如有需要，周围平坦的海滩区也可利用。

梦幻世界(Dreamworld)耗资数百万澳元打造的新赛车区可容纳250人就座，或举办480人的
鸡尾酒会，还有世界首个风火轮过山车(Hot Wheels rollercoaster)项目。
从冲浪者天堂驱车一小时赶往树顶挑战(TreeTop Challenge)游览区，体验澳大利亚最高最
快的导览高空滑索。或是乘坐峡谷飞鸟公司 (Canyon Flyer) 的飞索，以高达70公里的时速
滑行1.5公里，飞越天宝林山（Mt Tamborine) 壮观的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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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租黄金海岸游船公司(Cruise
Gold Coast)的豪华游艇，花一下
午时间随团游览黄金海岸宽水海
滩(Broadwater)，在39英尺长的双
体船“美好生活号”上品尝大盘
海鲜配气泡葡萄酒。或是从黄金
海岸消防车租赁公司(Gold Coast
Fire4Hire)租上几辆可最多搭载67人
的消防车，车队呼啸而过的场景将
令人终生难忘。

美人鱼海滩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黄金海岸共有两个国际机场——黄金海岸机场 位于冲浪者天堂南面约30分钟的车程；布里斯班
机场 位于北面约一小时车程。澳大利亚各首府城市， 区域中心和主要国际城市都设有直达黄金
海岸的往返航班。
住宿
黄金海岸共有超过42,000间客房，一系列不同的住宿选择，如国际酒店、豪华度假区、自助公
寓和雨林休闲酒店。
天气
黄金海岸属于亚热带气候。平均最高气温29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温度(摄氏)

29°

29°

28°

26°

23°

21°

21°

22°

24°

25°

27°

28°

温度(华氏)

84°

84°

82°

79°

73°

70°

70°

72°

75°

77°

81°

82°

十二月

场馆容量
黄金海岸拥有诸多屡获殊荣的会议场所，可接待10至6,000人的团队，包括黄金海岸会议中心
(Gold Coast Convention Centre)，设有一个6,000座的体育馆，超过6,000平方米的展览厅和22
个会议室。黄金海岸还有不少海滨餐厅，内陆休闲会所和令人心旷神怡的户外活动场所。无论
是教育培训，业绩表彰还是团队激励，黄金海岸的丰富经验，基础设施和各类活动一定令您的
团队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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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优选项目
墨尔本美食美酒节
美食美酒节共有超过300项活动，遍布市内
和维多利亚州部分郊区。庆祝人群挤满墨
尔本大街小巷，屋顶户外、甚至跑到阿尔伯
特公园(Albert Park)F1大奖赛的赛道上。趁
此不容错过的绝好机会，邀请著名澳大利
亚厨师倾情打造丰盛的私人晚宴，举办与美
食节相关的讲述食物和葡萄酒如何搭配的研
讨会，或在美食节主场区开个30-100人的
鸡尾酒会。

您知道吗？
距离墨尔本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火车站不到2公里处的三个花园，费兹罗花园
( Fitzroy Gardens)，卡顿区花园(Carlton Gardens)和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Melbourne)，是举办各类活动的理想场所。

墨尔本春季赛马嘉年华
去嘉年华前要参加制作女帽学习班，戴
上新帽子进入赛场才能融入嘉年华的氛
围，在这里逗留一天。嘉年华在弗莱明顿
(Flemington)共持续一周，最后颁发标志性
的墨尔本杯奖杯。可在赛道边租个私人帐
篷，坐在里面不受打扰地观看比赛；或在能
望见终点柱的玫瑰厅和花园景观亭观看，不
会遗漏任何精彩瞬间。
墨尔本弗林德斯火车站

墨尔本
根植于多文化历史传承的饮食文化焕发勃勃生机，拥有480万人口的墨尔本不乏世界一流的餐厅酒吧，国家级大型体育赛事，艺术节，
超过10,000家酒店客房，和各种不同的场馆设施。坐拥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墨尔本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可谓实至名归。
从墨尔本短途驱车前往周边的雅拉河谷(Yarra Valley) 和摩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 葡萄酒产区，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
以及戴尔斯福德(Daylesford)乡村，体验独特的郊外和海岸风情。

精选行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包租一架轻型飞机或直升飞机翱翔于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的十二使徒岩(Twelve
Apostles)上空。距墨尔本仅25分钟飞行时
间，这趟特别的游览包括低空飞行观赏怪石
嶙峋的石灰石岩层，地面观光，午餐在帐篷
里享用美味小龙虾配当地葡萄酒。回墨尔本
后跟随探秘之旅(Hidden Secrets)探索市内知
名的咖啡馆文化，和当地咖啡达人聊天。预
订“边爬边咬”(Crawl ‘N’ Bite)餐厅的特色晚
餐，在三家饭店品尝招牌开胃冷盘配饮料，
或在可容纳150人的白兰地鸡尾酒吧( Eau De
Vie cocktail lounge)喝杯威士忌，听听奶酪
文化讲座。

来到距墨尔本车程一小时的雅拉河谷 (Yarra
Valley) 葡萄酒产区。首先来到罗富酒庄
(Rochford Wines) 踩踏葡萄，及学习葡萄
酒调配课程，或坐上思维车随意游览。接
着来到橡树岭酒庄 (Oakridge Wines) 享用
由大厨马特•斯通（Matt Stone)烹饪的“农
场到餐桌”式(Farm to Table) 午餐，配上
首席酿酒师戴维•比克内尔 (David Bicknell)
制作的的一级霞多丽和黑皮诺葡萄酒。下
午回到墨尔本购物：逛逛小柯林斯街(Little
Collins Street)的时尚精品店，在费兹罗
(Fitzroy) 的格特鲁德街(Gertrude Street)购
买艺术品，音像制品和居家用品，或在达
克兰新区(Docklands)的厂家直销店(DFO)
淘淘打折名牌。推荐乘坐墨尔本之星摩天
轮 (Melbourne Star Observation Wheel)，
乘坐一圈30分钟，将全城美景尽收眼底，
还有专用服务生送上夹鱼子面包和气泡酒。
接着随团来到圣科达 (St Kilda) 的巴克斯特
队长餐厅(Captain Baxter)在海边悠然地享
用晚餐。

早起乘坐热气球，随着太阳缓缓升起，俯
瞰墨尔本的海湾、海滩、市区和郊县。落
地后来到维多利亚女王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参加2小时的搜寻采购食品之旅。
这个有着130年历史的市场就是面包烘焙
师，奶酪师和手工制作师的家，与他们交
流。接着随团感受墨尔本街头艺术，沿途
所见满是涂鸦的小巷，艺术馆和工作室无
不凸显这一点，还能自己动手模板印刷文
字图案。当晚的联欢晚宴是墨尔本行程中
的最后一项，宴会在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大厅(Great Hall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举行，该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的彩
色玻璃天花板。

您知道吗？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体育中心，承办的国
际巡回赛有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Australian
Open Tennis)和F1汽车大奖赛(Formula 1
Grand Prix)，两大赛事进行期间会提供会奖
团队度身定制的配套接待产品。

给墨尔本之旅来点芬芳吧，在化妆室(Powder Room)精选一家香水制作工坊参与制作香水。
这项独特的集体活动地点可更换，选择雅拉河(Yarra River)边的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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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澳网每年一月在墨尔本的盛夏开幕，大赛期
间各种活动伴随着赛事纷至沓来，令人兴奋
不已。赛场内设七家餐厅，另有团体座和举
办私人活动的场所。

摩宁顿半岛

十二使徒岩

惊叹元素
墨尔本杯是世界第二大赛马比赛。
您可于冠军揭晓日上午来上马区与
墨尔本杯合影，该奖杯用18ct黄金
实心制成，价值175,000澳元，记得
要赶在奖杯颁给冠军之前哦。

周边景点
菲利普岛
菲利普岛距墨尔本不到两小时车程，这里
栖息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其中最著名的
神仙小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物种。
在夜幕下观赏企鹅归巢，或走进考拉保育
中心( Koala Conservation Centre)观察区了
解考拉，或在丘吉尔岛(Churchill Island)熏
衣草农庄( lavender farm)的包间用晚餐。
摩林顿半岛
摩林顿半岛的红山美食中心(gourmet hub
of Red Hill)位于墨尔本南面，车程约70分
钟。在蒙达尔特酒庄(Montalto winery)/餐
厅/雕塑公园用午餐；小团队预订波佩罗酒
馆(Polperro’s bistro)和乡村小屋；林登得里
度假酒店(Lindenderry hotel)有40间客房，
适合公司团建活动和商务休闲。
戴尔斯福德
戴尔斯福德位于墨尔本西北面，车程约80
分钟，是澳大利亚的天然矿泉之乡。入住
阿拉和沃尔夫塔斯克两人开的备受推崇的
湖边小屋(Lake House)住宿。作为一家拥
有33间客房的精品酒店，湖边小屋拥有获
奖餐厅， 日间水疗，烹饪学习班和多个配
备了先进设备、能容纳100人的活动场地。

