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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欢迎您

在此我谨代表澳大利亚旅游局，诚挚邀请您选择澳大利亚作
为您未来的商务会奖旅游目的地。
澳大利亚拥有纯净质朴的自然环境，独一无二的野生动物和
热情好客的居民。无论是悉尼海港的团建体验；在霍巴特大
快朵颐当场捕获的野生鲍鱼；在全球最大的珊瑚礁体系——
大堡礁中浮潜探索；或是在布里斯班与憨态可掬的考拉亲密
接触，这里有着无数的定制体验在等待着您去发现，为您的
会奖项目增光添彩。缤纷多彩的体验，再加上我们世界一流
的基础设施和无与伦比的美食佳酿，将为您未来的商务会奖
活动创造一个全无短板的致胜组合。
澳大利亚的会奖旅游企业在承办各种人数和规模的商务会
奖活动方面拥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整装待发，时刻准备
帮助来澳举办商务会奖活动的企业取得成功。他们拥有的创
造性思维意味着他们会针对每个商务会奖活动采取个性化
的方案——绝不会出现一刀切式的做法。
因此，我们编制了这本手册，来为您提供项目创意和关于我
们的目的地的关键信息，帮助您规划在澳大利亚的商务会奖
之旅。
让我们来激发您的灵感，向您展示澳大利亚商务会奖旅游
的“澳”世之美吧。
韩斐励
澳大利亚旅游局局长暨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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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阿德莱德板球场

– 多功能运动和活动设施，可容纳
最多3,000名宾客
– 25个室内和户外空间

澳大利亚国家葡萄酒中心

– 拥有6个灵活空间，可容纳最多
1,000名宾客
– 葡萄酒学习品鉴之旅
– 小型团体可在中心的酒窖中用
餐，这是南半球最大的酒窖之一

阿德莱德

梅费尔酒店 (Mayfair Hotel)

在美食佳酿产区的簇拥之下，阿德莱德可提
供涵盖野生动物和文化的完整澳式体验，该
市的地中海气候使其成为了举办定制户外会
奖旅游活动的理想之选。

– 轩尼诗屋顶酒吧（Hennessy
Rooftop Bar）是举办鸡尾酒会
的理想之选，可容纳最多150
人，在此可将全市的壮阔美景
尽收眼底
– 五个额外的多功能厅

交通

阿德莱德机场设有国际和国
内航班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29oC/84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16oC/61oF）

参加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体育馆——阿德莱
德板球场(Adelaide Oval)推出的“屋顶攀登之
旅”(RoofClimb)，在体育馆穹顶上来一场旖旎风
光环绕下的瑜伽体验。

探索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乘坐30分钟的飞机前往袋鼠岛，在袋鼠岛冒险之
旅(Kangaroo Island Odysseys) 公司的引领之下
观赏自然栖息地中的野生动物，欣赏壮观的海岸
线、未受破坏的海滩和丛林保护区。

6,500
间客房

最新资讯

体验

穹顶瑜伽

CBD
共设有超过

EOS by SkyCity

拥有120间客房的豪华酒店EOS by
SkyCity计划于2020年12月开业，这
是耗资3.3亿美元的阿德莱德赌场
SkyCity Adelaide改建项目的一部
分。
在改建项目中开业的还有小型
啤酒厂Pirate Life、四家新餐馆和两
家新酒吧。
EOS by SkyCity的活动
空间（包括可容纳650人站立或450
人就座的大宴会厅）已于2021年2
月开放。

新开业的酒店

山间水果采摘

拥有138间客房的阿德莱德板球场酒店（Oval
Hotel）和拥有329间客房的阿德莱德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Adelaide）都已于2020年年底开
业，而该市首家拥有250间客房和套房的索菲特酒店
（Sofitel）将于2021年中期开业。

在贝伦伯格农场(Beerenberg Farm)一边亲手采
摘草莓，一边了解阿德莱德丰富的物产，团队队友
间的羁绊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加深。

你知道吗？

澳大利亚80%的优质葡萄酒都产自南
澳大利亚州。
阿德莱德山（Adelaide
Hills）和著名的芭萝莎（Barossa）和麦
拿伦谷地区都能提供一系列独一无二
的私人活动场馆。

周边探索

弗林德斯山脉（Flinders Ranges）

亲探“网红”魔方

酿酒时的精细微妙与解魔方异曲同工，以此为灵
感，麦拿伦谷(McLaren Vale)的黛伦堡魔方(The
d’Arenberg Cube)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并提供量身
定制的“与酿酒师共进晚餐”体验。

不容错过

在植物园餐厅（Botanic Gardens
Restaurant）享受一场专属的用餐体
验，享受用花园现摘食材烹饪的可口
佳肴。
您也可以租下整个花园独家使
用，举办一场花丛中的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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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探险

置身于位于中心地带，绿树成荫的公园绿地，在
澳大利亚的首个室内空中冒险公园——阿德莱
德攀树体验（TreeClimb Adelaide）的树冠上自
由穿梭。

将瓦登大道(VardonAvenue) 的用餐
区变为一次专属的巷道派对。
东极酒
窖（East End Cellars）和Keito 活动
公司能帮您打造流动早餐站，或长桌
露天宴会，并提供本地佳酿和现场娱
乐体验。

遍尝本地风味

参加幕后之旅，探寻建立于1869年的阿德莱德
中央市场（Adelaide Central Markets）中隐藏
的美食。

从阿德莱德乘飞机只需90分钟即可到达这个拥
有5.4亿年历史的壮丽山脉，通过徒步、观景飞行
和四驱车探险，您将可以体验到独特的内陆风情。
在奢华的阿卡巴 (Arkaba)酒店中远离喧嚣，它的
前身是一家农场庄园，占地59,305英亩，可容纳
10名住客，您也可以选择露宿在Ikara野外露营的
豪华帐篷中。

芭萝莎谷

距阿德莱德一小时车程的芭萝莎谷是一系列澳大
利亚最具标志性的葡萄酒庄的所在地，比如沙普
酒庄（Seppeltsfield）。
品尝一下该酒庄最负盛名，
通过传统工艺熟成百年后装瓶的Para Vintage
Tawny波特酒，也可以从原汁原味的酒桶中直接
品尝在您出生年份酿制的佳酿，然后登记入住拥
有15间豪华套房和会议设施的The Louise酒店，
该酒店还可以为团体游客提供私人葡萄园行程。

