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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魅力无穷，因此我们决定编撰《
澳大利亚--您的下一站会奖目的地》杂志来
为您的下一次商务会奖活动提供灵感。

我们纷繁旖旎的旅游目的地能为会奖旅游
项目提供令人惊叹的舞台，但我们也深知
最令您神往的始终是那些最新、最独特、
最有趣的体验。

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的中国游客前来澳大利
亚体验我们的城市、生活方式、独特的野
生动物以及开阔的户外空间。

您好，我叫赖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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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会心一笑的地方
墨尔本CHARCOAL LANE
餐厅
你是否在寻求一种特别的方式回报社会？那就来
Charcoal Lane餐厅就餐吧。该餐厅是一家社会企业
性质的餐厅，隶属于澳洲使命（Mission Australia）慈
善组织，为寻求在酒店业谋得职业发展的年轻土著群体
提供指导与培训机会。这家餐厅专注于采用澳大利亚当
地食材，设有一个可容纳18人的私人餐饮区域。大型团
体可独家租用整个场地用于举办不超过60座或100人的
鸡尾酒会。在这里，您不仅能享用到美味应季的食物，
还能体验到餐厅工作人员为各种团体提供的定制体验。
不久前，南萨克斯公爵与公爵夫人便莅临Charcoal
Lane，享受了餐厅工作人员为其定制的 “色香味，一
应俱全”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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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 9418 3400
eat@charcoallane.com.au
charcoallane.com.au

黄金海岸
MIAMI MARKETTA
Miami Marketta既可作为活动场地，也是一个艺术
区，在这里，创意与娱乐艺术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
融汇，为您带来难忘体验。该场地的街头小吃和现场
音乐向公众开放，此外，也提供包场服务，可举办鸡
尾酒活动，容纳1200多位来宾。另可单独辟出一块区
域，为小型活动提供场地。新开张的Gin Parlour提供
98种杜松子酒，可供60位顾客就坐，或用于150人的
鸡尾酒会。Miami Marketta团队还提供全套的室内活
动服务。
+61 488 590 599
miamimarketta@gmail.com
miamimarketta.com

悉尼HAMPTONS
餐厅
Hamptons餐厅是一家新开的漂浮在悉尼港的活动场
所。与通常的港口巡游不同，这里更类似于漂浮的海滩
小屋，摩登现代。它有两层开放式楼层，面积超过200
平米，可根据您的需求定制。它甚至还提供一个巨大的
充气泳池，系泊在岸边。Hamptons最多可招待90人，
提供全套活动服务与餐饮。
+61 448 224 373
info@hamptonssydney.com
hamptonssyd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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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让你思考的。。。

SOLARBUDDY
SolarBuddy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慈善机构，其使
命是改善世界上数百万尚无法享受充足电力与照明的
儿童的生活。SolarBuddy的目标是为儿童提供太阳
能灯，让他们能够在夜晚继续学习，并改善他们的受
教育机会。您在此可参与组装太阳能灯，聆听工作人
员宣讲可持续能源及其如何帮助减轻贫困家庭的能源
稀缺问题。旅游团在体验期间还可以写下个人留言，
向收到太阳能灯的家庭表达他们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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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415 167 310
billie@solarbuddy.org
solarbuddy.org

麦拿伦谷
D’ARENBERG 魔方
d’Arenberg 魔方的创立灵感源于酿酒这一复杂而
奇妙的艺术，位于麦拿伦谷，此地是南澳大利亚享负
盛名的葡萄酒产区，距离阿德莱德仅45分钟车程。
从游客抵达高五层楼的魔方开始，精彩体验便接踵而
至。大门打开，视频投影放起，一件件的当代艺术品
映入眼帘，“虚拟发酵桶”让游客身临其境，仿佛置
身于装满葡萄的发酵桶中，绝对不同于您之前的任何
酒窖体验。在二层，你可以一边俯瞰葡萄园的美景，
一边享受到定制的“与酿造大师共进晚餐”。
+61 8 8329 4888
functions@darenberg.com.au
darenberg.com.au