最新资讯

大厨赫斯顿•布卢门撒尔 (Heston Blumenthal) 的餐厅大胆创新，食谱创作灵感来源于14世
纪。晚餐由大厨亲自掌勺，包房用餐，可供10人享用。

F1汽车大奖赛澳大利亚站
可购买贵宾套餐进入阿尔伯特公园大奖赛
赛区(Grand Prix in Albert Park)。套餐包括
帕多克贵宾俱乐部(VIP Paddock Club)，凡
焦休息室(Fangio Lounge)和贵宾观赛套房
(Skybox suite)。

墨尔本杯赛马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每周共有28家航空公司的401班国际航班从32个城市直飞墨尔本。国内航班和国际航班在同一栋
建筑中，无须转换航站楼。
住宿
目前墨尔本市中心共有10,891间客房，市内共有17,799间客房，大墨尔本地区共有26,618间客
房。
天气
墨尔本属于地中海气候。平均最高气温26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26°

26°

24°

20°

17°

14°

14°

15°

17°

20°

22°

25°

温度(华氏)

79°

79°

75°

68°

63°

56°

56°

59°

63°

68°

72°

75°

活动场馆
墨尔本各类活动场馆齐全，有货仓改建而成，也有历史民居，灵活多变，满足不同会议和特
殊活动的需要。被绿星评级系统评为6星的墨尔本会议中心(Melbourne Convention Centre)有
5,500座的全体大会厅，52个会议室和配备高端设备的墨尔本厅(Melbourne Room)，它是墨尔
本同等规格中唯一拥有落地窗的宴会厅。墨尔本多功能会展中心(Melbourne Exhibition Centre)
占地30,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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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优选项目
原野星光
从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日，
50,000个覆盖着磨砂玻璃球体的发光的管
子将照亮艾尔斯岩附近的沙漠。70至120位
客人可同时享用专属星光晚宴，并在晚宴期
间尽情体验由艺术家布鲁斯•芒罗设计的这
个灯展，亦或在黎明之前游览并和40至120
名代表一起享用自助早餐。

最新资讯
纪录片《袋鼠邓迪 (Kangaroo Dundee)》的拍摄地——爱丽斯泉的袋鼠保护区内增加了骆
驼围栏，可供日落之旅中的教育性骆驼体验所用。
在尤拉腊 (Yulara)，为了满足与日俱增的需求，乌鲁鲁骆驼之旅的娱乐区不断扩大，其中包
括专属农场场地租用，可进行烧烤晚宴、鸡尾酒会、定制篝火活动。
位于爱丽斯泉以南32公里的Ooraminna 庄园新建了一个厨房，现在最多可接待500个客人进
行内陆烧烤和享用天然美食。

骆驼杯骆驼赛
在尘土飞扬中观看乌鲁鲁骆驼杯骆驼赛。5
月27日星期五，与您的团队组团参加内陆
先锋酒店的骆驼杯。5月28日，体验星期六
比赛的紧张刺激，并在现场比赛中盛装打
扮。为招待贵宾，还会安排直升机负责来回
场地的接送。
达尔文艺术节
在这个于8月4日至21日举行的为期18天的
音乐、艺术和戏剧庆典期间，在节日公园
租用演出之前享用点心和饮料的专属功能
区，有观看表演的预留座位和一位专属活动
招待人员。

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北领地
说到北领地的宏伟壮丽，恐怕鲜有旅游胜地能与之匹敌。在红土中心，标志性的乌鲁鲁和卡塔丘塔之美令人窒息，参加日出之旅，在星
光熠熠的背景下享用晚餐以及所有活动项目。周围的沙漠以及原住民岩石艺术、乘骆驼悠游、在当地土著长老的带领下漫步，造就了精
萃的内陆体验。
2,000公里以北的省会城市达尔文享有多元文化遗产和热带气候，坐拥各类休闲餐厅和露天市场。就近就有共计4,000个床位的住宿酒
店以及可容纳1,500名代表的会议设施，往返亚洲主要城市的航班更是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这里成为了 大型会奖旅游团的理想驻
地。驱车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卡卡杜和利奇菲尔德国家公园，在这里可以观赏鳄鱼以及参加湿地旅游和其他澳大利亚独具特
色的各类活动。

精选行程

周边景点
利奇菲尔德国家公园
(Litchﬁeld National Park)
向达尔文以南驱车90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
拥有1,500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的利奇菲尔
德国家公园。围绕佛罗伦萨瀑布 (Florence
Falls) 就可以设计一趟理想的一日游行程，
这里有瀑布、游泳洞、四驱车公路、丛林
远足步道及野餐设施等。一边跟随当地的
原住民导游，一边聆听他们讲述当地传奇
的历史。
乌鲁鲁骑骆驼之旅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从红土中心的乌鲁鲁开始您的内陆探
险。入住拥有五家酒店的艾尔斯岩度假
村 (Ayers Rock Resort)，共设700多间客
房，从豪华帐篷、五星级套房到自助式公
寓，应有尽有。在沙漠风帆酒店的Ilkari 餐
厅享用午餐，可以享用到海鲜、烤肉和各
类原住民美食，一饱口福。5月27日到28
日，正好是乌鲁鲁骆驼杯骆驼赛 (the Uluru
Camel Cup)，如果您正好在这里，那么不
妨前去观看骆驼比赛、参加直升机旅游和
庆祝晚宴。晚餐时间，在Tali Wiru预定一
场星空晚餐，独享星空下的专属体验。Tali
Wiru在原住民语言中意为“美丽的沙丘”
这种亲密晚餐最多可容纳20位宾客，大家
围坐在篝火旁边，先品尝香槟和点心，紧
随其后的晚餐可享用四道主菜，边吃边欣
赏原住民表演和讲述传奇的故事。

参加量身定制的乌鲁鲁日出和基地之旅，
坐在6亿岁的巨石后面，一边品茶、喝咖
啡和吃饼干，一边观赏着太阳冉冉升起。
在导游的带领下，步行前往慕提朱鲁水洞
(Mutitjulu Waterhole)，观赏岩石艺术和宗
教圣地，然后参观乌鲁鲁-卡塔丘塔文化中
心 (Uluru-Kata Tjuta Culture Centre)，了
解当地原住民的习俗和购买原创艺术品。
回到艾尔斯岩度假村，在邦雅酒吧 (Bunya
Bar) 或pirra泳池酒吧享用一顿简餐作为午
餐，然后前往附近的城市广场草坪学习点
画创作。乘坐直升机包机飞越乌鲁鲁和卡
塔丘塔（奥尔加山 :the Olgas），期间可
通过iPod提供多语种的解说。在2017年3
月之前，还可享受由“原野星光 (Field of
Light)”环绕的晚餐，届时，您的周围会围
绕着50,000个覆盖着磨砂玻璃球体的发光的
管子。抵达后可先品尝气泡酒和点心，紧接
着是“丛林美食 (bush tucker)”自助餐、迪
吉里杜管表演和原住民舞蹈。

从艾尔斯岩（乌鲁鲁）机场飞往首府城
市达尔文，然后参观帕斯帕雷珍珠公司
(Paspaley Pearls)，一边喝着澳大利亚起泡
酒，一边聆听私人解说，了解珍珠的五大优
点。接下来，传奇的当地厨师Jimmy Shu将
在哈努曼餐厅 (Hanuman restaurant) 亲自
掌勺演示亚洲美食烹饪，然后就是享用中
餐宴会。日落时分，从达尔文市中心驱车
仅10分钟即可到达的滨水场地Pee Wees at
the Point举办一个鸡尾酒会，享用各类饮
品。从4月底到10月底，可在名迪海滩日落
市场 (Mindil Beach Sunset Markets) 休闲
惬意地度过一个晚上。逛一逛多元文化的美
食和手工艺品摊位，然后与400位客人享用
VIP海滩晚宴。