林肯港（Port Lincoln）

从阿德莱德向西飞行50分钟即可到达
林肯港，这里提供鲨笼潜水、与海狮同
游等激动人心的活动，或者您也可以
选择更加放松的体验，包括包租游轮
和品尝新鲜捕捉的牡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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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霍华德史密斯码头（Howard Smith Wharves）
– 河畔的3个室内活动空间，最多可容纳630位参加鸡尾酒
会，户外空间则可容纳500位。
– 该区域包含水上酒吧、屋顶露台、餐厅、啤酒厂和酒店

布里斯班发电站 (Brisbane
Powerhouse )

布里斯班

交通
布里斯班机场设有国际和国内
航班。随着2020年7月机场新
跑道的启用，布里斯班现在拥
有澳大利亚最大的跑道容量。

依偎于布里斯班河畔的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
的第三大城市，这里的亚热带气候，生机勃
勃的美食氛围和缤纷多彩的户外活动将帮您
打造一次收获丰厚的会奖之旅。

– 河畔历史工业建筑与当代创意
理念的碰撞
– 12个室内外空间，最多可容纳
320人就座用餐

大布里斯班地区
共设有

Fortitude音乐厅

间酒店客
房，2024 年计
划增加 1,406
间客房。

– 澳大利亚最大的宴会/剧场风
格场馆
– 最多可容纳1,100人就座，
3,000人站立。

天气

21,000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30oC/86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23oC/73oF）

体验

最新资讯
布里斯班城市酒庄（City Winery Brisbane）
该场馆建立于1860年，是布里斯班的第一个内城
酒庄，提供三个活动空间——让您在熟成的葡萄酒
围绕下举办活动的桶室，以及私人酒窖和餐厅。团
体体验包括午后烹饪课和为团体晚宴酿酒。该团队
还在市中心开设了品酒室和葡萄酒体验中心，提供
最多容纳65人的活动空间。

美食佳酿品鉴

海岛探险

别开生面的都市之旅

从布里斯班驱车向南35分钟，在载誉无数的希
路美酒庄（Sirromet Winery）享受亲身参与
的定制美食美酒体验。

乘坐游轮前往摩顿岛（Moreton Island）上的天
阁露玛度假村 (Tangalooma Island Resort）,
潜水探寻沉船遗骸或是亲手喂食野生海豚。

让绿色环保的绿色环保车（Green Cabs）帮
您免去奔波之苦，还可以在车身上特别添加您会
奖旅游团的品牌标识。

范陶哲（The Fantauzzo）酒店

河流到海岸的探险之旅

在澳大利亚画家Vincent Fantauzzo
灵感激发之下，这家艺术系列酒店（Art
Series Hotel）的新成员正式落户霍华
德史密斯码头，拥有166间客房和一个可
以俯瞰布里斯班河的屋顶酒吧，从市中心
步行不到10分钟即可到达。

乘坐探险船以每小时85公里/53英里的速度探索
斯德布鲁克岛（Stradbroke Island），体验难
得的野外之旅，而在距离布里斯班更近的莫里顿
湾（Moreton Bay），将有更多时间留给您体
验浮潜、丛林远足、探索沉船和海滩。

你知道吗?
2018年以来布里斯班共新开五
家五星级酒店，2022年开始
营业的皇后码头（Queen’s
Wharf）开发项目将建成布里斯
班的首家六星级酒店。

周边探索
阳光海岸

河流泛舟

与考拉亲密接触

暮色时分，在河流生活（Riverlife）公司的发光
在龙柏考拉保护区（Lone Pine Koala
皮划艇上沿布里斯班河恣意游弋，欣赏动人美景。 Sanctuary）拥抱考拉，喂食袋鼠。这里栖息
着超过130只考拉，是全球最大的考拉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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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故事桥冒险攀爬（Story Bridge
Adventure Climb），从这座布里斯班市中央
桥梁的最高点欣赏360度壮阔风光，饱览城市天
际线和远方美景。

美景环区（Scenic Rim）
这个内陆地区距离布里斯班一小时车程，这里有山
脉，雨林，更有当地生产的美酒佳酿。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探索该地区，然后在豪华的酒店中尽
享一夜安眠。

不容错过
前往水滨的黑鸟酒吧和餐厅
(Blackbird Bar & Restaurant)，
在无与伦比的河流和城市风光中品尝
新鲜海产，畅饮美酒佳酿。餐厅的部
分区域还可供小型团队专属使用。

登高望远

从布里斯班向北驱车80分钟即可到达阳光海岸的
海滨，那里一年有300多天阳光普照。在海滩上举
办晚宴和烧烤，沿着沙滩骑马，与座头鲸游泳，
在超越体验（Beyond Experiences）公司组织
下探访努沙（Noosa）腹地的农场，品尝从牧场
到餐盘的新鲜美食，与当地生产者来一次独家的
美食探索之旅。也可以从阳光海岸乘坐短途观光
飞机前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费沙岛（Fraser
Island），该岛也是全球最大的沙岛。

在栖身于12,000英亩广袤澳大利亚
丛林之中的斯派瑟斯希登韦尔酒店
（Spicers Hidden Vale Retreat）
中尽享安宁静谧。品尝广受好评的
Homage 餐厅的经典美食，在最近重
新开放的田园（Homestead）的拱形
穹顶下大快朵颐，或是在谷仓中或星空
下来一场丰盛晚宴，任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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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凯恩斯和道格拉斯港
凯恩斯和附近的道格拉斯港拥有轻松的热带氛
围，与世界遗产大堡礁和湿热带雨林近在咫尺，
可提供精致奢华的度假村，露天餐饮和标志性的
澳式体验。

在外堡礁体验浮潜，近距离领略世界七大自然
奇观之一的魅力。

林中晚宴

在森林火焰餐厅（Flames in the Forest）的手
工水晶吊灯的轻柔灯光下，在雨林中举办一场
最多容纳850人的晚宴。

– 位于凯恩斯码头
– Bond Store和庭院可举办300人的鸡尾酒会
– 整个场馆可预定供800人独家使用，获准扩展至户
外后可容纳1,000人

太阳恋人号游轮（Sunlover Reef Cruises）阿灵顿
礁浮桥（Arlington Reef Pontoon）
– 大堡礁首个专用活动场馆，可容纳300人
– 乘坐90分钟告诉轮渡即可到达阿灵顿礁浮桥
– 可安排DJ或现场乐队表演

道格拉斯港喜来登大酒店（Sheraton Grand
Mirage Resort Port Douglas）

交通

– 五星级海滨度假酒店
– 295间客房
– 12个室内外活动场馆，可容纳最多1,000名代表

凯恩斯机场设有国际和国内
航班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31oC/89 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26 oC/79 oF）