霍巴特FARO餐厅
Faro餐厅坐落于霍巴特古今艺术博物馆（MONA）
内，其天花板高达10米，巨大宽阔的窗户俯瞰德文特
河。然而，真正让这家餐厅与众不同的是餐厅内摆放
的James Turell的装置艺术作品“不见之见”。顾客
可以在享用大餐之前或之后漫步其间，享受一场感官
上的心灵震撼。该餐厅提供包场租赁服务，最多可招
待80人，小型团体也可在餐厅内聚会。Faro不接受
午餐预定，因为它属于古今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
+61 3 6277 9900
functions@mona.net.au
mona.net.au/eat-drink/f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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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去钓鱼
公司
乘坐直升飞机遨游在布里斯班上空，将如诗如画的风
景摄入照片，或者在摩顿岛来一张和当日捕获的海产
品的自拍。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照片更能在微信朋友圈
吸引眼球？幸运的是，这次，鱼与熊掌你可以兼得。
去钓鱼公司新推出的莫尔顿岛直升机垂钓之旅带你花
20分钟时间从布里斯班市飞到摩顿岛，每架直升机最
多乘坐10人。抵达之后，你将在导游的协助下享受两
小时的沙滩垂钓。去钓鱼的团队还将为你准备早餐，
你将在铺着白色亚麻桌布的餐桌边，惬意地观赏厨师
将你捕获的海鲜烹饪成大餐。
+61 410 316 345
go@gofishaustralia.com.au
gofishaustralia.com.au

如果你喜欢澳大利亚的风情，那就关注我们的微
信公众号吧，时刻把握澳大利亚的新鲜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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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让你发微信的 。。。
在堪培拉化身松露猎人
（TRUFFLE HUNTING）
从悉尼乘坐水上飞机抵达
BERT’S BAR & BRASSERIE
从玫瑰湾出发，乘坐水上飞机欣赏悉尼风光，将悉
尼港的美景尽收眼底，抵达Bert’s Bar & Brasserie
Newport享用午餐。每次旅程35分钟，最多可容纳35
位游客，可观赏到悉尼大剧院、悉尼港大桥，以及悉
尼最美丽的几条港口航道和几处太平洋沙滩。Bert’s
Bar & Brasserie面朝大海，拥有悠闲而不失精致的沙
滩，是梅里韦尔最新开业的几家酒吧之一，其特色是
在传统的烤肉吧基础上融入现代风格。
reservations@seaplanes.com.au
seaplanes.com.au

你知道吗？澳大利亚是欧洲以外少数成功培育出佩里戈
尔松露的国家。秋季是收获松露的季节，从6月到9月，
游客们可以在堪培拉的松露农场品尝这些珍馐佳肴。每
次松露狩猎之旅可最多招待60人（人数更多的旅游团
可与农场协商），体验包括会见农场的最佳员工——俊
朗友好的寻菇犬，它们将带我们找到这些大自然的珍
宝。在松露狩猎之旅结束后，返程，回到农场享用一个
包含六道菜的松露大餐和精心搭配的美酒。行政主厨
Damian Brabender将为旅游团烹制大餐，并分享如何
在家里挑选、储存和使用松露的窍门。
+61 400 483 082
hello@thetrufflefarm.com.au
thetrufflefarm.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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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到梦寐以求
之地，享用一场
视觉盛宴

太阳恋人号游轮在大堡礁上开辟了首个专用的活动场地。乘坐90分钟的高速双体船，从凯恩
斯抵达阿灵顿珊瑚礁，在这里，游客将体验到珊瑚岛唯我独享的尊贵感。联系
gsm@sunlover.com.au ，让我们为您安排珊瑚礁上的娱乐活动，比方说DJ或者现场乐队
表演。太阳恋人号游轮还提供直升机观光游和浮潜探险等活动。
+61 7 4050 1333
sunlover.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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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最热
珀斯QT 珀斯酒店
QT 珀斯酒店拥有珀斯最高的屋顶酒吧，在此可俯瞰天
鹅河和Optus体育馆，设有185间独具QT标志性前卫风
格的客房。该酒店的屋顶可供出租用于早餐和晚宴活
动，最多可容纳200位客人。如果您想举办晚间活动，
不妨来试试有“摇滚明星”之称的Santini Bar & Grill
烤肉吧。
+61 8 9225 8000
qt_perth@evt.com
qthotelsandresorts.com/perth