惊叹元素
从水陆空三种途径探索北端地区。乘坐专车从达尔文出发，前去参加内陆水
上飞机探险之旅，途中穿过糖果泻湖 (Sweets Lagoon) 的红树林，坐汽船沿
途观看各种野生动物，搭乘直升机飞越崎岖的风景地貌，还有在Billabong游
轮上钓澳洲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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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杜国家公园
(Kakadu National Park)
向达尔文以东驱车1小时40分钟车程即可到
达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公园、占地20,000
平方公里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卡卡杜极光酒
店位于这片湿地的中央地带，可提供129间
客房和最多容纳120名代表的功能场馆。在
贾比鲁 (Jabiru)，卡卡杜鳄鱼美居酒店内设
110间客房和各类会议设施。参加摇滚艺术
漫步、湿地巡游、空中畅游和由传统原住民
导游带领的文化之旅。
甘号列车 (The Ghan)
充满传奇色彩的甘号列车是连接达尔文到阿
德莱德的铁路大动脉，总长2,979公里，全
程历时超过四天。要想丰富您的旅游行程，
可在爱丽斯泉和库伯佩迪 (Cooper Pedy)稍
作停留，参加定制的骆驼之旅和土著文化
体验之旅。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北领地设有达尔文、爱丽丝泉和乌鲁鲁机场。可从主要的亚洲中心，包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以及从大多数澳大利亚首府城市直接飞往达尔文。从乌鲁鲁驱车20分钟就可到达艾尔斯岩机
场，从这里飞往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和国内其他中心只需三到四个小时。
住宿
整个北领地地区设有近6,000多个住宿房间可供选择，包括酒店、度假村、旅馆等满足各类消费
水平的住宿，其中达尔文有4,000多个床位，爱丽斯泉有1,330多个床位，乌鲁鲁有690多个床
位。
天气
达尔文是热带气候。平均最高温度33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32°

31°

32°

33°

32°

31°

31°

31°

33°

33°

33°

33°

温度（华氏）

90°

88°

90°

91°

90°

88°

88°

88°

91°

91°

91°

91°

爱丽斯泉和乌鲁鲁是沙漠气候。平均最高气温36度

您知道吗？
一天之内，乌鲁鲁巨石会经历色彩变幻。黎
明之前，踏上骆驼之旅，从各个角度欣赏其
色彩的变化，下午乘坐直升机包机，在沙漠
中参加日落鸡尾酒派对并享用晚餐。

北领地土著体验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36°

35°

33°

28°

23°

20°

20°

23°

27°

31°

34°

35°

温度（华氏）

97°

95°

91°

82°

73°

68°

68°

73°

81°

88°

93°

95°

活动场馆
位于艾尔斯岩度假村、屡获殊荣的乌鲁鲁会议中心内设多达420人的剧院式座椅。爱丽斯泉的会
议中心可最多容纳1,200名代表。达尔文会议中心的礼堂可最多容纳1,500名代表。如果是一些
特定的活动，各类酒店、度假村和原野旅馆可提供多样化的露天和室内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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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优选项目
珀斯国际艺术节
(Perth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珀斯国际艺术节每年2月举行，是南半球最
古老的年度国际多元化文化盛会，为观众奉
上世界上最好的剧院、音乐、电影和视觉艺
术活动。艺术节出售公司应酬套票，仅限
20人以上的团队。
海边雕塑
(Sculpture by the Sea)

最新资讯
高端酒店COMO The Treasury位于一栋已有140历史的遗产建筑内。酒店设有48间客房与
套房，2家餐厅，1家酒吧和一个长达20米的室内泳池。
通过在阿布扎比至珀斯的航线上引进787梦幻客机，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增加了前往珀斯的载
客量。
亚历克斯酒店是新近在珀斯市中心和北桥之间开张的精品酒店。酒店可接待40人，拥有一
个屋顶花园，可欣赏到珀斯美妙绝伦的城市天际线。
珀斯皇冠目前正在建造一座6星级酒店 —— 珀斯皇冠度假酒店，共有1,200间客房，将于
2016年12月竣工。

每年3月，来自当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
70多位艺术家将珀斯的科特斯洛海滩变成
了一座俯瞰印度洋的雕塑公园。

周边景点
宁加洛
(Ningaloo)
珀斯国王公园

珀斯
珀斯 —— 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城市，也是人口密度位居澳大利亚第四的城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内公园之一，国王公园（Kings
Park）和植物园。珀斯坐落在天鹅河之滨，这里能提供一系列户外团队建设活动和数不胜数的活动与用餐场地，每年还会举办南半球
历史最悠久的多元化艺术节日。
周边景点包括著名的玛格丽特河（Margaret River）与天鹅谷产酒区( Swan Valley)，列入世界遗产的宁加洛礁(Nigaloo Reef)以及具备
多样地貌的金伯利地区(Kimberley)。

精选行程
第1天
飞行25分钟前往珀斯西南方向的巴瑟尔顿
（Busselton），一个通往玛格丽特河的滨
海门户城镇。漫步于南半球最长的木制码
头 —— 列入遗产名录的巴瑟尔顿栈桥。
栈桥尽头设有一个位于海平面以下8米深
的水下观察站。从观察站可欣赏绚烂多姿
的人工珊瑚丛及生活在其间的300多种海
洋生物，每次可接待48位客人。或者，
在乔格拉菲湾（Geographe Bay）平静的
水域里学习立式单桨冲浪，度过一段充实
的上午时光。然后，来到鹅海滩酒吧与厨
房（Goose Beach Bar & Kitchen），一
边欣赏码头的绮旎美景，一边享用午餐，
餐厅共有3个宴会场地。饭后，驱车1小
时前往玛格丽特河产酒区，散落着155家
酒庄，澳大利亚25%的优质出口葡萄酒均
产自此地。下午参观露纹酒庄（Leeuwin
Estate），本地5家创始酒庄之一。参加品
酒之旅，然后拜访艺术馆，细细品味收藏
在这里的150多幅画作与艺术品，均出自澳
大利亚当代著名艺术家之手。探索航行者
酒庄（Voyager Estate’s）的地下酒窖，几
乎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地下酒窖。探索活动
结束后，来到酒庄的餐厅里品尝他们的特
色佳肴，通过6道搭配美酒的菜肴愉快品尝
航行者酒庄的味道。

第2天

第3天

早上开车回到巴瑟尔顿，飞回珀斯。参
加双脚丈量的心动（Two Feet and Heart
Beat）徒步之旅，逛逛城市里的大街小巷
和拱形游廊。参观不拘一格的伦敦广场，
一条建于1937年的都铎式拱廊，这里商店
林立，包括John Walker巧克力店，一家由
家族经营的高级巧克力公司。中午前往位
于高端酒店COMO The Treasury天台的野
花餐厅享用午餐。餐厅拥有一望无际的城
市美景，锃光瓦亮的大理石地板和明净透
亮的落地窗，主餐厅可容纳80位客人，酒
吧与室外阳台则可容纳30位客人。午后，
换一种角度观赏这座城市，乘坐长36英尺
（11米）的游艇，巡游天鹅河。天鹅河巡
游的每艘游艇可承载11位乘客，每次可接
待多至176人的团体。今晚将在明星主厨
Nobu Matsuhisa的同名餐厅Nobu静享晚
宴，餐厅位于珀斯皇冠酒店内，设有两个
私人包间，两个包间共可容纳22位客人，
或预订整个餐厅可为240位客人提供用餐
服务。

参加思维车之旅，在兰利公园打一场别开生
面的思维车马球赛，开启今天的美好旅程。
经过一番紧张而有趣的角逐后分出胜负，
为胜利方庆祝，然后前往位于国王公园与
植物园的费沙餐厅（Fraser’s Restaurant）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用餐之余还可悠闲地
欣赏城市与河流的曼妙风光。费沙共有4个
用餐场地，您可根据团队人数挑选合适的
场所：餐厅，私人用餐区，宴会中心及国
宴中心，共可容纳400位客人就餐。大快
朵颐之后，驱车30分钟抵达小生物弗里曼
特尔啤酒厂（Little Creatures Fremantle
Brewery），一家以麦酒闻名的澳大利亚啤
酒公司。参观啤酒厂，在品酒室浅酌爽口清
冽的啤酒和苹果酒。前往晚餐地的途中，顺
道拜访科特斯洛海滩 (Cottesloe Beach)，
观看印度洋上的壮丽日落。然后，来到海滨
屋（Shorehouse）餐厅享用晚餐，和饱览
斯温伯恩海滩（Swanbourne beach）的美
景。餐厅可整场预订，为200位客人专门服
务，或是向较小的团体提供可容纳90人的
私人用餐区。

