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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以上的悉尼人在海外出生，
并且有32%以上的悉尼居民会说英语之外
的其他语言

来到澳大利亚的国际游客有
超过50%会造访悉尼

在声誉研究所（Reputation Institute）
发布的2017年“城市声誉追踪报告”
（City ReptrakStudy）中把悉尼评为
全球声誉最佳城市。

从2010至2017年连续七年荣获国际节庆
协会“世界最佳节庆和活动举办城市”

与全球一半人口时差仅6小时

悉尼是亚太商业中枢 —这里设有超过600
家跨国公司的总部

悉尼全年平均气温为21°C/71.06°F

选 择

为

悉

何

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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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地区主要的大城市都有多个直飞悉尼
的航班。

荣誉之都——根据普华永道公布的《机遇
之都》排名，在可持续发展与宜居性上，
悉尼位列全球26个领先城市之首

悉尼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这里居住着
来自180个不同国家的人，使用语言多
达140种，每十个悉尼人中就有一个人
拥有中国血统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把悉尼评为全球最
精彩的美食胜地；悉尼的TETSUYA在
《餐厅》杂志的“全球50佳餐厅”排行
榜中位列第四。

如今，中国是澳大利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各州政府也在中国顶级商务中心
设立代表处，并且与中国有80多对友好
城市和友好省州关系

澳大利亚政治稳定、犯罪率低、卫生保健
质量高，同时基础设施维护良好，其安全
便利的环境让游客享有高度的个人安全保
障

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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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最高气温平均值
（摄氏度°C） 28.4 28.1 26.6 23.9 20.8 18.3 17.6 19.5 22.5 24.3 25.3 27.4 23.6

最低气温平均值
（摄氏度°C） 19.3 19.4 17.8 14.3 11.2 8.9 7.8 8.7 11.6 13.7 15.8 17.9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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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是大多数人心目
中的顶级梦想旅游目的地之
一。悉尼会议奖励旅游局（悉
尼会奖局） 
希望您梦寐以求的活动得以实
现，甚至能超越您的期望。实
际上，我们最自豪的成就莫
过于帮助客户将不可能变为可
能。

 
悉尼是各种规模活动的理想举办地，
拥有多元化的活动场地、食宿选择
和观光胜地，更是丰富的行业服务
和知识中枢。我们忠诚的客户持续
选择悉尼作为他们举办活动的目的
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鼓励您尽情探索未来在此举办
世界级活动的无限可能性！

闪 耀 在 悉 尼

展 现 您 成 就 的

完 美 舞 台

独特而精彩的活动场地

悉尼拥有诸多独特而精彩的活动场地，例如悉尼
歌剧院 、市政厅 、邦迪海滩 、以至私人海岛，
都适合举办各种大型盛事。

交通便捷的城市中心

城市中心位置得天独厚，距离悉尼
国际机场仅有 8 公里（5 英里）。

为您独家定制的

特色体验

您的团队将享受到独家
定制的精彩体验，为他
们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
回忆。 

地区观光选择

除了悉尼以外，新南威尔士地区 
还有丰富的观光活动，让参会代表
能够充分感受悉尼周边风景优美、
文化底蕴浓厚的地区。

千载难逢的体验

满足您的要求 
—就是我们的追求！

距离
机场
仅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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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怀的体验

在全球最美丽的海港中打造难忘的
活动体验。

干净而安全的城市

悉尼在 2017 年经济学人安全城市
指数中排名第七。

澳大利亚门户城市

悉尼交通便捷，抵达悉尼的航班数
量远超其他任何澳大利亚城市。 
可经悉尼机场往来澳大利亚所有 
城市。

享誉全球的标志性景点

悉尼的标志性景点－悉尼歌剧院和
悉尼海港大桥是世界上少数伟大的
建筑，体现了勇往直前而具启发性
的思维方式，正是激励团队的所需
的必要因素。丰富的住宿选择

大多数国际知名酒店集团均在悉
尼设有酒店。这座城市拥有超过
36,000 间酒店/汽车旅馆客房和酒
店式公寓，其中大约一半位于市中
心， 
搭乘短途出租车甚至步行即可到达
主要活动场所和观光胜地。

经典特色美食

体验悉尼多元化的美食和美酒文化，
在赏心悦目的海港环绕下享用新鲜海
鲜，轻酌澳大利亚美酒。

前卫
且富有启
发性的思
维

距离
机场
仅8公里



完 善 的

团 队

支 持 方 案

悉尼会奖局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悉尼 
市政府、各界战略合作伙伴和商务旅游行业
精诚合作，为您推出以下支持配套，提供给
规模至少 100 名参会代表在悉尼住宿三晚的
活动*。如果人数超过此规模，请与我们联系
商讨更多更符合您需求的支持方案。 

我们可提供以下支持：

·根据您的悉尼奖励旅游计划和预算情况，
从专业客观的角度提供活动场地、酒店和活
动建议
·激发创意十足的奖励旅游思路，为您的 
团队制定专属的旅行体验
·提供营销支持，包括为您提供电子邮件宣
传单或者悉尼宣传视频。