悉尼BENTLEY餐厅酒吧

12
+

13
+

Bentley餐厅酒吧坐落在悉尼风景最为迷人的装饰艺术
建筑群中，多次荣获大奖，被评为澳大利亚最佳——也
最具原创性的——餐饮体验。该餐厅的招牌菜式，例
如岩蚝配手指柠檬和鱼子酱等展现了高超的厨艺与想
象力。Bentley设有一个可供70人同时用餐的私人用餐
区，并提供包场服务，整个餐厅可提供100个座位，用
于举办鸡尾酒会活动则可容纳180人。
+61 2 8214 0505
functions@thebentley.com.au
thebentley.com.au

凯恩斯莱莉酒店
布里斯班霍德华史密斯码头
在耗资1亿澳元对故事桥下一处靠近河畔的场地进行改造之
后，霍德华史密斯码头(HSW)以全新的姿态开业，在布里斯班
中心提供一体式的度假体验。HSW包含一家艺术系列酒店，水
上酒吧、屋顶露台等活动场所，并设有自己的精酿啤酒吧，为
您全程操刀各种主题的活动。它甚至还可以与布里斯班市参议
会合作，为您定制故事桥上的彩色霓虹灯。
+61 419 202 208
sally.pulford@hswco.com
howardsmithwharves.com

莱莉酒店隶属于水晶溪酒店集团，拥有311间客房，距
离大堡礁巡航线的出发站仅10分钟步程。活动场地包
括酒店的自有餐厅绿地和6个活动场地，其中最大的一
个房间设有280个座位，可举办420人的鸡尾酒活动。
莱莉酒店还拥有一个人造海滩，以及凯恩斯最高的屋顶
酒吧Rocco.
reservations@crystalbrookcollection.com
crystalbrookcollection.com/riley

和古今艺术博物
馆（MONA）
体验与合伙人关
系总监MARIA
LURIGHI畅聊
5分钟

MONA酒店何时开业？

2024 年

Maria拥有一股不竭的创意力量。她在霍巴特古今艺术博物馆工作超过7
年，最近，她变换了一个为她量身定做的新角色——博物馆的体验与合作
关系总监，致力于与客户合作，为参观者打造极致的体验。“你需要在信
任、品质、关怀方面建立声誉，为参观者创造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体验。归
根结底，以人为本是关键。”她说。”
functions@mona.net.au
mona.net.au

过去12个月，您举办过的最特别的活
动是哪场?
“艺术家兼MONA博物馆策展

人Kirsha Kaechele的新书发
布会。她设计并打造了一款桌
子，桌子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木
琴，在参观者用餐时会安排专
人进行演奏。”

有哪些激动人心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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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宾客设计了三种文化
体验：一个有摇滚明星献演
的下午，艺术家Turrell的全系
列作品大赏，以及与艺术馆所
有人David Walsh享用私人晚
餐。”

你最喜欢原料餐厅的哪道菜？

您遇到的最不寻常的客户
要求是什么？

MONA有几个活
动场地？

8个

作为当地人，
您有什么推荐？

“在煤河谷的
Domaine A餐厅体验
一次用餐。那里的手
酿红酒无与伦比。

MONA迄今为止举办
过的规模最大的活动是
什么？

为4500位宾客举办
的艺术音乐节，名为
MOFO。

“有一位客户没有
预算订购鲜花，我
们为第一道菜创
作了可食用的装
饰。”

塔斯马尼亚袋鼠肉、甜菜
根、榛子、金合欢籽、昆士
亚（kunzea，一种香料）与
红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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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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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您需要了解的澳
大利亚最新资讯