您知道吗？
每年9月至12月是座头鲸的迁徙季节，此时您将有机会在珀斯沿海水域里看到它们的优美身影。
租一艘船驶向大海，抓住观赏鲸鱼跃出水面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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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珀斯飞行2小时抵达埃克斯茅斯
（Exmouth），通往宁加洛礁的门户之地。
埃克斯茅斯位于西澳大利亚州中北部海滩，
是一个长达260公里的岸礁，这里生活着
500多种热带鱼、蝠鲼和珊瑚。如果您计划
4月至6月间来访此地，将有机会与世界上
最大的鱼类，性情温和的庞然大物 —— 鲸
鲨一起游泳。
布鲁姆
(Broome)
布鲁姆是一座距离珀斯2.5小时飞行航程的
海滨城镇，因其辉煌的采珠史而闻名，提供
一系列有趣活动，包括黄昏时在凯布尔海滩
（Cable Beach）骑骆驼，捕捉泥蟹，享受
矿泉治疗和采购光彩夺目的南海珍珠，就在
澳大利亚金伯利海岸上尽情探幽寻宝吧！
金伯利
(The Kimberley)
金伯利属于西澳大利亚州的9个地区之
一，占地423,517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
面积的3倍。入住埃尔奎斯特荒野公园与
家园（El Questro Wilderness Park and
Homestead），多种住宿条件供您挑选，
包括拥有9间奢华套房的埃尔奎斯特家园。
活动包括钓澳洲肺鱼，骑马，乘坐观光
飞机飞越世界遗产地普尔努卢卢国家公园
(Purnululu National Park) 的邦格尔邦格尔
山脉（Bungle Bungle Range）。

惊叹元素
想不想来一次地地道道的独特体
验？那就租下可容纳36位乘客的真
北号游轮 (True North)，它是南半
球唯一一艘冒险游轮，船上备有一
架直升机。游轮的设施包括拥有壁
上显示屏的休息室、露天酒吧和用
餐区，而且您还可根据团队需求定
制专属于您团队的完美行程。

真北号游轮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18家国际航空公司和12家国内及地区航空公司将110多个澳大利亚及全世界的目的地与珀斯连
接起来，为游客提供极大的便利。迪拜及某些亚洲城市，如曼谷、吉隆坡、新加坡与香港的直
飞航班为旅客提供无缝国际连接。澳大利亚所有主要城市均有直飞珀斯的国内航班。
住宿
珀斯拥有8,000间星级客房，满足所有客人的不同需求。目前遍布市内的12家酒店，共计2,198
间客房正在建造中。
天气
珀斯属于南地中海气候，平均最高气温31度：

您知道吗？
珀斯共有19座海滩，每年平均享有3,000小时
的灿烂阳光。城市里有众多适合室内与室外活
动的海景场地，包括位于科特斯洛海滩的印第
安纳（Indiana），可招待140位客人入座就餐
或170位客人站立式活动。

宁加洛礁

普尔努卢卢国家公园（邦格尔邦格尔山脉）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31°

32°

30°

26°

22°

19°

18°

19°

20°

23°

26°

29°

温度（华氏）

88°

90°

86°

79°

72°

66°

64°

66°

68°

73°

79°

84°

活动场馆
数家酒店和多个场所为10至2,500名代表提供会议与展览空间。珀斯会展中心为2,500名代表提
供设备齐全，占地15,000平方米的展览场地，另有18间会议室。活动与会议中心位于即将开业
的皇冠度假酒店内，提供占地约4,800平方米的多功能新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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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海岸
阳光海岸拥有蔚为壮观的沙崖海岸线、绿意葱茏的山脉、亚热带雨林、冲浪海滩、清幽寂静的海湾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沙岛，这里不仅自
然风光迷人，更有一系列现代设施与住宿选择，是举办会议或奖励活动的理想之地。

精选行程
第2天

拜访由已故鳄鱼猎人史蒂夫•艾云 (Steve
Irwin) 创建的澳大利亚动物园 (Australia
Zoo)，现已是一处景点及动物保护机构。
让一位守园人带您近距离接触本土的澳大
利亚野生动物，如澳洲野狗、考拉、袋鼠
与针鼹等。与可爱的澳大利亚动物合影一
张，然后前去观看惊心动魄的鳄鱼进食表
演。中午，一位环保主义者将与您一起共
享新鲜的当地美食，为您讲述更多关于澳
大利亚独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故事。
开车一小段路，通过阳光海岸腹地，抵达
宁静优美的山村蒙特维尔 (Montville)。
前往斯派瑟克洛夫利庄园 (Spicers
Clovelly Estate) 的途中在焰山葡萄园与餐
厅 (Flame Hill Vineyard & Restaurant) 停
留片刻，品尝地道的澳大利亚葡萄酒。斯
派瑟克洛夫利庄园是一座美丽的乡间家
园，也是澳大利亚奢华旅舍之一，周围环
绕着高大的无花果树、浓荫蔽日的蓝花楹
树和一丛丛馥郁芬芳的木兰花与栀子花。
庄园里广受好评的餐厅长围裙 (The Long
Apron) 为您呈上当地的精致美食。

乘坐直升机或小型飞机转眼抵达世界上最
大的沙岛 —— 费沙岛 (Fraser Island)，
在东部 (Eastern Beach) 纯净的沙滩上降
落。地面上等候您的是红地毯、行李搬运
工与悍马，坐上车沿着风景如画的海滩前
往私密的午餐地，用餐时还可俯瞰无敌海
景。跳进清凉的伊莱溪 (Eli Creek) 里游
泳，在香槟池 (Champagne Pool) 的自然
按摩浴缸里彻底放松。悠闲地感受岛屿的
闲适生活，或是追寻刺激的冒险，在水域
里划独木舟。晚上，边享用度假村的露天
晚餐，边欣赏来自一支当地原住民乐队的
现场音乐表演。

您知道吗？

努沙国际美食美酒节
(Noosa International Food and Wine
Festival)
参加努沙国际美食美酒节，邂逅国际及澳大
利亚的知名主厨。超过200位顶级主厨、酿
酒师、餐厅老板及媒体人士将参与这次盛
会，为您提供一次大饱口福的机会，更有精
彩的娱乐节目让您眼前一亮。

阳光海岸每天平均日照时间7小时，属于亚热带气候，因此几乎全年都是进行户
外活动的好时节。

卡伦德拉音乐节
(Caloundra Music Festival)
每年10月，卡伦德拉音乐节会将澳大利亚
及国际上最优秀的音乐家聚集到国王海滩
(Kings Beach) 上。音乐节除了动人的音
乐，还有流动表演、海滨嘉年华、街头艺术
及市集摊位。

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 开通了每天往返悉尼至阳光海岸的航班，此航班为波音717，分两
个客位等级，每周往返6次，共110个座位。

最新资讯
太阳中心 (SunCentral) 开发项目将阳光海岸53公顷的土地转变为一个繁荣的闹市区，该项
目包括65,000平方米的零售开发区、1家酒店和1个会展娱乐中心。

最近斥资1500万澳元建造的最佳西方海边Kawana酒店 (Best Western Plus Oceanside
Kawana Hotel)，从豪华套房到行政套房，共设81间客房。这家4.5星级的酒店位于阳光海
岸中心，距离阳光海岸机场仅20分钟车程。

莫罗拉巴三项全能比赛
(Mooloolaba Triathlon Festival)
海岸城镇莫罗拉巴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世
界级体育赛事，包括莫罗拉巴三项全能比
赛。这项比赛为期3天，包含多种体育赛
事，吸引了全球许多竞争者及体育爱好者
前来参加。

努沙

第1天

您知道吗

第3天
乘坐专属四轮车漫游费沙岛，沿途经过海
滩上的水鸟与澳洲野狗；探索岛屿海滨的
玛希诺号 (Maheno) 沉船遗骸；驶入多岩
石的内陆僻径，不受打扰地观赏晶莹剔透
的湖泊、茂密葱茏的雨林及湿地。在麦肯
锡湖 (Lake McKenzie) 纯净幽蓝的水边
和洁白无瑕的沙滩上享用美味野餐，然后
乘坐奢华游船离开岛屿前往位于陆地海滨
的努沙 (Noosa)。根据不同的季节，您或
许在航行的过程中还能看到迁徙中的鲸鱼
和活波可爱的海豚。夕阳西斜时，先在努
沙主海滩 (Noosa Main Beach) 上品尝一
杯鸡尾酒，再畅快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
餐桌上新鲜味美的海鲜及其他食材来自
毗邻海滩的努沙树林园地 (Noosa Woods
parkland)。回到努沙，入住舒适温馨的佩
珀斯努沙度假村与别墅(Peppers Noosa
Resort & Villas)，观赏周围国家公园里的
曼妙风光。

阳光海岸拥有长达100多公里的原始沙滩。

周边景点
玻璃屋山
(Glass house Mountains)
玻璃屋山由16座火山峭壁组成，从周围的
桉树林和菠萝庄园里拔地而起，傲然耸立，
适合进行一次原住民徒步之旅或缘绳速降
冒险。
阳光海岸内地
(Sunshine Coast Hinterland)
在主厨的带领下，走过一条遍及阳光海岸内
地的定制化美食路径，拜访当地食品商，如
墨兰尼芝士工厂 (Maleny Cheese Factory)。
焰山葡萄园及餐厅, 姜工厂与草莓园 (Ginger
Factory and Strawberry Fields) 以及特色农
贸市场，一路上品尝不同美味。
费沙岛
(Fraser Island)
驾驶四驱越野车沿着大海滩驾驶路线 (Great
Beach Drive) 前往列入世界遗产的费沙岛。
这条旅游路线从努沙向北延伸，是一条路程
长达200多公里的海滩美景公路。除了摄人
心魄的海岸风景，还有独特的本土野生动
物、丰富多彩的活动及沿途休息站。全程覆
盖了两个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生物圈
保护区，一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洋公园
和世界上最大的沙岛。