除了上述支持之外，凡是出席悉尼活动的 
参会代表还将获得：

·来自悉尼会奖局CEO的个人欢迎信
·一个资料袋，内含地图和悉尼导游手册
·欢迎礼品（礼品将由悉尼会奖局为您精心
选择），其中可能包括：

 – 迷你考拉饰品，或
 – 带悉尼标志的小礼品，例如行李牌。 

 
*请联系我们的业务发展代表，了解如何获
得支持配套。联系方式请见本文档尾页。

悉尼会奖局是悉尼的会展局，在支持悉尼和新南
威尔士州承办全球活动、奖励旅游计划和会议方
面拥有 40 多年的丰富经验。

6 



签证支持

悉尼会奖局的网络遍布
世界各地，能确保为你
的活动提供及时顺畅的
支持。我们多元文化和
多元语言的团队将协助
您创造独一无二的悉尼
体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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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游客可以享受
世界一流的海滩、宜人的气候、精致购物
体验和各色精彩娱乐与活动。 
 
除了城市中心之外，国家公园、山脉、 
金色的海岸和活力十足的区域游览也提供
了一日游的理想选择，游客可乘坐汽车、
火车或飞机轻松前往这些地点。 
 
无论您选择何种活动，悉尼都会给您带来
难以忘怀的体验！ 

体验感 精受 华尼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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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容 错 过 的 悉 尼

旅 游 线 路

悉尼的魅力不仅来自它标
志性的建筑及美丽的自然
风光，悉尼人也愿意付出
时间去理解客户的要求，
实现客户的期望。 

 
这一份独具特色的悉尼和
新南威尔士州最佳旅行体
验指南，必将让您的团队
从中深受启发。

单击下载 
其他悉尼活动方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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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早上
抵达悉尼国际机场后，您的团队 
将受到本地地接社的热情欢迎。 
乘坐大客车前往酒店，您的团队 
可以在酒店稍事休息，准备踏上独
一无二、难以忘怀的悉尼之旅。 

这个上午，您的团队将前往世界 
最著名的海滩之一邦迪海滩。除了
细沙和海浪，这处充满活力的海岸
地区的街巷也是悉尼新生代设计师
的创意天堂，拥有许多在悉尼其他
地点难得一见的时尚精品店。 

下午
探索悉尼， 在导游的陪伴下进行城
市观光，切身感受这座海港城市的
大都会活力和时尚气息。从麦考利
夫人座椅处饱览悉尼海港大桥和悉
尼歌剧院美景，麦考利夫人座椅以
岩石雕琢而成，是 19 世纪早期为
富有远见的殖民地总督拉克伦·麦
考利 (Lachlan Macquarie) 的妻子而
制作的海滨座椅。 

随后，登上 268 米（879 英尺）的
悉尼塔俯瞰悉尼全景。团员们可先
从4D 影院体验之旅开始，美轮美奂
的画面将带您领略悉尼港全景。随
后登上悉尼塔之眼观景台，将悉尼
著名地标一览无遗，体验令人屏息
的壮观全景。完美开启您的灵感都
市之旅！

第 2 天 

早上
以岩石区之旅开启新一天的美好 
旅程，您的团队将在这里了解到该
地区的原住民传统、英国殖民地的
建立历程，以及岩石区的航海、 
捕鲸和贸易历史，还有 1970 年
代，以公会为首为保护该地区而组
织的抗议事迹，这一抗议活动使该
地段得到完好保护，让后人得以继
续探索和享受这片土地。

随后，团队将参观悉尼最具标志性
的建筑物－悉尼歌剧院。这段精彩
绝伦的30分钟普通话导览，将把
您带入这座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
建筑，探索其伟大的建筑和工程奇
迹。 

下午
到位于达令港的悉尼水族馆与多姿
多彩的海洋生物打个咋呼！在这
里，您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多姿多彩
的水生物和海洋生态体系，包括澳
大利亚的珊瑚宝藏，还有可爱的小
丑鱼等等！ 

晚上
以最佳方式体验悉尼宏伟的海
港——到悉尼秀舫的水上观光餐厅
享用晚餐。悉尼秀舫是一艘真正的
划桨驱动的轮船，设有剧院式水上
观光餐厅，卡巴莱歌舞秀、魅力十
足的歌舞女郎以及最新鲜精致的国
际美食与澳大利亚地方美食必能给
您的客人留下一段目眩神迷、引人
入胜的经历。

第 4 天 

早上
前往中央海岸，参加骑马、独木舟
和四轮驱动车活动。这里有原始的
海滩和苍茂叠翠的腹地，更有屡获
殊荣的景点和乐趣十足的体育活
动。 

您的团队还可以选择拜访托布鲁克
绵羊牧场，体验澳洲独有的农场文
化。牧场主将骑马迎接您的团队到
来，农场活动包括策马、投掷回旋
镖、牧羊犬现场表演和剪羊毛现场
示范。