墨尔本MATILDA餐厅

黄金海岸BURLEIGH大厅

布里斯班ARC餐厅酒吧

悉尼飞鱼餐厅

新鲜事
• Matilda餐厅是一家新开业的餐厅，位于墨尔本市
南部的联合场地植物花园酒店内。
• 该餐厅的特色是澳大利亚风味的小酒馆经典菜式，
比方说袋鼠肉鞑靼。所有的菜品均采用碳烤或木烤
的方式烹制。
环境氛围
• 精致而充满原始魅力
• 所有菜品均采用火烤方式烹制，因此，厨房采用开放
式设计，食客在用餐期间可欣赏到食物制作过程。
• 低调的色彩，昏暗的灯光和朴素的质感令光与火的艺
术更加夺目。
场地空间
• 该餐厅提供一个可供72人就坐，120人举办鸡尾酒会
的私人就餐室，该就餐室也可设计成更小的空间，
供30位宾客就坐用餐。适合举办120人的鸡尾酒会。
备注
• Matilda距离墨尔本公园很近，后者是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的举办地。
• 特殊时段有最低消费要求，比方说，11-12月的圣
诞节期间。

新鲜事
• Burleigh 大厅耗资900万澳元翻新其海滨区之后重
新开业。
•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黄金海岸最迷人海滩之一所
具有的无以匹敌的美景。
环境氛围
• 壮美沙滩风景
• 在黄金海岸团建一整天之后，来这里享用一杯鸡尾
酒，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了。
场地空间
• 设有两个活动场地，热带餐厅以及更休闲的
Burleigh 大厅。两个场地均提供私家露台，让您
将沙滩的景色尽收眼底。热带餐厅的风格偏于传
统，Burleigh 大厅则更休闲放松，配有实木长凳、
高脚桌和小凳子。
• 热带餐厅设有供200人就坐，250人举办鸡尾酒会的
空间，Burleigh Pavilion设有210个座位，可供470
人举办鸡尾酒会。整个场地可独家租用，最多可供
500人就坐，900人享用鸡尾酒会。
备注
• 周中提供独家租用服务。

新鲜事
•A
 RC餐厅酒吧位于霍德华史密斯码头区域（见第10
页），历史文化遗产故事桥下的布里斯班河畔。
环境氛围
• 敞亮通风
• 这是一个暖房式的餐厅，玻璃窗从地板延伸到天花
板，阳光充沛，在此可欣赏到布里斯班河的风景和
城市天际线。
场地空间
• 餐厅装饰着藤条与锻铁打造的家具，随机点缀着色
彩与印花。室内设计师Anna Spiro甚至还在餐厅中
央种植了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让自然世界融入到
室内环境。
• 该餐厅提供半私密的用餐区域，最多可容纳20个座
位。整个餐厅可供80人就坐，可独家租用。
备注
• 酒单上提供400多种葡萄酒，主打天然和采用自然
农法酿造的葡萄酒，由手工酿造坊供货。

新鲜事
• 飞鱼餐厅是悉尼最受欢迎的海鲜餐厅，最近从琼斯湾
码头（Jones Bay Wharf）乔迁至悉尼星港城。
• 乔迁新址后，餐厅迎来了一名新主厨。Peter
Robinson(前Rockpool主厨)，让飞鱼餐厅的菜单焕
然一新，但依然保留了其招牌菜式，如北领地青蟹配
黑胡椒和咖喱叶。
环境氛围
•精
 致考究的航海风格
•手
 工吹制的吊坠形灯具灵感取自紧密排列的鱼籽，
从天花板上垂下，定制地毯上绣着新南威尔士州海
岸线的景色，铺盖于地面。奢华的天鹅绒长凳和真
皮座椅与整体氛围浑然一体。
场地空间
•餐
 厅位于悉尼达令港星港城靠近海港的一面，灯光
充沛，白天在此可欣赏到海景。
•餐
 厅设有一个私人用餐区域，最多可供40位宾客就
坐，或举办55人的鸡尾酒会。整个场地可供120人
就坐，提供独家租用服务。
备注
• 星港城的工作人员可满足宾客的大部分要求，如帮助
提供视听设备，安排定制菜单，会见餐厅大厨等。

+61 3 9089 6668
matilda159.com

+61 7 5661 9050
events@burleighpavilion.com
burleighpavilion.com

• 艺术系列酒店集团旗下的范图索艺术酒店(见第22
页)也在霍德华史密斯码头区域，距离该餐厅仅步
行距离。
+61 7 3505 3980
bookings@arcdining.com.au
arcdining.com.au