玻璃屋山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每日都可从澳大利亚南方城市悉尼及墨尔本乘坐航班飞往阳光海岸。捷星航空公司 (Jetstar)、
澳洲航空公司与维珍澳洲航空公司 (Virgin Australia) 均开通了飞往阳光海岸机场的航班，以及
新西兰航空 (Air New Zealand) 从奥克兰到阳光海岸的季节性航班。或者可从布里斯班机场 ，
这个通往昆士兰的国际及国内门户之地 ，向北轻松行车1小时即可抵达阳光海岸。
住宿
阳光海岸能提供3,500多间昼夜服务的客房以满足需求。
天气
阳光海岸属于亚热带气候，平均最高气温29度：

惊叹元素
包下理查德•布兰森 (Richard Branson) 爵士的梅克皮斯岛 (Makepeace
Island)，一座面积为10公顷的心形岛，毗邻努沙。可乘坐私人游船或直升机
前往梅克皮斯岛，该岛可接待22位客人，设有一个泻湖泳池、网球场、水疗
馆、剧院、私人酒吧，此外，还可请行政主厨 (Paul Jobin) 为您的团队专门设
计一份菜单。
努沙主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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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沙岛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29°

29°

28°

26°

23°

21°

21°

22°

24°

25°

27°

28°

温度(华氏)

84°

84°

82°

79°

73°

70°

70°

72°

75°

77°

81°

82°

场馆容量
阳光海岸设有多种多样一流的会议设施与活动中心，通常与散落在整个地区的世界级度假村合
并在一起。这些场所可为小团体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也可招待人数多达2,500名代表的大型会
议与奖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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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悉尼海港海上歌剧
(Handa Opera on Sydney Harbour)
悉尼海港海上歌剧在位于海港边缘的弹出式
户外剧场的皇家植物园内演出。高端体验的
内容包含可选择在白金俱乐部内预定三道式
晚餐，或是为您的团队预定一场专属演出。

在齐本德尔 (Chippendale) 的老克莱尔酒店 (The Old Clare Hotel) 由两座列入遗产名录的建
筑构成，提供62间套房，三间餐厅和一个屋顶游泳池区域，可以预定用作活动场地。银眼
餐厅 (Silvereye) 是一个可容纳16人的餐厅场地，也可用于私人用餐。

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
(Vivid Sydney)
历时三个多星期，这个世界上集灯光、音乐
和创意为一体的最大节日——悉尼灯光音乐
节将使得夜晚的悉尼街道变得缤纷多彩。各
色灯光设备将五光十色的灯光投射到这个节
日区域的建筑上，其中就有悉尼海港大桥和
悉尼歌剧院。预定海港一带的餐厅或活动场
地中的一处地点，如当代艺术博物馆，即可
欣赏灯光装置的无限魅力。
海滨雕塑展
(Sculpture by the Sea)
海滨雕塑展——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户外
雕塑展现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并且把邦迪
和塔马拉马海滩 (Tamarama Beach) 之间
的海岸延伸到一个露天的艺术画廊。

悉尼海港

悉尼

普瑞姆斯酒店 (Primus Hotel) 位于中央商务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列入遗产名录的五星级酒
店，其风格新老结合，不拘一格，内设172间客房和套房、一间屋顶酒吧，都可以预订用作
活动场地。

戴夫的啤酒之旅 (Dave’s Brewery Tours) 将带领客人们参观啤酒的酿造过程，适合于最多
100人的团队。对于人数较多的团队，他们可以在您选择的一个地点提供精酿啤酒品酒会。

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北部海岸，拜伦湾自然度假村 (Elements of Byron Bay) 位于海滩前方近
两公里处、占地50英亩。这个度假村设有94座别墅、一个无边界游泳池、日间水疗中心以
及最多可容纳450名代表的会议室。

在昆士兰州边境的南面，位于卡巴雷塔海滩 (Cabarita Beach) 的翡翠鸟精品酒店
（Halcyon House boutique hotel）可提供21间客房、一个可以满足最多120人的活动场
地，以及一系列的活动，包括Paper Daisy餐厅主厨Ben Devlin的烹饪展示。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最古老的城市，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历史。该城市环绕着包含悉尼海港、曼丽港和达令港在内的世界上最大的天
然海港——杰克逊港。这座多元文化的城市也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节日和活动以及享誉内外的餐厅， 如码头 (Quay) 餐厅位列世界
50家最佳餐厅排名的第51到100位名单之列。
除了城市本身，您还会发现很多历史悠久的葡萄酒产区（比如猎人谷）、沿海度假区、森林景观，包括列入世界遗产的蓝山，所有这些
为举办令人难忘的活动和团队建设等提供了理想的场地。

周边景点

精选行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探索悉尼歌剧院——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建
筑作品之一，提供配备各种语言讲解的行
程选择。踏上探索幕后精彩的旅行，带您
的团队进入帆船的内部并以一个惊喜的歌
剧表演结束。接着，游览达令港，在悉
尼野生动物园看一看考拉，在考拉屋顶
(Koala Rooftop) 上拍照留念，然后去享用
午餐。整个下午的时光在悉尼港度过，乘
坐东方帆船公司 (East Sail) 的游艇前往悉
尼的一个僻静的海滩，或举办团队建设活
动，如寻宝或帆船赛。晚上，登上水上出
租车去鹦鹉岛(Cockatoo Island)，当晚，
就在那里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囚犯禁
区”(Convict Precinct) 参加鸡尾酒会，其
室内和室外最多可容纳1,200位宾客。

早上，在悉尼港边上的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内，一边参加瑜伽课，
一边迎接早晨的太阳，开始崭新的一天。
接着，搭乘水上飞机升上天空，鸟瞰世界
上最深的天然海港。为了推介澳大利亚的
美食，在位于悉尼鱼市场 (Sydney Fish
Markets) 的悉尼海鲜学校学习烹饪。这些
实践课程均由顶级的澳大利亚厨师领衔，
这一切，包括一场有美酒相伴的海鲜午餐
在内，都是为您的团队精心准备的。用餐
完毕后，参加快速攀桥项目(BridgeClimb
Express)，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登上位
于海拔134米的悉尼海港大桥 (Sydney
Harbour Bridge)之巅。晚餐时分，前往
冰山餐厅 (Icebergs)，一边享用意大利美
食，一边欣赏邦迪海滩 (Bondi Beach) 的
壮观景色。

在悉尼东部郊区的海滩，包括著名的邦迪
海滩，参加澳大利亚越野骑行公司 (Wild
Ride Australia) 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之行，
历时1个小时。您的导游会在悉尼屈臣湾
(Watsons Bay) 的港边郊区让您下车，前
往Doyles餐厅，在享用海鲜午餐的同时，
还可以俯瞰整个水域的美景。搭船返回城
市，下午就在悉尼皮特街 (Pitt Street) 的西
田购物中心 (Westﬁeld Sydney) 度过，那
里汇集了250家时尚家居精品店，在那里您
可以在西田贵宾室预订一个私人造型课程。
晚上，在悉尼月亮公园 (Luna Park) 列入遗
产名录的建筑——水晶宫 (Crystal Palace)
用餐并住宿，在两个户外甲板区域可欣赏从
这座城市到巴尔曼 (Balmain) 的整个海景。

哈利租借公司 (Harry the Hirer) 可在悉尼海港的任意海滨建立一个定制的空间
立方体，将整座城市作为您的活动背景。作为鸡尾酒派对和户外活动的最佳地
点，您还可以在这些多功能的弹出式场地上加注自己的品牌，提升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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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谷
(Hunter Valley)
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商业葡萄酒产区——猎
人谷，只需向悉尼北部驱车两个小时的车
程即可到达，这里汇集了150间酒窖。该地
区拥有超过150家酒店，可提供一系列的活
动，包括热气球、踩葡萄皮和葡萄酒品鉴
会、烹饪课、高尔夫和水疗等。
杰维斯湾

您知道吗
惊叹元素

蓝山山脉
(Blue Mountains)
由悉尼向西驱车两小时即可达到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蓝山国家公园，您可以自行选
择丛林漫步、思维车或骑马穿越这片区
域。其他亮点包括日间水疗中心课程、下
午茶和豪华的Emirates唯一沃根谷度假村
酒店 (Emirates One&Only Wolgan Valley
Resort)。