下午 
自由活动，尽情购物！悉尼拥有琳
琅满目的商场和商店，从设计师专
卖店和城市老店，到充满活力、丰
富多彩的集市以及便宜的厂家直
销，应有尽有，必让您的代表满载
而归。

晚上
在悉尼著名地标建筑月神公园举办
您的盛大晚宴。月神公园是于1930 
年代建设的游乐园，毗邻悉尼海港
大桥。从环形码头移步摆渡船，踏
上一段乐趣十足的晚间奇幻旅程，
派对就此开始！

第 3 天 

早上
摆脱城市喧嚣，乘坐大客车前往位
于悉尼以西的蓝山探寻精彩体验。
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蓝山是澳大利
亚其中最有名的自然奇观。团队可
以欣赏到到美丽的瀑布和天然景
观，或者探访当地古典小镇。 

第 5 天

大巴送机前往机场，离开悉尼。 
您的成员们在离开悉尼时，一定 
载满激励与鼓舞！

悉尼多种不同凡响的体验对员工满意度和保
留率具有着实质的积极影响，也是悉尼长久
以来一再证明它能够落实的成果。

晚上
到360度旋转餐厅让代表们在305
米高的悉尼塔中边用餐，边以360
度欣赏悉尼的迷人夜景。位于悉尼
塔的360度旋转餐厅 供应美味的澳
大利亚现代美食，其独特的旋转地
板可以让顾客不间断地领略壮观的
城市景观和城外风景。

晚上
到八乐居享受美味中餐。该餐
厅位于Market City, 邻近中国
城。Market City也是工厂直销商
城，底层是著名的小商品及菜市场
Paddy's Market，您可安排代表
们用餐前进行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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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景点与炫目的体验
相互融合，让您的团队在
离开悉尼后留下终生难忘
的美好回忆！  
 
联络悉尼会奖局制定更加
个性化的旅行线路，满足
您的需求、超越您的预期。 

终 极 悉 尼 体 验

旅 游 线 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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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之旅是千载难逢的 
表彰、激励和启迪良机！

第 1 天 

早上
抵达悉尼国际机场后，参会代表将
受到本地地接社的热情欢迎。乘坐
大客车前往酒店，您的团队可以在
酒店稍事休息，准备迎接接下来独
一无二、难以忘怀的悉尼之旅。 

感受骑乘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刺
激，同时饱览悉尼风光。摩托车将
带您游历悉尼市区、经过各大标志
性地点、向东前往双湾和沃克吕兹
以及悉尼著名的邦迪海滩时，您可
以随时停下来，拍摄以城市美景作
为背景的完美旅游纪念照。 

下午
下午游历岩石区，您的团队将在这
里了解到该地区的原住民传统、 
英国殖民地的建立历程，以及岩石
区的航海、捕鲸和贸易历史，还有 
1970 年代，以公会为首保护该地区
而组织的抗议事迹，这一抗议活动
使该地段得到完好保护，让后人得
以继续探索和享受这片土地。

随后参加一次 30 分钟悉尼歌剧院 
普通话入内导览，在悉尼歌剧院的
巨帆之下，了解这座建筑物的故
事、历史和魅力所在。团队将在这
座迷人的建筑物内了解到前所未见
的幕后操作，亲身步入并感受这座
每年举办 1,600 多场表演的魅力 
剧院。

晚上
您的团队欢迎晚宴将在中国城内的 
金唐海鲜酒家举办。这里的新鲜海
鲜和地道中国美食脍炙人口，是 
悉尼的热门用餐地点。该酒家每天
营业至深夜，气氛热闹。这里的
主要特色装潢是以 24 个鱼缸组成
的水族馆式墙壁，其中装有超过 
1,000 公斤的海鲜，包括鲜活 
帝王蟹、蛤蜊、鲍鱼和龙虾。

第 2 天 

早上
如果您的团队不喜欢水上运动， 
那还可以选择攀登矗立在海港之上 
134 米高的世界最高钢拱桥－悉尼
海港大桥。专业攀登引导员将带您
走上这座工程奇迹的顶端，与您分
享大桥悠久的历史，并为您的团队
拍摄集体照。

下午
通过参加激动人心的帆船赛团队建
设活动观览悉尼优美的海港。租
用久经考验的 68 英尺环球竞速游
艇，体验大船航行的刺激！ 

晚上
今晚的庆祝晚宴将在Clearview
玻璃船游轮上举行。 Clearview高
贵典雅的落地玻璃窗设计，让船上
的宾客能够360度欣赏到悉尼海港
夜景。团队将在优雅的环境中享用
晚餐，同时还可从船上观赏到灯火
通明的悉尼城市美景、歌剧院和海
港大桥。在悉尼标志性的海港上共
同欢庆，必能让团队留下难忘的回
忆。又或者到庄严的悉尼市政厅举
行盛大晚宴。