最新资讯

体验

探索大堡礁

海明威啤酒屋（Hemingway’s Brewery）

水晶溪 酒店集团

莫斯曼峡谷（Mossman Gorge）土著文化体验

参加Ngadiku梦幻时光徒步之旅，在莫斯曼峡谷
的原住民向导的带领下穿越雨林，体验当地原住
民居民的传统文化。

希尔奇橡树酒店(Silky Oaks Lodge)

随着2020年11月Flynn酒店的开业，水晶溪集团
(Crystalbrook Collection）的三大“姊妹”酒店
已经齐聚凯恩斯——被称为“野孩子”，拥有311间
客房的Flynn酒店，主打“现代、创新和艺术感”，
拥有255间客房的Bailey酒店，以及2018年11月
开业，主打“精致玩趣”，拥有311间客房的Riley
酒店，可为凯恩斯提供丰富的住宿选择。Flynn酒
店设有三个可容纳最多160人的活动空间，一间
水疗馆，两间餐厅和慵懒蓝调风格的红酒和威士
忌酒吧。

这家位于戴恩树（Daintree）热带雨林的豪华酒店是小型团队的完美之选，酒店目前正在进行耗资1500
万澳元的公共区域翻新，提供40间客房，从疗愈房、树屋到独一无二的戴恩树别馆，应有尽有。
酒店将于
2021年10月重新开业，翻新后的酒店将提供一个带有火坑的河畔活动空间，同时酒店还将推出包括美
食体验和私人向导的私密戴恩树户外体验。

你知道吗？

该地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两
个世界遗产区域交汇的地方之
一：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热带雨
林——湿热带雨林，以及地球上唯
一能从太空看到的活体——大堡
礁，均坐落于此。

周边探索

绿岛（Green Island）

俯瞰大堡礁

乘坐鹦鹉螺直升机公司(Nautilus Aviation)公司
的观光飞机，从高空鸟瞰大堡礁的迷人风光。

别开生面的团建活动

在凯恩斯室内穹顶野生动物园（Cairns Zoom
and Wildlife Dome）的高空滑索上飞驰而过，
享受与众不同的探险乐趣。

不容错过
在甘蔗农场中品尝新鲜调制的
甘蔗鸡尾酒，在甘蔗叶燃烧形
成的火光下享用美味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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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堡礁的浮桥上享受星空下
的安眠。

海岛放松

在大堡礁最北端的蜥蜴岛（Lizard Island）上
拥有40间客房和24个私人海滩的豪华度假村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幽静一隅，放松疲惫的身心。

从凯恩斯乘坐45分钟的双体船即可抵达绿
岛，绿岛度假村可为小型团体提供会议和奖
励行程，环保奢华的住宿，深潜、浮潜、观光
直升机飞行等缤纷活动，以及可容纳150人的
专属海岛晚宴，将让宾客流连忘返。

棕榈小峡谷（Palm Cove）

从凯恩斯向北驱车30分钟即可到达棕榈小
峡谷。您可以入住铂尔曼棕榈湾海神庙度假
村和水疗中心（Pullman Palm Cove Sea
Temple Resort and Spa），该酒店可提供
101间客房，现场团体体验和10个可容纳最
多200人池边用餐的活动空间。在胡椒海滨
俱乐部及水疗中心（Peppers Beach Club &
Spa）的海滩瑜伽和正念课程中放松身心。包
含努努餐厅（Nu Nu Restaurant)的海滨午
餐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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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堪培拉

堪培拉的国家名胜，包括国立美术馆、国立博物馆和国会
大厦，以其多样的收藏品展示着澳大利亚的历史，并可提
供声名显赫的鸡尾酒会、晚宴和商务活动举办场馆。

堪培拉国家植物园 (National
Arboretum Canberra）

– 独特的室内外空间，尽享“丛林
首都”的迷人美景
– 可接待最多4,000名宾客

老国会大厦

– 13个室内外活动空间
– 可容纳20至400人的团体用餐
– 在澳大利亚建国的地方举办活
动，包括众议院议会厅和恢弘
的国王大厅

交通

堪培拉机场设有国际和国内
航班

拥有一众国家名胜和餐馆酒吧的澳大利
亚首都堪培拉是一个现代化都市，而附
近环绕的葡萄酒产区和自然景点更是为
它的旅游目的地身份添上了点睛一笔。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28oC/82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12oC/54oF）

堪培拉地区共设
有超过

8,500

间酒店客房

体验
最新资讯

堪培拉午夜酒店（Midnight Hotel
Canberra）

探索国会大厦（Parliament House）

通过专属的幕后之旅探索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家
会议举办地，包括令人惊叹的花园和无价的艺术
收藏。

飞往酒庄

乘坐直升飞机飞越堪培拉城市上空，在饱览满目
风光之余到达当地的苏氏酒庄（Shaw Wines）
，抵
达后参加葡萄酒品鉴体验。

万豪国际傲途阁系（Marriott
International’s Autograph
Collection）旗下的午夜酒店于2019
年开业，身处生机勃勃的布莱登区
（Braddon）
，距市中心仅五分钟车程。
酒店拥有199间客房，包括7间套房以及
一家内部餐厅和酒吧。

艺术盛宴

在闭馆后进入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一探究竟，领略这个澳大利亚
文化景点闲时的别样风情，然后享受一顿精致晚宴，
每道菜的灵感都源于一件艺术佳作。

你知道吗？

堪培拉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内陆城
市，距离海滩和雪山都有大约两
个小时的车程。

周边探索

堪培拉葡萄酒产区

这个气候寒冷的葡萄酒产区距离堪培拉仅40分
钟路程，分布着超过40个酒庄，其中包括澳大
利亚最负盛名的酒庄之一——克隆那奇拉酒庄
(Clonakilla)。

清晨热气球体验

乘坐日出热气球飞越堪培拉市和葱郁的周边地
区，同时享受美味的早餐。
然后缓缓下降，降落在
老国会大厦（Old Parliament House）的庭院里。

不容错过

于体验自然集团（Experience Nature
Group)在堪培拉周边田园诗歌般的
环境 里，建造的 快闪环保住所中体
验一次豪华露营，该公司可接待20至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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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地的专属晚宴

在国会大厦宴会厅高高的天花板下举办一场最多
600名宾客参加的晚宴。
活动也可以在成员和来
宾餐厅举行。

品尝地区特产

品尝Pialligo庄园屡获殊荣的烟熏制品，在庄园
广袤的土地上来一次果园之旅，或是参加独家的
大师课程。

大雪山（Snowy Mountains）

大雪山位于距堪培拉两个半小时车程之外的
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最高峰科修斯科山
（Mount Kosciuszko）就坐落于此。
你可以在
这里探索冰川湖，滑雪，单板滑雪，钓鱼，骑山
地车，徒步旅行，骑马，应有尽有，然后入住奢
华的滑雪度假村——克拉肯巴克湖温泉度假村
(Lake Crackenback Resort & Spa)。