+61 2 9657 7028
starsales@star.com.au
star.com.au/sydney/flying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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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房
一图胜千言。为何不用原创的插图讲述你的故事？ 不
管你是需要定制邀请函，或是打造一场现场绘画表
演，插图房都可以为您服务。插图房的艺术家名录上
列有一系列风格各异的艺术家，他们能帮助你创造原
创概念，为您的下一次活动注入创意魅力。

墨尔本烹饪食品公司

+61 432 950 648
katie@illustrationroom.com.au
Illustrationroom.com.au

烹饪食品公司是一家位于墨尔本的餐饮与活动管理
公司，客户包括澳洲航空和大型美容连锁零售商
MECCA。烹饪食品公司将幽默戏谑的风格发挥到极
致，最近，这家公司开设了一个以滑稽表演为主题的
私密空间，在游泳池上方打造了一个定制舞台，用于
表演节目，每个房间也都采用主题家具与鲜花布景装
饰一新，趣味无穷。
+613 9510 9443
info@cookesfood.com.au
cookesfood.com.au

如果你喜欢澳大利亚的风情，那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时刻把握澳大利亚的新鲜资讯-澳大利亚商务会奖旅游

十一月

活动一览

十月
19–21日 |黄金海岸600
V8超级跑车|昆士兰冲浪
者天堂北端
supercars.com/
gold-coast

十二月

Photo credit: Destination NSW

三月
6–9 | WOMADelaide音乐节 | 阿
德莱德植物园
womadelaide.com.au
12-15 |F1劳力士澳大利亚大奖赛 |
墨尔本阿尔伯特公园
grandprix.com.au
悉尼海港Handa 歌剧|悉尼麦考里
夫人座椅 Sydney
opera.org.au/sydney

八月
墨尔本时装周 |墨尔本费林德斯街
mfw.melbourne.vic.gov.au

11月29日 – 12月2日 |澳大利亚高
尔夫锦标赛 | 昆士兰RACV皇家松
树度假村
championship.pga.org.au

一月
5–8 日|阿联酋航空澳大
利亚公开赛 | 悉尼澳大
利亚高尔夫俱乐部
golf.org.au/
aus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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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日 | 玛格丽特河饕餮天堂| 西
澳大利亚玛格丽特河
gourmetescape.com.au

二月

1月15日 – 2月18日 | 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 | 墨尔本市墨
尔本公园
ausopen.com

2月14日 – 3月15日 |阿德
莱德艺穗节 | 阿德莱德多
地同时举行
adelaidefringe.
com.au

Photo credit:
Luke Hemer

20-23日 | Adelaide 500
超级赛车| 阿德莱德街道
赛道赛
adelaide500.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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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5月底至6月中旬| 缤纷悉尼灯光音
乐节| 悉尼多地同时举行
vividsydney.com

墨尔本美食美酒节 | 墨尔本多地
同时举行
melbournefoodandwine.
com.au

冬日艺术节Dark MOFO | 塔斯马
尼亚霍巴特
darkmofo.net.au

世界科学节 | 布里斯班多地同时
举行
worldsciencefestival.com.au
Destination NSW

长期活动
持续至2020年12月31日| 原野星光展 | 北领地乌鲁鲁
ayersrockresort.com.au

行家私藏

22
+

23
+

悉尼GEORGE & SMEE设计公司

来自HARRY THE HIRER的中庭玻璃帐篷A
在澳大利亚，一切皆有可能，只要问问墨尔本的Harry
the Hirer就行了。该公司打造了澳大利亚首个奢华
帐篷-中庭。中庭拥有一个最高处为7.5米的教堂式天
顶，全景式玻璃窗，2.5米长的露台，而最独特的一点
是——整个帐篷可拆卸移动。实际上，Harry the Hirer
最近就把它从墨尔本运到拜伦湾，用于举办一次私人
活动。
+ 61 428 738 579
mauricio@huskdistillers.com
huskdistillers.com