第 3 天 

早上
和您的团队乘坐大巴到史蒂芬斯
港，探寻全世界最大片的亚热带雨
林以及可爱的海豚！抵达后首先进
行沙漠探险，骑乘四轮摩托车横跨
壮观美丽的沙丘。之后摇身变成精
明的海盗，乘坐游船前往史蒂芬斯
港其中一个私人海滩进行以海盗夺
宝为主题的团建活动！

下午
放慢脚步，前往澳大利亚历史最久
的葡萄酒区——猎人谷。猎人谷拥
有多达120个酒庄。您的团队可以
在怡人的环境中打一场高尔夫球，
或到水疗中心享受美容或按摩。当
晚就在猎人谷皇冠假日酒店过夜，

第 5 天

大巴送机前往机场，离开悉尼。 
您的成员们在离开悉尼时，一定载
满激励与鼓舞！

准备迎接隔天精彩的活动。

注：您可以为VIP安排直升机或水上
飞机往返于上述景点。

晚上 
在酒店内的餐厅用餐，享受创新的
菜式和香醇的葡萄酒。

第 4 天 

早上
到猎人谷美丽的花园散步，开启新
的一天。随后参观当地的酒庄，品
尝原产的葡萄酒。您甚至可安排团
建游戏，让团员们通过学习混酿葡
萄酒，促进团队精神。您可安排VIP
乘坐直升机，高空游览猎人谷壮观
迷人的景色。

下午
回到悉尼后自由购物！团员们可在
市区琳琅满目的商店精选时装，或
者到市区以外的伯肯黑特角厂家直
销中心或者DFO购物。

晚上 
到尼克斯海鲜餐厅享用道别晚餐，
在达令港夜景伴随下，享受鲜美的
当地海鲜或地中海式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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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是许多人梦寐以求 
的旅游目的地。在悉尼，您的奖励旅
游一定会是一场丰富充实、深具灵感
和启发性，并能令代表们全情投入的
旅程。

大胆尝试，学习冲浪
悉尼与冲浪、大海和阳光
密不可分。加入澳大利亚
的“阳光古铜族”，到悉
尼世界闻名的海滩之一学
习冲浪课程。 

在直面汹涌波涛之前， 
学会如何确定海浪条件，
练习冲浪技巧。到了水
中，您可以安全冲上第一
波海浪，快得您甚至还来
不及担心掉下来！ 

您无需相关经验，冲浪学
校将提供冲浪板、潜水服
和防晒霜。 

经过全面认证的教练将为
您提供大量实践帮助， 
您必将惊讶地发现学习冲
浪是多么轻松安全、乐趣
十足。

勃朗特到邦迪海岬漫步
如果不到市中心附近的 
著名邦迪海滩游览，就不
能称之为一次完整的悉尼
之旅。 

从勃朗特出发，沿悉尼海
岸线漫步到邦迪步道， 
饱览海滩、公园和原住民
雕刻艺术交织而成的迷人
景致。 

接着参观冲浪救生博物
馆，倾听邦迪海滩救生员
英勇救人的事迹。 

邦迪海滩永不关闭——即
便在寒冬腊月，仍有勇敢
的冲浪者和游泳者来到 
这里。 

最后，从海滨地区众多的
室外咖啡馆挑一处歇脚，
享用茶点，让整个漫步之
旅尽善尽美。 

了解我们的历史传承
在导游陪伴下步行观览 
美丽的皇家植物园。园中
植物种类繁多，拥有众多
悉尼原产、适合食用和药
用的植物、种子和根茎。 

了解悉尼原住民如何采用
山龙眼和经过烘烤的摩顿
湾板栗种子制作蜂蜜饮
料，及如何使用博尔瓦拉
树皮制作鱼线。

您将有机会体验传统舞
蹈、音乐和手工艺品，甚
至品尝原住民美食，感受
数千年前定居于此的悉尼
地区原住民（卡地哥人）
深厚的历史和文化。

在悉尼海港乘坐 
喷气式游艇
体验乘坐喷气式游艇环游
悉尼海港的刺激体验。 

这项活动必将令您心跳加
速，驾驶员将表演大幅摆
尾行驶、旋转和精彩的大
力刹车停靠方式等令人窒
息的驾驶技术。 

您将从内港平静的水域出
发，驶进东郊华丽的海滨
豪宅区——悉尼富贾名流
的居住区。 

穿过悉尼海港大桥下方，
经过悉尼歌剧院、丹尼森
堡、月神公园和总理官邸
基里比利大厦，悉尼美景
尽收眼底。

悉 尼 的 团 队 建 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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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叹的自然之美、温和的气候、著名的 
海滩、高耸的标志性建筑和充沛而富有感染力 
的活力让悉尼成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
由《经济学人》杂志排名