从小吃加啤酒到精致的餐饮体验，悉
尼歌剧院设有六间餐厅和酒吧可供选
择。在环境温馨奢华的 圆形餐厅 (The
Circle)，您可以在他们的私人用餐区享
受贝尼 隆 (Bennalong) 的精美澳大利
亚菜肴，餐厅随处均可欣赏悉尼的旖旎
风光，共可容纳28人就座，或60人的
鸡尾酒会。

(Jervis Bay)
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南部的南部海岸，离悉
尼南部仅三小时车程，在这里，可以租一
艘豪华游艇，搭乘海上游轮搜寻鲸鱼和海
豚，或尝试一下立式单桨冲浪。
拜伦湾
从悉尼搭乘一个小时的飞机就可到达拜伦
湾的海滨枢纽。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如何
冲浪，皮划艇、徒步穿越腹地及在86英亩
农田上的农场里三只蓝鸭餐厅 (Three Blue
Ducks at the Farm) 内举办活动。

勃朗特海滩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离市中心约20分钟车程的悉尼机场是通往澳大利亚的门户，服务于4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每周
设有630个航班到达。三家国内航空公司提供往返澳大利亚周边其他城市的航空服务，方便快
捷。
住宿
悉尼拥有超过33,000家住宿酒店，其中大部分位于中央商务区。
天气
悉尼是地中海式气候，平均最高气温26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26°

26°

25°

22°

19°

17°

16°

18°

20°

22°

24°

25°

温度(华氏)

79°

79°

77°

72°

66°

63°

61°

64°

68°

72°

75°

77°

场馆容量
2016年12月，悉尼的新国际会议中心(ICC Sydney）正式落成，能够承载人数总计达12,000
多名代表的四个完全独立的同期活动，总容量将达40,000平方米。还有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Sydney Olympic Park)，一个拥有十个场馆的包罗万象的商业区，包括22,000平方米的展览空
间与100多个不同的功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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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优选项目
MONA FOMA & DARK MOFO
MONA FOMA每年1月举办，是古今艺术博
物馆的音乐与艺术节，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
知名表演家将为观众带来各种流派、发人
深省的音乐与艺术。Dark Mofo每年6月举
行，通过大规模的公众艺术、美食、音乐、
灯光与表演庆祝冬日的到来。两种盛会均提
供定制体验，作为公司款待套餐的一部分。

最新资讯
MONA发表了一项金额高达7,500万澳元的修整计划，该计划包括对艺术馆的扩建以展示四
幅James Turrell的作品和建造一家拥有160间客房、1个集会中心和赌场的酒店。
1940年代的一座水电站已改造成一家拥有18间客房的度假村 —— 泵房旅馆 (Pumphouse
Point)，位于世界遗产塔斯马尼亚州旷野。度假村设有会议中心且提供专享服务。
鬼岩的一百英亩( Hundred Acres at Rock) 是一家多功能场所，通过其美食美酒工作坊为游
客提供“泥土到瓶子，农场到餐桌”的体验。

声音节
(Festival of Voices)
声音节每年7月举行，各种各样的声音将齐
聚在此，从合唱音乐到福音音乐、古典音
乐、清唱和圣歌。声音节通常在霍巴特富有
历史韵味的地方举行，例如于1837年开放
的皇家剧院 (Theatre Royal)。

周边景点
朗赛斯顿
菲欣纳国家公园的酒杯湾和哈泽德山脉

塔斯马尼亚
霍巴特 (Hobart) —— 澳大利亚的岛州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城市，位于德文特河（River Derwent）水滨和威灵顿山 (Wellington
Ranges) 脚下。因其砂岩建筑、不拘一格的艺术博物馆、自然美景及动态饮食文化而闻名，霍巴特是一座布局紧凑、交通便利的城
市，附近散落着澳大利亚最佳产酒地、山脉、海湾与海滩。
走远一点，即可探索世界遗产塔斯马尼亚州旷野 (Tasmanian Wilderness)，澳大利亚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体验美酒美食的胜
地，包括烹饪课程、品酒之旅和直接品尝未经加工的纯天然新鲜食材。

精选行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来到小鲑鱼餐厅 (Smolt) 静享早餐，餐厅
可容纳40人入座就餐，具有一份共享式的
改革性菜单。饭后，乘坐直升机前往赛菲
尔菲欣纳 (Safﬁre Freycinet)，一座霍巴特
以北的奢华度假村。行程中，您将飞越塔
斯马尼亚州最古老的公园之一 的菲欣纳国
家公园（Freycinet National Park），公
园景观包括具有粉红色花岗岩峰的哈泽德
山脉（Hazards）和被誉为世界上最佳海
滩之一的酒杯湾（Wineglass Bay）。中
午时分，赛菲尔的主厨会在水流之滨为大
家准备美味午餐，当牡蛎养殖户为您捕捞
牡蛎并将之去壳时，您可趁机将双足浸入
水中，感受一丝清凉之意。午后，乘坐赛
菲尔特制的游船游览思厚腾岛 (Schouten
Island)，它属于菲欣纳国家公园的一部
分。领略悬崖与海湾的海岸美景，观赏海
洋野生动物，如澳大利亚海狗。最后在赛
菲尔味觉餐厅 (Safﬁre’s Palate)一边品尝
美食一边欣赏哈泽德山脉的优美景色，
完满结束一天的行程。餐厅主厨Simon
Pockran每日更换菜单，确保您品尝到最新
鲜的当地时令菜品。

驾驶跑车回到霍巴特，经过波诺朗野生动
物保护区 (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
时稍作停留，抓住机会喂喂世界上现存最
大的有袋动物 —— 袋獾。继续驱车前往古
今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Old and New
Art)，简称MONA，是一个集酒庄、啤酒
厂、图书馆、博物馆、餐厅及酒吧于一体
的多功能场所。参加茉丽拉酒庄（Moorilla
Estate）的幕后与品酒之旅。然后，在博
物馆屡获褒奖的餐厅The Source纵享午
餐，餐厅以当地食材为主打原料。饭后，
随意逛逛MONA，一家私人资助建设的当
代艺术博物馆。MONA收藏着一系列展览
品，包括由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现代主义艺
术家之一Sidney Nolan创作的
“蛇”(Snake)。这幅由1,620幅小画构成
的壁画是这位艺术家尺寸最大的作品，长
46米宽9米。乘坐博物馆专用快船MONA
ROMA号离开霍巴特。今晚在弗洛格莫尔
溪酒庄 (Frogmore Creek Winery) 一饱口
福，品尝这里口感醇厚的凉爽气候型葡萄
酒。

首先，在位列遗产名录的亨利琼斯艺术酒店
(Henry Jones Art Hotel) 享用早餐，酒店位
于霍巴特水滨边缘的一个砂岩仓库里，其历
史可追溯至1820年代。然后，参加潘尼戈
自然之旅 (Pennicott Wilderness Journeys)
广受好评的海鲜饕餮之旅（Seafood
Seduction tour），乘船从海港前往丹特尔
卡斯托海峡（D’Entrecasteaux Channel）
水域，附近就是布鲁尼岛（Bruny Island)。
旅程亮点包括直接品尝从海中新鲜打捞的
海鲜，如来自塔赛尔三文鱼养殖场（Tassal
Salmon Farm) 的生鱼片，新鲜去壳的牡
蛎，向导下水为您的午餐捕捞的鲍鱼、海胆
与小龙虾，再加上塔斯马尼亚州气泡酒，堪
称人间绝味！回到宪法码头（Constitution
Dock）后，在拉克酿酒厂（Lark
Distillery）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关于威士忌
的第一手信息。接下来，驱车30分钟来到
苹果屋（Apple Shed）吃晚饭。1940年代
这里曾是一个包装工厂，现在这间充满乡土
气息的古朴餐厅可容纳120位客人入座就餐
或200位客人站立式活动。

您知道吗？
塔斯马尼亚州气候凉爽、水质清幽且农作物品质优良，这一切为生产上等威士忌提供了有利
条件，塔斯马尼亚州现在拥有澳大利亚密度最高的酿酒厂。苏利文角威士忌 (Sullivan Cove
Whisky) 在世界威士忌大赛 (World Whiskies Awards) 上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最多可同时为10位游客提供品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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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位于班布哥林克斯高尔夫度假村
(Barnbougle Links Golf Resort)的沙丘
(The Dunes) 与迷失农场 (Lost Farm) 球
场名列澳大利亚五大最佳球场，沿着滨海
土地建造而成。度假村拥有奢华住宿、餐
厅、可容纳70人的会议及活动举办场所。