无论是设计花卉与装饰，还是精心挑选音乐与香
氛，George & Smee的造型师永远充满热情，为宾
客打造沉浸式体验，带他们踏上奇幻之旅。他们将法
克鲁斯宅邸(Vaucluse House)的走廊变成一个散发着
魔力的森林，也可为您打造一次亲密、优雅的用餐体
验。他们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独一无二的活动，满足
客户的渴望。
+61 424 549 068
hello@georgeandsmee.com
georgeandsmee.com

如果你喜欢澳大利亚的风情，那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时刻把握澳大利亚的新鲜资讯-澳大利亚商务会奖旅游

与我们一起

即将开幕

Bailey 酒店，属于水晶溪酒店集团，将于10月份在凯恩斯开幕。

Photo credit: Murray Freder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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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范图索艺术酒店

圣灵群岛白日梦岛度假村

黄金海岸达令酒店

霍巴特MACQ 01酒店

第一印象：这座新建的建筑坐落在布里斯班河畔的霍
德华史密斯码头（HSW）区域，为布里斯班带来了艺
术而独特的美感。

第一印象：白日梦岛度假村耗资1亿澳元进行了彻底翻
新，在以往的家庭度假风格上来了一次大变身。

第一印象：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洋景观，精美的饮食，高
端影院和无边泳池——哪一样你不爱？

地点：位于布里斯班故事桥正下方，距离市中心仅5
分钟车程，距离布里斯班机场20分钟车程

地点：白日梦岛是圣灵群岛74个岛屿的其中一个，恰
好位于大堡礁上。从汉密尔顿岛转乘30分钟船即可抵
达。

地点：位于黄金海岸的星港娱乐城，距离黄金海岸机
场30分钟车程，距离冲浪者天堂餐饮区与景点15分钟
车程。

第一印象：MACQ 01酒店位于霍巴特中央海港的海滨
区域，经过巧夺天工的设计，在一处旧址上改建而成，
采用塔斯马尼亚的历史人物故事作为灵感来打造独一
无二的体验。

客房数：166间套房

客房数：277个房间和套房

客房数:56个套房

客房数：87个房间，27个套房

活动场地和容量：三个灵活的活动场地，在此可欣赏
河景与城市景观，三个场地合并可供举办148人的鸡
尾酒会。此外，您还可以利用HSW区域的众多其它
活动场地。

活动场地和容量：该度假村设有私人就餐区域，水下
观测站等各类活动场地。露天电影院是其中最大的活
动场地，可供250人就坐或举办300人的鸡尾酒会。

活动场地和容量：位于星港娱乐城的达令酒店屋顶高级
餐厅十九可供90人就坐用餐，提供独家租用服务。黄金
海岸星港设有会议、展览和活动庆典场地，最多可容纳
2300名宾客。

活动场地与容量：在位于MACq 01酒店的Frogmore
Creek酒庄休息室，宾客可欣赏到壮阔的海景。该休
息厅可供130人就坐或举办250人的鸡尾酒会类型的活
动。此外在MACq 01酒店的姊妹物业——马路对面的
亨利琼斯艺术酒店还提供6个不同的场地。The Atrium
Courtyard 和 IXL Atrium提供自然采光的空间，分别可
用于举办150人和400人的鸡尾酒会类型的活动。

特别之处：范图索艺术酒店隶属于艺术系列酒店
集团旗下，以澳大利亚知名画家范图索（Vincent
Fantauzzo）命名，这位艺术家曾荣获多项大奖，尤
其擅长于人物肖像画。酒店各处装饰着范图索的原
作，并提供艺术参观活动。酒店拥有一个屋顶泳池和
酒吧，可供举办活动使用。
最适合的活动：能充分发挥霍德华史密斯码头区域
的各类设施及附近的餐厅、咖啡厅与酿造厂的优势
的活动
+61 7 3515 0713
fantauzzo.res@artserieshotels.com.au
artserieshotels.com.au/fantauzzo

特别之处：除了位于大堡礁上，该度假村还有哪些特
别之处?该度假村拥有自己的活珊瑚礁区，容量达150
万升，200米长的珊瑚泻湖将其包裹在中央，活珊瑚礁
区里有100多种珊瑚、鱼类、鳐鱼和其它珊瑚生物。
最适合的活动：奢华的热带岛屿白日梦体验……
+61 2 9474 7406
Jayson_heron@daydreamisland.com
daydreamisland.com