攀爬悉尼海港大桥
真正永生难忘的体验！
您的团队将登上 134 米
矗立在海港的世界最高钢
拱桥。 

随着专业攀登引导员的带
领，走入这座悉尼人昵称
称为“大衣架”的工程奇
迹的中心，您既能了解到
大桥悠久的历史，还能与
团队合影留恋。 

登顶的过程必会让您难
忘。享受站在桥顶以全新
的视角观赏悉尼全貌的超
级体验！ 

您可选择不同时段攀桥，
因为日出和日落之时的景
色各有不同。您可与团队
共同登上大桥，开启精彩
的一天，或为一天的活动
画上壮美的句号。

VIP 体验——赛马嘉年华
 
悉尼得天独厚，在悉尼中心商务区附近拥有两处世界
驰名的赛马场。东边有皇家兰域赛马场，西边有玫瑰
山花园赛马场。每年的春秋嘉年华，这两处赛马场及
活动中心将绽放活力，为所有游客奉上美妙时光。 

在专享招待区感受赛马嘉年华，以魅力十足、精彩 
绝伦的悉尼团队活动日让参会代表为之赞叹。 

您的客人将：

·享用由一流专业服务员奉上的香槟美酒和美味 
餐点
·感受宝马良驹在数千名赛马迷面前风驰电掣， 
摘取桂冠的激动与兴奋
·在赛道旁的绝佳观赏点欣赏各项赛程时，或许 
会遇见澳大利亚最炙手可热的名流人士
 
您还可以考虑给每名团队成员分配少许现金参加博
彩，然后将所有人赢得的奖金放到一起，捐赠给他们
选择的慈善机构，以此培养团队精神。鼓励团队协
作，共同商讨选择正确的赛马，让他们从中体会到赢
得大奖的兴奋，同时也能为慈善事业出一份力量！

乘坐水上飞机 
从水上飞机鸟瞰悉尼
从高空中俯瞰悉尼美景的
体验无与伦比。参加这一
奇妙的水上飞机之旅， 
从风景如画的玫瑰湾出
发，看悉尼美景如画卷般
在眼前展开。 

您将乘坐全新翻修的水上
飞机，缓缓离开港口， 
经过海上耸立的砂岩峭
壁，向东前往邦迪海滩。
抵达目的地后，您将在海
上盘旋，俯瞰下方的冲浪
者冲上下一波海浪。 

在返回玫瑰湾的途中， 
飞机将攀升到 1,000 英尺
高空，带您一一掠过这座
城市世界闻名的标志性建
筑，城市全景一览无遗，
随后，飞机将缓缓下降，
返回海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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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史蒂芬斯港当海盗、夺财宝

召集您的团队，体验当海盗争夺财
宝的刺激！

活动将从 Moonshadow-TQC 
Cruises的船上展开。您的团队将
发挥创意，利用简单的材料，自行
设计各自的海盗主题，包括头巾打
扮、海盗旗帜，甚至是海盗船长的
鹦鹉！游船将把各组团队载送到私
人海滩进行各种竞技活动，以赢取
开启宝箱的钥匙。前往沙滩途中有
简单的午餐供应，团员们不仅能边
玩游戏，边欣赏史蒂芬斯港美丽的
景色，还大有机会看到活泼的海豚
在船边戏水！

悉 尼 的 团 队 建 设 活 动
悉尼得天独厚的大自然和悠闲的环境
非常适合举行各种各样的团队建设活
动。 

要想了解这座海港城市最新的团队 
建设方案，悉尼会奖局可以称得上是
这一领域的专家。下面是我们极力推
荐的一些方案。 

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组成冠军团队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是 2000 年奥
运会的举办场地，安排一天时间到
这里游历必然能为团队带来挑战、
启迪和激励的感受。从骑车游览当
地花园到射箭、游泳、音乐会、大
型体育赛事和年度文化盛事，这里
总是有能让您的团队共同参与的活
动。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设有 25 种团队
建设活动。活动种类繁多，室内和
室外活动一应俱全，包括趣味问答
晚会、空中飞人课程、为慈善机构
制作自行车、制作自己的电视广告
和开展极速前进活动。 

您可在公园中开辟自己的竞技场，
结合不同的项目，举办您独特并充
满趣味奥运会！

参加悉尼海港帆船赛
悉尼因拥有全球最优美的海港之一
而闻名。奢华豪宅、现代摩天大厦
和繁茂林地点缀在海滨沿岸，在其
蔚蓝的水域中观览悉尼的标志特色
更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您的团队将体验刺激的帆船赛——
让他们齐心协力驾驭帆船取得胜
利，是点燃团队竞争精神的完美活
动！ 

参加者无需航海经验，船上将有专
业指导人员提供协助，监督航行中
的每一步行动。

在比赛期间，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
船长，驾驭帆船超越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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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猎人谷当品酒师，混酿独特的红
葡萄酒

猎人谷是品酒胜地，但您的团员们
还可以更进一步，过一过当品酒师
的瘾，混酿属于自己的独特红酒。

此项活动将挑战您团队的合作精
神、组织和营销能力，因为他们必
须共同决定最终的混酿比例，而且
还得设计葡萄酒的品牌标签和制定
营销策略，以争取现场的评判们的
青睐。整个活动轻松有趣，您可安
排团员们先参观酒庄，吸收基本的
酿酒知识。酒庄也可安排简单的茶
点，包括本土的芝士、脆饼等等，
让您的团员们愉快度过一个充满益
知性和乐趣的上午。