(Launceston)
朗赛斯顿距离霍巴特2.5小时车程，是塔
斯马尼亚州第二大城市。城市里有许多观
光及活动项目，包括游览詹姆士勃啤酒厂
(James Boag’s brewery)，观赏卡德奈特
峡谷 (Cataract Gorge) 的峭壁和品尝约瑟
夫克罗米(Josef Chromy) 的葡萄酒与巧克
力。塔玛谷 (Tamar Valley) 位于城市北部，
是塔斯马尼亚州最负盛名的产酒地之一。
国王岛
(King Island)
租一艘飞机从朗赛斯顿飞往国王岛，在威
克姆角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Cape Wickham
Links Golf Course) 上潇洒挥杆。球场就在
海岸之滨，占地161公顷，从球场能将巴斯
海峡 (Bass Strait) 的迷人景致尽收眼底，
可同时为120位客人提供住宿。
摇篮山
(Cradle Mountain)
从霍巴特开车3小时左右即可到达摇篮山-圣
克莱尔湖国家公园 (Cradle Mountain-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隶属世界遗产塔斯
马尼亚州旷野的一部分。公园里地貌崎岖，
热带雨林和高山荒野中点缀着冰川湖、高山
瀑布与美如画卷的摇篮山。公园的右边就是
佩珀摇篮山旅馆 (Peppers Cradle Mountain
Lodge)，设有86间客房与多个会议中心并
提供一系列活动如导览徒步和夜间精华游。

惊叹元素
拜访历史可追溯至1930年代的塔拉
利亚庄园 (Tarraleah Estate)。庄园
距离霍巴特90分钟，提供一系列住
宿条件和会议场地以及缘绳速降和
划皮艇等团队建设项目。

班布哥迷失农场高尔夫球场

菲欣纳赛菲尔的菲欣纳海洋生蚝农场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5家航空公司每日都运营从澳大利亚大陆到塔斯马尼亚州的航班，或者每日从墨尔本乘坐车辆渡
轮抵达塔斯马尼亚州。
住宿
塔斯马尼亚州的住宿选项就像它的地貌一样丰富多彩。从中部霍巴特到世界遗产塔斯马尼亚州
旷野区域均设有下榻之地，包括旅馆、高级艺术酒店、现代城市会议酒店和海滩度假村。塔斯
马尼亚州的首府城市霍巴特拥有2,700间客房，而朗赛斯顿则有1,650间左右。
天气
塔斯马尼亚州是凉爽的温带气候，平均最高气温23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23°

22°

21°

18°

15°

13°

13°

14°

15°

17°

19°

21°

温度(华氏)

73°

72°

70°

64°

59°

55°

55°

57°

59°

63°

66°

70°

活动场馆
霍巴特非常适合多达1,100位代表的商务活动，朗赛斯顿可轻松为600位代表举办各类活动，而
其他地区则可为60至100人的团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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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当地项目
澳大利亚室内音乐节
(Australian Festival of Chamber Music)
在澳大利亚室内音乐节（AFCM）期间，欣
赏一场精彩的私人表演。享誉国际的古典音
乐家们在富有热带风情、迷人优雅的室内
为您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本活
动赢得了全球许多观众的青睐，纷纷前来
赏乐怡情。

您知道吗
1770年，当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库克 (James Cook) 航行至磁岛时，他的罗盘感
受到了岛屿十分明显的磁效应，因此他给这座岛屿命名为“磁岛”。

汤斯维尔500 V8超级房车赛
(Townsville 500 V8 Supercars)
每年7月当汤斯维尔500 V8超级房车赛将里
德公园（Reid Park）街包围起来时，不妨
停下来参与这场北昆士兰声势最大的体育
赛事。

周边景点
凯恩斯
凯恩斯坐落在两大世界遗产地之间 —— 大
堡礁与澳大利亚的湿热带雨林 (Wet Tropics
Rainforests) —— 提供一系列精彩的户外体
验，从礁岩探险和游船赏景到雨林树顶漫步
和白水漂流 (white water rafting)。
汤斯维尔市内

圣灵群岛
这座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异域天堂，交通
便利，提供私密的岛屿度假旅行及无数地道
的澳大利亚体验，是一个适宜举办各类企业
活动的完美之地。

汤斯维尔
汤斯维尔一年平均有300天阳光普照，附近就是声名赫赫的大堡礁及热带雨林、狂野内陆和岛屿天堂，这里引人入胜的热带地貌是举办
会议与企业活动的理想胜地，为参与者带去不一样的感受。

磁岛

惊叹元素

精选行程
第1天
登上直升机，飞往利亚顿公园 (Leahton
Park)，乘坐公园里的马车驶过崎岖的乡
间小路前去观赏令人惊叹的德克萨斯长角
牛、野生袋鼠以及无数种澳大利亚鸟类。
享用一顿传统的内陆午餐，然后乘坐四轮
摩托返回基地。在历史淘金小镇查特斯
堡 (Charters Towers) 试试您的手气，之
后回到汤斯维尔过夜。当您在俯瞰罗斯河
(Ross River) 的美景时，可慢慢品尝为您
的私人餐室准备的餐前开胃酒，然后，纵
享用当地食材烹制的无敌美味，主厨还会
为您介绍菜肴的特色所在。

第2天

第3天

乘坐双体船前往位于世界遗产大堡礁海洋
公园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水
域内的磁岛 (Magnetic Island)，距离汤斯
维尔海岸仅几分钟航程。享受充满乐趣的
岛屿一日游，多姿多彩的活动，或轻松随
意，或紧张刺激。乘坐水上摩托车驶过
马蹄湾 (Horseshoe Bay) 波澜微漾的水
面；驾驶拉力车探索岛屿的多岩地形；在
原始海滩上放松；潜入优美迷人的大堡
礁；或是在永嘉拉号沉船遗骸 (Yongala
Shipwreck) 处潜水，它是世界上最知名的
沉船遗骸潜水地点之一。一场盛大的晚会
将在汤斯维尔列入遗产的场地之一举行，
晚宴上的珍馐美馔将激起您愉悦的感官享
受。借这次创意十足的用餐体验，宠溺您
的味蕾与内在的“老饕”。

今天向北行进，进入茂密葱茏、古意盎然的
帕鲁玛山脉 (Paluma Range) 雨林。 美美
地吃完一份丰盛午餐后，随着隐秘谷之旅
(Hidden Valley Safari) 前去窥探生活在青山
绿水间的鸭嘴兽们，看看这些天性害羞的生
物们如何进食与嬉戏。来到频获殊荣的生态
度假村隐秘谷小屋 (Hidden Valley Cabins),
悠闲地享用一顿私人三道式晚餐。趁着夜幕
尚未降落，尽情欣赏澳大利亚丛林的光与
影、声与色，当暮霭沉沉之际，您还可选择
进行一次夜间巡游，观赏珍稀的夜间动物，
如袋鼯、负鼠、小袋鼠与某些鸟类。

潜入蔚蓝的海水中追寻色彩鲜艳的热
带鱼和巨型乌贼，或是在大堡礁水
族馆 (Great Barrier Reef Aquarium)
HQ 礁与鲨鱼一起潜水。
大堡礁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飞往北昆士兰汤斯维尔的交通十分便利，每周都有22,000多个航班座位。从布里斯班、凯恩
斯、达尔文、悉尼、墨尔本及某些昆士兰州城市均有直飞汤斯维尔的航班。
住宿
汤斯维尔拥有多种住宿条件，包括奢华酒店与服务公寓，共有3,000多间客房，适合各种需求与
预算。

天气
汤斯维尔属于热带气候，平均最高气温 32度

最新资讯
汤斯维尔曼特拉酒店 (Mantra Townsville) 计划于2016年开业。这家设有181间客房的酒店
配备了可容纳700人的会议空间以及一个泳池、健身房与水疗中心。
维莉度假娱乐场酒店 (The Ville Resort – Casino) 耗资3,500万澳元的第一期整修工程临近
尾声，已完成对酒店客房的翻新。客房分布于酒店的三层楼上，经整修后，现在透露出一
种轻松愉快、度假村式的设计感。第二期整修工程将于2016年7月开始，包括一个无边际泳
池、池滨酒吧、私人更衣室和池边亭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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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汤斯维尔一年平均有300天阳光普照，附近就
是声名赫赫的大堡礁及热带雨林、狂野内陆、
岛屿天堂，这里引人入胜的热带地貌是举办会
议与企业活动的理想胜地，为参与者带去不一
样的感受。
磁岛的野餐湾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温度(摄氏)

31°

31°

31°

30°

28°

26°

25°

26°

28°

29°

31°

32°

温度(华氏)

88°

88°

88°

86°

82°

79°

77°

79°

82°

84°

88°

90°

场馆容量
汤斯维尔的大会、会议及展览空间可容纳10至5,000名代表。汤斯维尔娱乐与会议中心
(Townsville Entertainment & Convention Centre) 可容纳5,000名代表，拥有五个分会场，其中
包括一个大型户外活动区域。此外，汤斯维尔还为人数多达1,000位的大型户外活动提供多样
的开放场地。