特别之处：达令酒店提高了黄金海岸区域奢侈酒店的标
准。该酒店全新建造，既能给游客带去新鲜事物的精彩
刺激，又能提供尊贵的服务，餐厅屡获殊荣，休闲娱乐
活动应有尽有。所有这些一站备齐。
最适合的活动：品鉴黄金海岸美景的终极之选。
+61 7 5592 8100
jane.kingston@star.com.au
star.com.au/goldcoast/hotels-and-spa/thedarling

地点：霍巴特市，距离机场15分钟车程

特别之处：从酒店步行即可前往霍巴特的主要景点和餐
饮区域，包括Salamanca Place。其优越的海滨位置
让宾客在此亦可欣赏到惠灵顿山的无敌美景。
最适合的活动：探索塔斯马尼亚历史，体验霍巴特当
下风情。
+61 3 6210 7600
hello@macq01.com.au
macq01.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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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场地
悉尼歌剧院
YALLAMUNDI ROOMS
Yallamundi在悉尼土著人Gadigal的语言里意为“讲
故事的人”。这一名字致敬了Gadigal人在便利朗角
（Bennelong Point）悠久的故事收集和讲述历史，而
便利朗角正是悉尼歌剧院的所在地。这一新建的新月形
状的互动场地位于歌剧院的北端，可供180人就坐或举
办400人的鸡尾酒会。这座地标建筑采用标志性的水泥
墙面，白桦树压制而成的木板，粉红大理石制成的水磨
石地板以及全屋落地式窗户，在此宾客可以将悉尼港和
悉尼港大桥的无敌美景尽收眼底。室外的露台区域也包
含在租用服务中。
+61 2 9250 7070
functions@sydneyoperahouse.com
sydneyoperahouse.com

26
+

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YOT 俱乐部
YOT 俱乐部是一个定制设计的超级游艇，拥有两个鸡
尾酒吧，一个设备齐全的商用厨房，一套尖端的音响系
统，一个演出舞台，以及一个自带酒吧，并设置了私密
入口的时尚包间。YOT 俱乐部提供在黄金海岸和布里斯
班的租用服务，可用于举办200人就坐，或400人的鸡
尾酒会类型的活动。YOT 俱乐部甚至还可以为您提供直
升机接送服务。还不够吸引人？那么，在喷射快艇上欣
赏烟花秀如何？YOT 俱乐部可以为您做到。
+61 1300 241 520
david@yotclub.com.au
yotclu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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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
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Isabella Fraser Room已经正式
开业，这个在历史建筑中华丽新生的活动场所是以图书
馆的首位女性员工命名。它可容纳156位宾客就坐，或
用于举办220人的鸡尾酒会。其装修古典优雅，采用白
色方格天花板，镶花木地板，宽大的窗户让自然光投射
到室内。您也可以在此举办一场纯粹的文化活动，并安
排一个度身定制的由策展人带领的文化体验，比方说私
家展览，手迹或艺术作品参观。从2019年12月开始图
书馆的原创阅览室the Ian Potter 女皇厅也可接受预定
用于举办私人活动。
+61 3 8664 7291
enquiries@slvvenues.com.au
venues.slv.vic.gov.au

行程一览
悉尼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探索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建筑作
品的悉尼歌剧院。踏上幕后之旅，
发现歌剧院著名的“船帆”的背后
的秘密，再欣赏一次充满惊喜的歌
剧表演，并在绿厅餐厅里享用早
餐。随后，抵达达令海峡，在悉尼
野生动物园与考拉邂逅拍照，然后
在考拉屋顶餐厅享用午餐。

转乘20分钟的汽车，抵达玫瑰湾，
在这里，乘坐悉尼水上飞机公司 的
飞机翱翔天际，俯瞰世界上最深的
天然海港。

在酒店用完早餐之后，乘坐澳大利
亚野外骑行公司提供的哈雷戴维森
机车，探索悉尼东郊的海滩，全
程1小时。抵达邦迪海滩之后，参
加“让我们去冲浪吧”安排的冲浪
课程，学习冲浪的基本技法。