参加海鲜烹饪课程 
悉尼海鲜学院无疑是澳大利亚最好
的海鲜烹饪学校，也是开展乐趣十
足的团队建设活动，及享用美食的
绝佳去处。 

这所学校位于悉尼鱼市场，是南半
球渔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地道渔民交
易市场。从经销的海鲜种类角度来
看，该市场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
二，仅次于日本，因此是悉尼广受
当地人和游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 

悉尼海鲜学院坐落在布莱克沃特尔
湾的海岸上，提供乐趣十足的实践
课程，学员可学习到海鲜烹饪和处
理的各种方法。您的团队将有机会
亲自下厨，并在下课后享用自己的
成品！

在“原住民艺术——我的故事”中
发现深藏于您心中的创造天赋
原住民艺术充满了传说、符号象征
和深切含义。尽管没有书面记录，
但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故
事延绵不断，代代相传。 

“原住民艺术——我的故事”是一
项企业计划，参与者将有机会通过
艺术来创作和记录属于自己的故
事。

这项计划与以往的团队建设体验不
同，在专业的原住民艺术家辅助
下，对文化、故事讲述、内涵和发
现的探究之旅。这段艺术和创意之
旅将引领我们探索个人生活中有的
意义，真正了解我们究竟希望成为
怎样的人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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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是个美丽的海港城市，无论何处都
能找到令迷人的标志性景色，让您的团
队留下极具意义的回忆。以下是我们推
荐的部分拍摄地点。* 

*一些地点在进行拍摄前必须申请许可及付费。请联系
我们的业务发展代表了解详情。

悉尼歌剧院前院

悉尼海港大桥

Man O'War Jetty，皇家植物园

月神公园

在游船上

集 体 照 拍 摄 地 点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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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et Steps，皇家植物园

Bennelong草坪，皇家植物园 

圣玛丽大教堂，海德公园

McMahon's Point，北悉尼



悉尼是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目
前正如火如荼进行基础设施开发
工程，在未来数年间不断改造这
座海港城市，缔造更多崭新的活
动场地、酒店和餐饮地点，为现
有的顶级设施锦上添花。   
 
悉尼有众多一站式活动场地可供
选择，能够迎合您的奖励旅游计
划中的各个需求，包括会议、
培训、住宿和盛大晚宴等等。此
外，您还可以混合搭配使用多种
活动场地，体验悉尼多元化的优
质酒店、餐厅和活动场地。

悉尼是一座洋溢着大都会气息的城市。它
充满生机，拥有多元文化，并设有众多专
用场地。每个场地都独具特色，吸引着国
内和国际游客纷沓而至。

多样活动场地

舵统会所 
琼斯湾码头

悉尼市政厅

常春藤会所

20 



其他人
只是来
参观悉尼，
您却可将它
变成您的主场

单击下载 
详细的活动场地资料

悉尼 
歌剧院

澳大利亚 
赛马俱乐部

星港城 
活动中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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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
容量：350人宴会
位置：达令港

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独特的主题环境及美丽的水滨景色必将为您带来
令人难忘的体验。博物馆拥有11个大小不同的场地，可容纳12人的私人晚
宴到350人的宴会。

www.anmm.gov.au/venues

22      

多 样 活 动 场 地

注：文中所述容量为最
大容量。所有活动场地
均设有更私密的空间，
适合较小的团队或私人
会议使用。 

悉尼歌剧院北长廊
容量：650 人宴会 
位置：环形码头

想象一下，在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国宝级建筑物中举办您的晚宴，必将成
为难忘的体验。音乐厅北长廊可观赏悉尼海港的怡人美景，为盛大晚宴铺
就如诗如画的背景环境。 

音乐厅本身能容纳近2,700名观众，除了观赏音乐演奏，也是举办大型会
议的特别场地。 

www.sydneyopera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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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令港悉尼诺富特酒店 
容量：宴会式140人 宴会 
位置：达令港

达令港悉尼诺富特酒店享有壮观的
达令港和城市天际线美景。酒店位
置便捷，靠近城市中心、中国城和
达令港景点。 

酒店的会议设施包括多个大小型会
议室和多功能厅，可举办140人的
晚宴。 

www.novotel.com

悉尼市政厅
容量：800人宴会
位置：市中心

悉尼地标式建筑悉尼市政厅建于
1868至1890年间，建筑规模宏
大，风格奢华，是维多利亚时期建
筑的华丽典型。

为纪念澳大利亚成立一百周年而
建，于1889年完成的百年厅气势雄
伟，功能多样，可举办各类大型宴
会。厅内有一架25米高、8000支
风管组成的大管风琴，还有华丽的
吊灯与精致的彩色玻璃窗，座椅舒
适，最多可容纳800人晚宴。

紧邻的前厅 (Vestibule) 可用于进
行登记或餐前酒饮等活动，环境优
雅，最多可容纳200人。

百年厅还有一架法奇奥里大钢琴可
租用，厅内配备最新视听设备。

www.sydneytownhall.com.