入住独一无二的贾马拉野生
动物酒店（Jamala Wildlife
Lodge）
，与一些世界上最稀有
的动物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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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黄金海岸

海岛温室（Island Glasshouse）

– 黄金海岸海岛酒店（The Island Gold Coast）新开
设的活动空间
– 面积600平方米/6,460平方英尺，包含宴会厨房和
露天酒吧区
– 可举办350人的晚宴和700人的鸡尾酒会

Burleigh展示馆

– 这个海滨场馆刚刚经过耗资900万欧元的翻修
– 可提供两个活动空间，热带（Tropic）餐厅以及更
加休闲的Burleigh 展示馆
– 这个多合一场馆可被独家租用，举办500人的晚
宴或900人的鸡尾酒会
黄金海岸星亿娱乐城（The Star Gold Coast）
– 场馆的无柱活动中心宴会厅可举办880人的晚宴
– 还提供其他多个户外空间，包括全新的池边活
动草坪和花园活动草坪，可举办450至1,000人
的鸡尾酒会
– 两家五星级酒店可提供超过650间客房，包括达
令酒店（The Darling）

交通

黄金海岸位于昆士兰州东南的绵延海岸
线上，提供都市、内陆和海滩体验的完美
组合来犒劳您的团队。

黄金海岸机场设有国际和国
内航班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29oC/83oF）

大黄金海岸地区
共设有超过

42,000
间客房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22oC/71oF）

体验

最新资讯

黄金海岸朗廷酒店（The Langham）

学习冲浪

黄金海岸素有“冲浪者天堂”的美称——在黄金海
岸冲浪学院（Gold Coast Surf Academy）学习如
何驾驭这里闻名于世的海浪吧。

剧场晚宴

在修缮一新的艺术之家（Home of the
Arts，HOTA）的舞台上举办一场晚宴，该场馆设有
一个圆形剧场，两个电影放映厅和两个剧场。

超级游艇

YOT Club是一艘定制的超级游艇，可举办最多400
人的鸡尾酒会。
该游艇配有两个鸡尾酒吧、一个完整
的商用厨房、一个表演舞台和一间带有独立酒吧的
时尚私人休息室“绿屋”。

黄金海岸JW万豪酒店

2021年末，澳大利亚将迎来豪华酒店
品牌朗廷在此开设的第三家酒店，这家
169间客房的酒店位于耗资10亿澳元的
水滨项目——珠宝三塔（The Jewel）。
酒店还包含一个700平米/7,530平方
英尺的宴会厅，可举办最多800人的鸡
尾酒会。

万豪国际在澳大利亚开设的首家JW酒店已于2020年12月开业，在经过耗资3,500万澳元的
翻修后，昆士兰州标志性的带223间客房的冲浪者天堂万豪酒店摇身一变，作为黄金海岸JW
万豪酒店已重获新生。

你知道吗？

黄金海岸每年平均有300天阳光普照，拥有
57公里/35英里的海滩，包括世界一流的冲
浪地形——这里每年都会举办男子和女子
世界冲浪巡回赛的开幕式。

周边探索

探索夜市

沉浸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之中，在迈阿密夜市
（Miami Marketta）上品尝国际美食，搭配上当
地酿造的精酿啤酒和精品葡萄酒，纵享一夜的饕
餮时光。

不容错过

和海豚一起在海洋世界的海豚礁
湖享用早餐，然后在礁湖的浅滩
上与它们进行更亲密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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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体验

在Topgolf 打一场高尔夫。
这个全新的高科技高
尔夫胜地不是标准的18洞球场，无论新手还是行
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租一架直升机前往澳莱利雨林度假
村（O’Reilly’s Rainforest Retreat）。
这家生态酒店坐落于名列世界遗产
的雷明顿国家公园，提供带向导的
邂逅野生动物活动和重焕活力的水
疗体验。

海滨休憩

在海德天地（Hyde Paradiso ）酒吧欣赏一览无余
的壮阔海景，同时尽情啜饮在国际上屡获殊荣的
澳大利亚调酒师设计的菜单中的可口饮品。

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该保护区坐落于黄金海岸的南端，您
可以在这里与最具代表性的澳大利亚
动物亲密接触，或是参加树顶挑战，
包括澳大利亚最高和最快的高空滑
索体验。

卡巴雷塔海滩（Cabarita Beach)

从黄金海岸向南驱车一小段路即可到
达位于新南威尔士州边界附近的卡
巴雷塔海滩，这个热门冲浪胜地也是
Halcyon House酒店的所在地，这家
豪华酒店设有21间客房，并可提供池
边活动空间和单桨冲浪，瑜伽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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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The Ormond Collective

墨尔本

– 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五个相互
连接，历史悠久的室内和室外空
间，由Big Group管理
– 最小的场地可容纳90人用餐，整
个场地可容纳1,000人。

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 10个独特的活动空间，包括高
耸的拉筹伯阅览室（La Trobe
Reading Room）
，由展示时间
活动集团（Showtime Event
Group）管理
– 伊恩·波特女王大厅(Ian Potter
Queen’s Hall)在关闭16年后于
2019年12月重新向公众开放

交通

墨尔本机场设有国际和国
内航班

墨尔本堪称文化和体育中心，同时素以精致
的创意美食而闻名，无数餐厅酒吧星罗棋
布，与亚拉河谷（Yarra Valley）和摩林顿半岛
（Mornington Peninsula）也相距不远。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25oC/ 77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14oC/ 57oF）

在墨尔本公园的马格瑞特球场（Margaret Court
Arena）举办一场独特的晚宴，这里是网球大满贯
赛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
它拥有
世界上最快的可伸缩屋顶，可以在星空下或穹顶
下接待最多600人。

参加本地私人体验（Localing Private
Experiences）的街头艺术之旅，在艺术家的引领
下探索墨尔本巷道的乐趣，或是体验隐藏秘密之旅
（Hidden Secrets Tours）提供的吃货之旅。

37,000
间客房

Urbnsurf

去Urbnsurf学冲浪吧。
Urbnsurf
是墨尔本机场旁一个两公顷的
人造冲浪泻湖，它采用新一代技
术，每次都能产生完美的海浪。
这个新区域可以容纳2,000人，
同时也是澳大利亚 三只蓝鸭
Three Blue duck餐厅的最新分
店所在地。