29

活动
当地优选项目
(Audi Hamilton Island Race Week)
奥迪汉密尔顿岛帆船竞赛周每年8月举行，
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帆船节日。该节日不
仅有顶级的帆船赛事，还有众多陆上活动，
如，时装展览与长桌午餐。

您知道吗
白日梦岛度假村及水疗中心 (Day Dream Island Resort and Spa) 拥有世界上最大
的人造活珊瑚礁泻湖之一。活珊瑚礁泻湖里生活着83种珊瑚和140种海洋生物，
包括澳洲肺鱼、黄貂鱼及鲨鱼。

圣灵礁岩节
(Whitsunday Reef Festival)
圣灵礁岩节每年8月在海岸小镇艾尔利海滩
(Airlie Beach) 举行，活动丰富多彩包括烟
火表演、街头游行、市集摊位和限时酒吧。

周边景点

白天堂海滩

圣灵群岛
圣灵群岛位于世界遗产地大堡礁，由74座岛屿组成，是澳大利亚海岸线上最大的群岛，拥有众多受人喜爱的自然景点，如，心形礁和
被评为澳大利亚最佳海滩之一的白天堂海滩 (Whitehaven Beach)。这里也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 —— 帆船赛、浮潜、直升机观景、烹饪
课程及高尔夫 —— 为您创造会奖全胜之旅。

艾尔利海滩
(Airlie Beach)
艾尔利海滩坐落在昆士兰的海岸线上，距离
普洛塞尔皮娜机场 (Proserpine airport)仅30
分钟车程，距离汉密尔顿岛码头(Hamilton
Island Marina) 约60分钟水上航程。艾尔利
海滩的阿贝尔点码头 (Abell Point Marina)
目前正在进行翻新工作，包括一架专用的
直升机出租车、新餐厅和一个位于索伦托
餐厅与酒吧（Sorrento Restaurant & Bar)
的户外甲板，适用于各类集会活动。小镇
提供许多住宿选项，包括高端的佩珀斯艾
尔利海滩酒店 (Peppers Airlie Beach)。

精选行程

汉密尔顿岛高尔夫俱乐部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抵达位于汉密尔顿岛 (Hamilton Island)上
的大堡礁机场 (Great Barrier Reef Airport),
汉密尔顿岛是圣灵群岛74座岛屿中有人居
住的最大的岛。直接登上豪华游艇，前往
坐落在圣灵群岛最北端，由私人经营的one
& only海曼岛豪华度假村酒店 (One&Only
Hayman Island)。旅程中，一边欣赏圣
灵群岛与富克岛（Hook Island) 的绮旎风
光，一边轻呷澳大利亚爽口的气泡酒。
到达码头后，坐上高尔夫球车前往one &
only海曼岛豪华度假村的户外活动场所之
一 —— 法式花园 (Formal Gardens) 办理
入住手续。今日的午餐及欢迎酒会将在
Aquazure餐厅举办，餐厅临近度假村的
无边际泳池，可观赏珊瑚海 (Coral Sea)
的美景。这家轻松的餐厅设有室内与室外
就餐区，选用新鲜的当地食材为您烹制美
味。饭后，乘坐私人游艇驶往坐落在哈
迪礁 (Hardy Reef) 上的圣灵群岛游轮公
司(Cruise Whitsundays) 的礁岩世界浮台
(Reef World Pontoon)。将午后的悠闲时
光交给浮潜或潜水，近距离接触当地的海
洋生物，包括鹦嘴鱼、神仙鱼、甚至还有
海龟。如果您不想下水，则可选择浮台上
设置的水下观景室，透过玻璃窗观看海洋
生物，或与您的专业向导一起登上半潜水
艇。乘坐观景直升机经由巴伊特礁 (Bait
Reef)、富克礁 (Hook Reef) 及哈迪礁回
到海曼岛。先在Aquazure前面的草坪上
喝一杯黄昏美酒，然后前往私人椰子海滩
(Coconut Beach) 享用令人垂涎欲滴的海
鲜烧烤，可为120位客人安排座位。最后，
跟随夜幕之旅一起去追寻濒危动物普洛塞
尔皮娜 (Proserpine) 岩袋鼠的踪迹，它是
一种夜间活动的有袋动物，仅在昆士兰可
一睹真容。

搭乘海上皮艇前往巴里海 (Bali Hai)，又
称布莱克岛 (Black Island)。此地仅限皮
艇通行，在周围充满海洋生物的礁岩下浮
潜。回到海曼岛后，立即乘坐观景水上飞
机飞往心形礁 (Heart Reef)，一个由珊瑚
自然形成心形的礁岩，然后，前往白天堂
海滩进行惬意的野餐活动。白天堂海滩长
7公里，海滩上铺满了纯度高达98%白色硅
砂，因此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晶莹剔透的白
雪。在蓝透清凉的海水里尽情畅泳后，赶
往您的下个目的地——汉密尔顿岛，岛上
有5种住宿条件任您挑选。乘坐高尔夫球
车来到汉密尔顿岛的野生动物公园(WILD
LIFE)，与袋鼠亲密互动，抱着一只可爱的
考拉拍照。下午，分成2或4组，进行乘坐
高尔夫球车的环岛寻宝游戏。最后来到位
于One Tree Hill的终点，喝点黄昏时分的
清冽美酒，270°观赏眼前美景，可眺望到
丹特岛 (Dent Island)、 通道峰 (Passage
Peak) 与猫眼湾 (Catseye Bay)。晚上在阔
利 (qualia) 餐厅卵石海滩 (Pebble Beach)
静享佳宴，本餐厅仅对入住这家奢华度假
村的客人开放。餐厅采用当地海鲜与有机
食品烹制现代澳大利亚菜肴。

今晨，坐10分钟船前往丹特岛 (Dent
Island) 的汉密尔顿岛高尔夫俱乐部
(Hamilton Island Golf Club) 会所，享用
早餐 。在这座18洞，标准杆71杆的锦标
赛级球场上打一场高尔夫。球场由荣获5
次英国公开赛 (British Open) 冠军的Peter
Thomson设计，设置了多种具有挑战性的
障碍，还可瞥见附近岛屿的秀丽风光。球场
适合所有水平的客人一试身手，或者您也可
选择在Spa Wumurdaylin水疗中心进行一次
消解疲劳的水疗护理，他们采用包含了澳
大利亚植物的 Li’TYA产品。今天的午餐将
在汉密尔顿岛游艇俱乐部 (Hamilton Island
Yacht Club) 的甲板上进行。午后，可通过
太阳帆船公司 (Sunsail) 的双体船开展一次
紧张有趣的帆船赛，每艘船可承载10人，
他们共有9艘船。晚上，乘坐丹尼森星号
(Denison Star)游艇来一次日落晚餐泛舟之
旅，丹尼森星号是他们用水松建造的最大的
游艇之一。该游艇可招待46位客人入座就
餐或75位客人站立享用点心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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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圣灵群岛因其独特的户外场馆而闻名，例如，
位于One & Only海曼岛豪华度假村酒店对面
800米的兰福德岛 (Langford Island)。50位以
下的会奖团队可乘坐快艇来到该岛，品味潮汐
海峡上的鸡尾酒与精致点心。如人数超过50
人，提前申请即可安排。

兰福德岛

规划和交通
如何到达
圣灵群岛有两座机场 —— 汉密尔顿岛机场 (Hamilton Island Airport) 和位于普洛塞尔皮娜的圣
灵海岸机场 (Whitsunday Coast Airport)，与绝大多数澳大利亚的首府城市均有直飞航班往来，
交通十分便利。

奥迪汉密尔顿岛帆船竞赛周

惊叹元素

最新资讯
海滩俱乐部度假村 (Beach Club Resort)，一家奢华的5星级度假村，目前正在进行整修工
作。它全面升级度假村内57间客房的卫生间，并采用新颖别致的新家具及室内设计。

在距离陆地40海里（74公里）的
一个永久停泊的浮台上举办您的活
动，享受宽敞的会议空间和无与伦
比的大堡礁景致。圣灵群岛游轮公
司的礁岩世界浮台坐落在哈迪礁
上，可容纳100位客人入座或300位
客人站立，还提供许多趣味活动，
如浮潜。

住宿
圣灵群岛提供6,000多间住宿客房。住宿地风格各异包括私人经营的奢华岛屿度假村、酒店及公
寓等。
天气
圣灵群岛属于热带气候，平均最高气温31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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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容量
该地区可接待多达1,000名代表的团体。圣灵群岛上设有一系列会议设施与极具特色的户外场
所，为您下次的会议或奖励活动提供独一无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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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旅游局
商务会奖旅游部
上海市南京西路1717号会德丰国际广场5205室
邮箱：jyang@tourism.austral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