星港演艺中心
容量：960人宴会
位置：达令港

星港演艺中心是悉尼顶级的演艺与
娱乐中心，坐落在悉尼壮丽的海港
边，在此举办任何活动或机会皆能
带给大家带来无上的惊喜。中心提
供先进的技术与制作设备，其无柱
式结构场地面适合举办960宾客。
中心也设有悉尼唯一的一家赌场及
三家豪华服务公寓及酒店。

www.star.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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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样 活 动 场 地

注意：文中所述容量为
最大容量。所有活动场
地均设有更私密的空
间，适合较小的团队或
私人会议使用。 

24 

云水廊 (L'Aqua)
容量：300人宴会 
位置：达令港

在考克湾码头天台上的云水廊享受金牌品质的服务。云水廊设有两处私密
活动区，金碧厅和清粼厅，配有落地大窗，可欣赏达令港全景、享受充沛
自然光线。

两间活动厅均提供私人阳台，客人可以在阳台上观赏水景，同时品尝澳大
利亚创意美食和多种配餐美酒。活动场地全部采用空调控温，配有最先进
的视听设备和自动熄灯设施。

www.docksidegroup.com.au

塔龙加中心
容量：250人宴会 
位置：北悉尼

通过塔龙加动物园中绝佳的植物景观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奇妙野生动物给您
的客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动物园位置得天独厚，在此可以观赏悉尼海
港和城市天际线的壮观美景，是一处非常理想的活动地点，从环形码头搭
乘摆渡船 12 分钟即可到达。

塔龙加中心的两处活动场地港景露台和港景宴会厅是中小型盛大晚宴的理
想举办地点。两处活动场地位于同一建筑物内的不同楼层，均可欣赏悉尼
海港 180 度全貌，室内配有落地大窗、私人阳台、私人酒吧和便利设施，
外加内部音响系统和无线互联网。港景宴会厅还有宽敞的入口，场地中三
分之一的部分可以单独分区。 

www.tarongacentre.com.au



悉尼洲际酒店
容量：300人宴会 
位置：市中心

悉尼洲际酒店位于一幢经过精心修复的文化遗产建筑物内，可俯瞰 
悉尼海港美景，拥有与其国际酒店集团的声誉相符的奢华环境和卓越
服务。该酒店设有 15 间会议室，拥有充沛的自然光线、专业的现场 
视听团队和两个专门的视频会议与广播工作室。

www.interconsydney.com.au

悉尼海港万豪酒店 
容量：220 人宴会 
位置：环形码头

全新翻修的悉尼海港万豪酒店是一
家无比奢华的酒店，坐落在全球最
美的地点之一，可俯瞰海港大桥和
歌剧院美景。 

这里配有丰富的活动设施，设有  
18 间采用先进设备的会议室和一处
设施完善的商务中心。

www.marriott.com.au

Clearview玻璃船游船
容量：240人宴会 
位置：皮尔蒙特

登上悉尼最新的豪华机动船
Clearview玻璃船游轮，享受
一天别具特色的海港度假时
光。Clearview的构造设计将带您领
略富贾名流的生活方式，为您提供
难忘的乘船体验。 

通过落地大窗观赏悉尼天际线和滨
水区地标，或者到高层甲板上享受
阳光。尽情享用 Clearview 广受好
评的菜单，美食餐点均采用应季新
鲜食材精心烹制而成，更有精选美
酒供您佐餐。

www.australiancruisegroup.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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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斯酒店
容量：270人宴会 
位置：市中心

奢华的格雷斯酒店被公认为悉尼最优
雅的新哥特式建筑物之一。这间酒店
于 20 世纪 20 年代由格雷斯兄弟公司
建造，目的是展现他们成功的零售业
务。如今这座名列文化遗产的酒店已
恢复往日荣光，在悉尼中心地段为各
界来宾提供温馨宜人的入住环境。酒
店的 16 间活动厅拥有迷人的艺术装
饰氛围和充足的自然光线。

www.gracehotel.com.au

悉尼凯悦酒店
容量：800人宴会
位置：达令港

悉尼凯悦酒店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酒
店，俯瞰达令港，为宾客提供各类丰
富的活动场地选择。

酒店拥有892间客房有，以及20个
现代化的活动场地，包括两间可容纳
800人举办宴会或1100人进行会议的
宴会厅。所有场地皆设有最先进的全
套视听设备。

www.regency.hya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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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 (MCA)
容量：300人宴会 
位置：岩石区

MCA 是悉尼的时尚艺廊，坐落在 
悉尼环形码头，是举办经典悉尼式
活动的完美地点。 

MCA 设有四个极为卓越的活动场
地，包括久负盛名的 MCA 基金会
大厅，其中设有三个屋顶场地， 
海港厅、码头厅和雕塑天台。 

www.mca.com.au

多 样 活 动 场 地

注：文中所述容量为最
大容量。所有活动场地
均设有更私密的空间，
适合较小的团队或私人
会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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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园舵统会所
容量：500人宴会 
位置：海德公园