Image to come

探索巷道

大墨尔本地区共
设有超过

最新资讯

体验

大满贯球场用餐

墨尔本港游艇俱乐部（Port Melbourne Yacht Club）
– 距离市中心不到15分钟车程的海滨活动空间，由大
西洋集团（Atlantic Group）管理
– 搭建于水上甲板上的落地玻璃窗可提供一览无遗的
海滩全景
– 这个多功能空间可容纳最多300名宾客，并能将活动
延伸至海滩上

精致餐饮

前往在2020年澳大利亚美食家及旅行者餐厅大
奖中被评为最佳新餐厅的Di Stasio Città，品尝最
新的墨尔本特色菜式。

墨尔本W酒店

这家294间客房的特色豪华酒店将于2021年2月在
墨尔本中心开业，酒店设有一整层的活动空间，还能
在14楼的WET举办泳池鸡尾酒活动。

你知道吗？

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可以容纳10万名观众，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
之一，该场馆可提供多个独特的活动空间，包括
球队赛前准备使用的更衣室。

周边探索

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

十二门徒岩

乘坐直升机俯瞰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上
的这个标志性岩石结构，或者举办海滩活动,近距
离领略它的魅力。

不容错过

澳大利亚最大的购物中心Chadstone
– 时尚首都拥有550多家商店，85家餐
厅和30多个奢侈品牌。
团体游客可以
享受豪华礼品袋和拥有200项独家优
惠的旅游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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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活动

在南岸奢华的皇冠酒店（Crown Towers）新建的
三层屋顶活动空间——Crown Aviary上，以墨尔
本的天际线为幕，举办550人的鸡尾酒活动或400
人的晚宴活动。

在墨尔本港（Port Melbourne）的原木
庭院（Timber Yard）举办一场现代工
业风格的活动，该场馆设有多个室内
和户外空间，可为各类活动提供充足
机会和丰富体验。

磨练厨艺

在风景如画的摩林顿半岛上的绿橄榄酒庄
（Green Olive Winery）参加葡萄藤下举办的烹
饪课程，打磨您的披萨、意大利面或香肠的制作
技巧。

菲利普岛距离墨尔本只有90分钟路
程，素以秀丽的海岸风光和丰富的
澳大利亚野生动物而著称。
您可以
在这里观看著名的企鹅归巢，了解
考拉保护区，并在丘吉尔岛传统农庄
（Churchill Island Heritage Farm）
回顾一下往昔时光。

摩林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

享受Pt Leo 庄园的无敌海景，然后前
往酒庄屡获殊荣的Laura餐厅（40座）
享受精致午餐。
在庄园的雕塑公园恣
意徜徉，然后在拥有45个设计师房间
的Jackalope酒店欣然入睡。

戴尔斯福德(Daylesford)

前往这个墨尔本西北方向80分钟车
程的健康热点，在该地区的矿泉和水
疗中洗去疲劳，放松身心。
下榻在拥
有33间客房的精品酒店——湖边小屋
（Lake House）中，该酒店还设有屡
获殊荣的餐厅，日间水疗中心，烹饪学
校和可容纳最多100人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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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乌鲁鲁会议中心（Uluru Meeting Place）

艾尔斯岩度假村屡获殊荣的乌鲁鲁会议中心能为最
多420人提供剧院式的就座空间。

艾尔斯岩度假村

– 650多间客房
– 5种住宿选择，包括五星级的沙漠之帆酒店 (Sails
in the Desert）

乌鲁鲁

交通

艾尔斯岩机场设有国内航班

探访澳大利亚的红土中心，体验乌鲁鲁和卡
塔丘塔巨岩的日出之旅和星光晚餐，沉浸在
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之中。
乌鲁鲁能提供完美
的内陆冒险体验。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37oC/98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21oC/70oF）

体验

品尝丛林美食

了解本土的丛林美食，在艾尔斯岩度假村（Ayers
Rock Resort）品尝当季水果、树种和香料。

原野星光（Experience Field of Light）体验

在日出或天黑后穿梭于Bruce Munro的沉浸式
艺术装置之中。
如果想获得更难忘的体验，还可
以体验一次俯瞰灯光的“寂静之声（Sounds of
Silence）”晚餐。

最新资讯

国王峡谷（Kings Canyon）
中的豪华露营

点画探究

在Maruku Arts学习传统的原住民艺术，符号和工
具，并创造您自己的点画杰作。

周边探索

国王峡谷度假村为豪华野营引进了
六个永久性的豪华帐篷。
每个帐篷
都有自己的套间、分体式空调系统
和一个带座位的户外平台。

你知道吗？

乌鲁鲁巨岩会在一天之中变换颜
色。
黎明前的骆驼之旅、下午的直
升机之旅、日落鸡尾酒会或星空晚
餐都可以让您从各个角度体验这
里的缤纷色彩。

卡卡杜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

骆驼骑乘

与乌鲁鲁骆驼之旅（Uluru Camel Tours）一起探
索广袤的澳大利亚中部沙漠。

不容错过

乘坐直升机或观光飞机游览乌鲁鲁和
卡塔丘塔，捕捉澳大利亚内陆的壮丽
和原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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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日落

一边朵颐新鲜烘培的丹粑面包，一边欣赏乌鲁鲁
和卡塔丘塔巨岩上的壮观日落。

星空晚餐

在Tali Wiru的星空下举办一次独享的晚餐体验。
当太阳在乌鲁鲁落下之时，从起泡酒和开胃菜开
始，尽享这场饕餮盛宴。

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公园，占地
20,000平方公里/12,427平方英里，距离达尔文以
东1小时40分钟的车程。
欧若拉卡卡杜酒店 (Aurora
Kakadu)位于湿地中心，提供132个房间和可容纳
最多120人的多功能场地。
您也可以在达尔文探寻
海滨的美食餐厅，五星级的明迪尔海滩赌场及度
假村 (Mindil Beach Casino and Resort)，或是乘
坐内陆水上飞机探险公司（Outback Floatplane
Adventures）的飞机探索原始质朴的水道。

甘号列车

包机50分钟飞往爱丽斯泉（Alice Springs）
，搭乘传
奇的“甘”号列车从从达尔文前往阿德莱德，体验这
段全球最佳的铁路观光之旅。

住宿在东经131°酒店（Longitude
131°）在乌鲁鲁-卡塔丘塔的古老沙丘
中设置的15个豪华帐篷或沙丘豪宅
中，还可提供团体包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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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珀斯

– 政府大楼的花园可供各种规模
的团体租用
– 大楼内的舞厅、宴会厅和露台也
可供用于举办活动

交通

珀斯机场设有国际和国内
航班

珀斯铸币厂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31oC/87.3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19oC/66.2oF）