悉尼港市内拥有15个海滩，除此之
外，在它的南北面还分别有17和
23个海滩。在这里，有上百个海
滨活动场所，都位于悉尼市30公
里的辐射范围内。如何探索这些享
誉世界的水滨风光呢？在 EastSail
租一艘游艇，航行到一处幽静的
海滩，享受一下午的海中畅游时
光。EastSail可为6-2000人的团体
安排活动。
夜晚，登上一辆水上的士前往位于
悉尼港中心地带的鹦鹉岛，你的目
的地是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囚犯区。
这一古老的囚犯监狱建于1840年
代，其室内和户外区域可容纳最多
500人。人数更多的团体可预定岛
上工业风格的Turbine Hall，此处
可最多供2000人举办鸡尾酒会类
型的活动。
联系方式：
悉尼歌剧院
sydneyoperahouse.com

风景迷人的海港，美轮美奂的歌剧院。在美得动人心魄的悉尼，
等待你的远远不止这些家喻户晓的景点。悉尼还有独一无二的活
动场所和丰富的体验，您所需要的，在这里都有。这个为期3天
的行程包含了冲浪课程，水上飞机之旅，以及由导游陪同的标志
性景点参观。

参加悉尼海鲜学校的烹饪课程，了
解澳大利亚的饮食文化。该学校位
于皮尔蒙特的悉尼鱼市场中。你将
见识到悉尼最顶级的厨师为你展示
厨艺，并被邀请到厨房亲自制作
相同的菜式。在你和你的团队准备
美味的海鲜午餐之时，厨师将会提
供指导。
享用完海鲜大餐后，抵达悉尼海
港大桥攀登公司，攀登悉尼海港
大桥的顶端，两小时内将134米高
的大桥征服。可别忘了来一张集
体照哦。
下一站是邦迪海滩，在悉尼以东，
驱车30分钟可抵达。至冰山餐厅
和酒吧享用晚餐，这里你可以欣赏
到海边游泳池和邦迪海滩的优美景
色。在露台上享用鸡尾酒配开胃小
菜，拉开夜的帷幕，随后在餐厅享
用意大利风味的海鲜大餐。该场地
可供120人就坐，或举办250人的
鸡尾酒会。
联系方式：
悉尼水上飞机公司
seaplanes.com.au

悉尼野生动物园
Wildlifesydney.com.au

悉尼海鲜学校
sydneyfishmarket.com.au/
seafood-school

东帆公司
eastsail.com.au

悉尼大桥攀登公司
bridgeclimb.com

鹦鹉岛
cockatooisland.gov.au

冰山餐厅及酒吧
idrb.com

驱车15分钟，抵达沃森湾
（Watsons Bay）的港畔郊区，在
海滩上的Doyles餐厅享用午餐。在
远眺沃森湾的户外餐桌上，享受一
盘盘的新鲜大虾、牡蛎和螃蟹。
午餐后，乘船返回市区，在皮
特街上的悉尼西田（Westfield
Sydney）购物中心尽情购物一下
午。然后，在Westfield Suite参加
私人造型课程，品一杯起泡酒，了
解最新的时尚趋势与配饰资讯。
在月神公园的水晶宫参加晚宴，为
你的悉尼奖励旅游项目划上完美的
句号。这里有两个户外平台，可欣
赏从悉尼市区、港口，到Balmain
区的全景。
联系方式：
澳大利亚野外骑行公司
wildride.com.au
让我们去冲浪
letsgosurfing.com.au
Doyles沙滩餐厅
doyles.com.au
悉尼西田百货公司
westfield.com.au/sydney
月神公园
lunaparksydney.com

如果你喜欢澳大利亚的风情，那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时刻把握澳大利亚的新鲜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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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猜，
这是
澳大利亚的
哪个地方?

你自信已经对澳大利亚了如指掌？告诉我们这张
照片的拍摄地点，你的功夫不会白费，惊喜等着
你……先来先得哦。
将你的答案发送邮件至：

大中华区高级商务会奖旅游经理杨悦健
jyang@tourism.austral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