从九月到次年五月，您都可以参加珀斯邂逅野生
动物（Perth Wildlife Encounters）公司组织的活
动，在罗金厄姆（Rockingham）的肖尔沃特群岛
（Shoalwater Islands）观赏宽吻海豚，并和它们
一起游泳。

13,500
间酒店客房

最新资讯

丽兹卡尔顿酒店

这家豪华酒店拥有205间客房，
包括18间套房，坐落于伊丽莎白
码头，俯瞰天鹅河美景。
值得一提
的是酒店的屋顶无边泳池和鸟音
（Songbird）酒吧，可以举办最多
150人的鸡尾酒活动。

新开业的酒店

与海豚同游

大珀斯地区共
设有超过

– 澳大利亚仍在经营的最古老的
铸币厂
– 室内外空间可容纳350人站
立，200人就座

天气

体验

参加天鹅河巡游公司（Swan River Sailing）组织
的休闲巡游，或在精英赛艇上一试身手。
每艘船最
多可容纳11人，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监督。

– 在2019年被评为全球最美的体
育场，可容纳60,000名观众就座
– 超过18个活动空间，可容纳最多
2,000名代表
– 可以将晚宴安排在球场上

政府大楼

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内
公园之一——国王公园和植物园。
珀斯栖身于
天鹅河（Swan River）河畔，可提供缤纷的户
外体验、团建活动和活动空间。

天鹅河巡游

澳都斯体育场

拥有250个房间的Adnate酒店于
2019年10月开业，酒店外墙上25
层高的壁画由与酒店同名的澳大
利亚街头艺术家Matt Adnate绘
制。珀斯海滨希尔顿逸林酒店已
于2020年12月开业，可提供229
间位于天鹅河河畔的客房。

海岛体验

探索短尾矮袋鼠的栖息地——罗特尼斯岛
（Rottnest Island）
，在那里你可以通过赛格威、自
行车或乘坐Eco Express探险船完成该岛的环游。

你知道吗？

西澳大利亚州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州，占地250
万平方公里/ 965,250平方英里，比除俄罗斯
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大，拥有超过12,889公
里/8,000英里的海岸线。
它还同时拥有几种不
同的气候——珀斯和该州西南部的地中海气候，
东部沙漠的干燥气候，以及北部的热带气候。

周边探索

珊瑚海岸（Coral Coast)

品尝本地土著美食

参加Dale Tilbrook 体验公司的活动，在当地
Wardandi 比布门（Bibbulmun）族妇女Dale
Tilbrook的讲解下了解努嘎族的传统丛林美食。

不容错过

在名列历史遗产的珀斯皇宫大酒店
(Royal Hotel)的Fleur餐厅品尝复杂
极简主义摆盘的本地美食，餐厅的私
人用餐室可容纳12到14人就座，主餐
厅可容纳45人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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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自己的龙虾午餐

作为曼哲拉游轮公司（Mandurah Cruises）野生
海鲜体验的一部分，您可以亲手将虾笼从海里拉
上来，然后在船上享受一顿五道菜的午餐——包
括新鲜烧烤的龙虾。

从珀斯北上前往尖峰石阵（the
Pinnacles）
，在那里你可以享受夕阳
野餐，或是天黑后在这些天然形成，
高达3.5米/11.5英尺的石灰岩岩石
中观星。

与本地向导同游珀斯

参加双脚和心跳（Two Feet and a Heartbeat）公司
组织的徒步之旅，探索珀斯的巷道和拱廊，或是在
探索文化（Go Cultural）公司原住民向导的引领下
游历珀斯城区。

珀斯北部的珊瑚海岸有两处世界遗产，一处是
宁加洛珊瑚礁（Ningaloo Reef）
，在那里您可以
和鲸鲨、蝠鲼和座头鲸同游嬉戏；另一处是鲨鱼
湾（Shark Bay）
，以其自然多样性而闻名。
带来
巨大视觉冲击的粉红湖（Pink Lake）
，也叫赫特
潟湖（Hutt Lagoon）
，也镶嵌在这条绵延1,100
公里的海岸线上，乘坐观光飞机俯瞰是欣赏这
块粉红水域的最佳方式。

玛格丽特河地区(Margaret River)

探索玛格丽特河地区，品尝澳大利亚最可口的
葡萄佳酿，包括闻名遐迩的露纹酒庄（Leeuwin
Estate）。
附近的巴瑟尔顿（Busselton）拥有南
半球最长的木制防波堤。
您可以在防波堤上举
办活动，享受360度的无敌海景，也可以将活动
地点定在防波堤下的水下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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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 歌剧院北侧开放新的活动空间，可
举办最多400人的鸡尾酒会
– 户外露台区域也可供租用

悉尼月亮公园

悉尼

– 海港水滨区域设有11个场馆，可
容纳200至2,950人（the Big Top）
– 可包下整个区域，合计10,000平
米/107,640平方英尺，可供最多
8,000人的团体使用

鹦鹉岛

作为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城市，悉尼海港和悉尼歌剧院仅仅是这
座城市无穷魅力的冰山一角。
在深厚的原住民底蕴中探寻不一
样的悉尼，体验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美食文化，让您的团队亲身
探索悉尼本地人最爱的新老区域。
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活动空
间和缤纷体验供您选择，既有您所熟知的全球名胜，也不乏等待
您发掘的隐秘魅力。

– 位于悉尼海港，名列世界遗产的
历史海岛
– 三个区域——工业区（Industrial
Precinct）、Convict 区和东部
舞台区（Eastern Apron）可举办
200至5,000人的活 动

交通

悉尼机场设有国际和国内
航班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25.6 oC/78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17oC/ 63oF）

探索邦迪海滩（Bondi Beach）

在让我们去冲浪（Let’s Go Surfing）上一堂冲
浪课，或是在冰山餐厅酒吧（Icebergs Dining
Room and Bar）一边啜饮佳酿，一边欣赏海滩的
日落美景。

最近翻新并重新开放的海滨坎贝尔
商场区域是美食餐厅6Head和海滨
海鲜餐厅（Harbourfront Seafood
Restaurant)的所在地，在2020年末
已有更多餐厅开业。
该区域也是一个
热门的多功能活动场地，整片区域及
其前院均可供各种规模的团体独家
使用，可容纳最多5,000人。
拥有160间客房的达令港皇冠假日
酒店已于2020年10月开业；而位
于悉尼市中心和餐饮圣地巴兰加
鲁（Barangaroo）地区之间的悉尼
小国度酒店（Little National Hotel
Sydney）
，拥有230间客房已于2020
年11月开业。

奢华动物园体验

近距离接触澳大利亚本土动物，在专属的Me-Gal
餐厅用餐，都是塔龙加野生动物酒店（Wildlife
Retreat at Taronga）提供的奢华体验的一部分。

沃根谷

水上晚餐

在超越悉尼游轮体验（Journey Beyond Cruise
Sydney）的游轮上享用晚餐，瞬息万变的悉尼海港

风光让您在每道菜时都能领略不同的美景。
可供私人
包船和最多90名宾客独家使用。

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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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悉尼水上飞机公司的飞机前往
位于Shellar door 的Broken Bay
珍珠养殖场。
参加他们的终极珍珠
养殖场体验，亲手从霍克斯布里河
（Hawkesbury River）的水中捕捞罕
见的Akoya海水珍珠。

制作自己的杜松子酒

在屡获殊荣的Archie Rose手工酿酒厂用一系列纯
植物原料自己创造“世上独此一份”的杜松子酒。

在Aria、Quay或者Bennelong等一众
私人餐厅中一边品尝悉尼最可口的美
食，一边欣赏悉尼海港的壮阔风光。

42,900
间客房

坎贝尔商场（Campbell’s Stores)

新开业的酒店

攀上悉尼海港大桥之巅，从海平面134米以上俯瞰
悉尼风光，大桥顶部还提供现场音乐表演和小食。

大悉尼地区共设
有超过

最新资讯

体验

别样视角观悉尼

悉尼歌剧院 Yallamundi Rooms

都市原住民绿洲

置身于世界上第一个原住民屋顶花园
Yerrabingin，沉浸在兼具食用、药用和文化内涵
的植物中。
游览花园或在绿树成荫中享受一顿原
住民风味的晚餐。

悉尼鱼市场是南半球最大的鱼市。
在市场大楼内
的悉尼海鲜学校（Sydney Seafood School),
团体游客可以先观看顶级悉尼厨师的现场演示，
然后亲自上手磨练自己的烹饪技巧。
该市场正
在进行全面重建，预计将于2024年开放一个全
新的场馆。

周边探索

距悉尼以西45分钟飞行或三小时
车程，位于大蓝山地区的阿联酋
ONE&ONLY 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
是您沉浸于澳大利亚美景的完美之
选，40间私人别墅点缀在7,000英亩的
自然风光之中。
标志性的日落之旅会
带领游客在邂逅野生动物的黄金时间
探索这片原始古朴的保护区。

拜伦湾

你知道吗?

如果想要享受悠闲又有创意的氛围，
可以向北飞行90分钟前往拜伦湾，在
那里你可以学习冲浪，沿着海滩骑马，
观赏鲸鱼，享受海滨度假的生活方式。

猎人谷

乘坐直升机45分钟或驱车两个半小时
即可到达位于悉尼北部的猎人谷，这
里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
拥有150多个酒窖。
您可以在这里体验
可口美食，品尝直送的新鲜物产，乘坐
热气球，或是踩葡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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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 7个室内外场馆，从可容纳36个坐席的 红酒吧 (Wine
Bar)，到超过2,000人的草坪，可满足各类规模团体的
需求。
– 博物馆自身的内部空间包括地下13米的The Void和
诺兰画廊

霍巴特

– 可定制活动概念

空中花园（In The Hanging Garden)
– 几乎占据一整个城市街区的多场馆
区域
– 4个空间，可容纳300至1,250人
– 上层花园露台区域The Garden可容
纳300名宾客
– 覆盖底层花园的18米高建筑Cathedral
可举办最多600人的鸡尾酒会

交通

澳大利亚岛州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坐落在风
景如画的港口之上，拥有欣欣向荣的美食美酒氛
围，绝佳的户外探险，卓越的室内场馆以及令人叹
为观止的荒野景观，而不远处的豪华酒店则可以
将这些迷人风光尽收眼底。

The Goods Shed

霍巴特机场设有国内航班

天气

In The Hanging Garden, Photo Credit: DarkLab/Jesse Hunniford, 2019,
Image courtesy DarkLab, Hobart, Tasmania, Australia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22oC/72oF）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11oC/53oF）

参加Pennicott荒野之旅公司组织的塔斯马尼亚海
鲜饕餮之旅（Tasmanian Seafood Seduction）。沿
途收集牡蛎和岩虾，观看您的向导潜水寻找野生
鲍鱼和海胆。

探索古今艺术博物馆

参观颠覆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古今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个蕴藏无限神奇和实验精神的隐藏瑰宝。
古今艺术博物馆的体验不仅仅是博物馆—这里还
设有两家餐馆、一家酿酒厂和可以俯瞰德文特河
（Derwent River）的豪华酒店。

– 被列入遗产名录的场馆，可容纳最多
1,555人
– 艺术、文化和社区氛围浓厚，同时拥有
澳大利亚最大的食材花园

大霍巴特地
区共拥有
超过

3,500
间客房

最新资讯

体验

海上野趣之旅

古今艺术博物馆

塔斯曼酒店（The Tasman)

澳大利亚的首家万豪豪华系列酒
店——塔斯曼酒店酒店将于2021
年6月开业，拥有152间客房和7间
套房。
这家传统豪华酒店在其三幢
侧楼中将历史底蕴、装饰艺术和现
当代建筑融为一体，并提供五个活
动空间。

从全新角度欣赏秀丽景致

在霍巴特港泛舟游弋，探索该市的峭壁、洞穴和海
滩，或是参加Roaring 40s Kayaking公司组织的多
日独木舟探险之旅，让您的团体深入塔斯马尼亚州
崎岖诡谲的景观中一探究竟。

霍巴特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 Hobart）

拥有235间客房的霍巴特皇冠假日酒店已于2020年7月
在霍巴特市中心开业，酒店依山傍海，拥有两家餐厅和
六个灵活的活动空间

你知道吗？

霍巴特的拥有约350万英亩的荒
野地区，几乎占塔斯马尼亚州总
面积的五分之一，该地区包含海
岸、岛屿、河流、山峰、山谷和草
原，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周边探索

朗赛斯顿（Launceston）

品尝全球最佳的威士忌

邂逅塔斯马尼亚恶魔（袋獾）

了解苏利文角酒厂（Sullivans Cove Distillery）的
参加塔斯马尼亚袋獾动物园的袋獾追踪之旅，深
威士忌酿造过程，品尝他们的法国橡木单桶威士忌， 入袋獾的自然栖息地，了解当地野生健康袋獾种
该产品曾在2019年世界威士忌大赏上被评为“世界 群的生存状况。
最佳单桶单一麦芽威士忌”。

不容错过

参加霍巴特徒步之旅，从当地人的视
角了解霍巴特。
专业向导将向您介绍
霍巴特的历史，让您品尝塔斯马尼亚
州最佳的农产品，带您探索霍巴特琳
琅满目的饮料，或者根据您团队的兴
趣为您打造定制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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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盛宴

在霍巴特南部候恩谷（Huon Valley）的Fat Pig农场享
受一顿盛宴。
在各道菜肴之间，游客可以探索农场，找
寻午餐食材的来源。
农场还能为团体提供烹饪课程和
其他定制体验。

在俯瞰菲欣纳国家公园的奢华精品酒店——菲欣纳
Saffire酒店（Saffire Freycinet）欣赏塔斯马尼亚州
的自然美景。
在该酒店尽享生活之趣，包括品尝从
菲欣纳海洋牡蛎养殖场（Freycinet Marine Oyster
Farm）新鲜捕捉的牡蛎，乘坐Saffire酒店专门建造
的游船饶思厚腾岛（Schouten Island）巡游，近距离
欣赏岛上的风光和野生动物。

探索塔斯马尼亚州北部，前往该州
的第二大城市——朗赛斯顿。
入住
塔马河（Tamar River）畔的派珀希
洛酒店（Peppers Silo Hotel）
，挑战
Hollybank野外探险公司 的高空飞索
或树顶滑索，或是搭乘独特包机公司
（Unique Characters)的包机探索北
塔斯马尼亚最为偏远的区域。

摇篮山（Cradle Mountain）

毗邻世界遗产摇篮山-圣克来尔湖国家
公园（Cradle Mountain-Lake St Clair
National Park）的摇篮山庄酒店酒店
（Cradle Mountain Lodge）将奢华体
验与塔斯马尼亚州摄人心魄的荒野风
光集于一身，您可以在这里观察野生动
物，学习飞钓，在向导带领下徒步穿越
国家公园，或者在鸽湖（Dove Lake）上
泛舟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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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海曼岛洲际酒店度假村
– 拥有168间客房的私人海岛度假村，可供独家使用
– 遍布全岛的15个室内外空间，每个场地可容纳最多
330名宾客
– 活动空间包括海滩、草坪、私人餐厅、规整庭院或
热带花园

阔利酒店
– 汉密尔顿岛上隐秘隔绝的度假酒店，共设60间私人
别馆
– 三个活动空间 -- 水滨的卵石海滩（Pebble
Beach）餐厅，包含私人餐厅和私人露台的长厅
（Long Pavilion），以及海滩别墅
– 可供独家使用

圣灵群岛

白日梦岛（Daydream Island）

交通

– 拥有277间客房的度假村，可供独家使用
– 6个室内外活动场地，可容纳最多250人就餐
– 度假村的6间餐厅和酒吧也可供独家使用

汉密尔顿岛机场和普洛塞尔皮
娜（Proserpine）的圣灵群岛
海岸机场均设有国内航班

圣灵群岛由74个岛屿组成，位于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大堡礁。该地区拥有澳大利亚风
光最秀丽的海滩，缤纷的陆地、空中和水上
体验，以及特色各异的场馆，助您打造毕生
难忘的会奖之旅。

天气
12月至2月为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30oC/86oF）

对于大型团队，海曼岛也提供丰富的住宿选择，
以及适合各种团体规模的室内外活动场馆。

6月至8月为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22oC/72oF）

体验

最新资讯
圣灵游轮（Cruise Whitsundays）
圣灵游轮（Cruise Whitsundays）公司推出
了澳大利亚首个水下海洋住宿，在他们的浮桥
上增加了两间礁岩套房，此外，您也可以选择
在12个礁岩舒眠豪华澳式帐篷或是甲板上享受
星空下的一夜安眠。

汉密尔顿岛

白天堂海滩风帆之旅

海岛求生

回馈大堡礁

搭乘20米长的双体船S.V. On The Edge号体
验一次激动人心的风帆之旅，然后停靠在著名的
白天堂海滩享受野外午餐。

接受汉密尔顿岛的求生挑战（Survivor
Challenge），在友好的竞争氛围中通过一系
列体力活动来历练您的团队。

参与海曼岛洲际酒店度假村（Inter
Continental Hayman Island Resort）的
潮流体验和活动，在蓝珍珠湾（Blue Pearl
Bay）参加珊瑚复原课程。

汉密尔顿岛于2019年12月开放了新的海滩别
馆（Beach Pavilion），这是一个可封闭、可
露天的灵活海滨场馆，可以举办280人的座席
晚宴。这个新场馆为岛上本就纷繁多样的会奖
场馆再添一笔，包括各种活动空间和10个私人
晚宴场馆。

你知道吗？
凭借纯白的硅砂和碧蓝的海水，
白天堂海滩经常被纳入全球最佳
海滩之列。

周边探索
布里斯班
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距圣灵群岛两小时的
飞行路程。您可以下榻在312间客房的布里
斯班W酒店，探索附近的霍华德史密斯码头
（Howard Smith Wharves），包括水滨
活动中心、精酿啤酒厂和现代餐厅。

日出瑜伽

空中、水下体验大堡礁的不同魅力

潮汐岛上的鸡尾酒会

悉尼

在丹特岛（Dent Island）以一场最多40人的日
出瑜伽拉开精彩一天的序幕，然后在汉密尔顿岛
高尔夫俱乐部（Hamilton Island Golf Club）
享用美味早餐。

乘坐汉密尔顿岛航空（Hamilton Island Air）
公司的观光直升机从空中俯瞰心形礁。然后降落
在新建的心形礁浮桥上，享受小食放松身心，或
是浮潜探索周围的泻湖礁。

在兰福德岛（Langford Island）举办日落鸡尾
酒会。兰福德岛是一个800米长的沙岬，从海曼
岛乘船7分钟即可到达，只有在潮汐允许的情况
下才会出现。

悉尼距圣灵群岛两个半小时的飞行路程，澳大
利亚最负盛名的地标建筑就坐落于此。您可以
爬上悉尼海港大桥之巅，也可以体验一次悉尼
歌剧院的幕后之旅。对于住宿，您可以选择位
于生机勃勃的达令港区域的达令港索菲特酒店
（Sofitel Darling Harbour）。

不容错过
乘坐Ocean Dynamics公司可
最多搭乘80人的游轮，体验一
次环绕圣灵群岛的日落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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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与伦比的海岛风光环绕之
下，在汉密尔顿岛高尔夫俱乐
部的18洞锦标赛级球场打一场
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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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旅游局
商务会奖旅游部

上海市延安西路1262号，上生新所9号楼501室
邮箱：jyang@tourism.australia.com
网站: be.Austral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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