舵统会所的活动场地面对悉尼中心
的海德公园。这处场地设有许多私
人包房，不同楼层空间的配置各有
不同，可以容纳 40 到 650 人不
等。其宴会厅设计风格时尚，空间
宽敞，可举办 500 人宴会。

www.doltonehouse.com.au

澳大利亚博物馆
容量：160人宴会 
位置：东悉尼

澳大利亚博物馆拥有悉尼标志性的砂岩结构以及世界一流的
独家藏品，是举办令人难忘的活动的完美场地。该博物馆专
注于推广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趣味，馆中拥有令人赞叹不已的
展品，包括著名的抹香鲸骨架，宾客在这种环境下必将获得
终生难忘的活动体验。

www.australianmuseum.net.au



悉尼秀舫
容量：400人宴会 
位置：国王街码头

在真正的桨轮驱动轮船上举办一场盛大晚宴，以最令人难忘的方式欢
迎您的参会代表来到悉尼，或者庆祝奖励旅游计划完美闭幕。这是悉
尼的终极户外体验之旅，您的宾客们将犹如时光倒流，回到 19 世纪
初熙攘的悉尼海港水域。

身着鲜艳服装的舞蹈队伍将为您的客人奉上世界一流的精彩表演， 
例如康康舞、胜利之歌和活力热舞。您还可安排其他娱乐选项， 
从马戏表演一直到博彩游戏任您选择。 

www.sydneyshowboat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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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藤会所
容量：400人宴会 
位置：环形码头

常春藤会所拥有无与伦比的好莱坞式大型活动场地，拥有不同风格的活动
厅。巨型吊灯悬垂上方，顺着华丽的台阶步入斑马纹的精致地毯，即可进
入自然光线充足的常春藤厅，是举办盛大晚宴的理想地点。 

若要举办更为私密的盛大活动，不妨考虑阳光厅，这里设计高雅、装饰精
美，植物印花、竹子和柳藤家具以及落地大窗形成清新的阳光感受。 

若想感受 20 世纪 50 年代好莱坞棕榈泉度假风活动场地的魅力，可以 
预订别具一格的常春藤泳池俱乐部。

www.merivale.com.au

皇家兰德威克宴会厅
容量：700人宴会 
位置：东悉尼

皇家兰德威克的宴会厅突破传统的
固定大面积空间，为其场地注入灵
活性，整个场地可利用移动式墙壁
分成五个独立的超大活动场地，每
一个都可以承办多种类型的活动，
无论是宴席式晚宴还是鸡尾酒会。
巨大的落地窗提供了观赏终点直道
和赛道旁的胜利柱的绝佳视角。位
于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大看台的后方
两个露天阳台更是可以直接观赏到
马匹亮相圈和城市轮廓线的景致。

www.australianturfclub.com.au

澳大利亚博物馆
容量：160人宴会 
位置：东悉尼

澳大利亚博物馆拥有悉尼标志性的砂岩结构以及世界一流的
独家藏品，是举办令人难忘的活动的完美场地。该博物馆专
注于推广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趣味，馆中拥有令人赞叹不已的
展品，包括著名的抹香鲸骨架，宾客在这种环境下必将获得
终生难忘的活动体验。

www.australianmuseum.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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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样 活 动 场 地

注意：文中所述容量为
最大容量。所有活动场
地均设有更私密的空
间，适合较小的团队或
私人会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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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香格里拉酒店
容量：550 人宴会 
位置：岩石区

悉尼香格里拉酒店地处历史悠久的
岩石区中心地段，坐拥悉尼海港大
桥和歌剧院迷人美景。 

香格里拉酒店是澳大利亚设施最精
良的视频会议场地，设有 18 个会
议室，配备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包
括无线和宽带网络、ISDN、卫星连
接设备和现场活动承办公司。

近期经过翻修的大宴会厅天花板上
装有 4 个华丽的水晶吊灯，吊灯上
有一系列椭圆形凹槽，每个凹槽中
均嵌有超过 2,000 个发光水晶柱，
采用雪花石膏手工精制而成。

www.shangri-la.com

月神公园水晶宫宴会厅
容量：648 人宴会 
位置：琼斯湾

高贵宽敞的水晶宫宴会厅拥有辽阔的悉尼海港、悉尼海
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的壮观景色。宴会厅采光充足，设
有先进的视听设备，内装结合了现代和传统设计，适宜
举办人数多达648人的晚宴。此外，厅外还有宽15公
尺的露台，适合举办餐前酒会。

在宴会厅外还有两块150米长的甲板供宾客一览悉尼海
港、歌剧院、市区和海港大桥壮美的景色，甚至观赏烟
花表演。甲板周围环境如田园诗般美丽，是宾客餐前小
饮的理想之地。

www.lunaparkvenues.com



悉尼希尔顿酒店
容量：700 人宴会 
位置：市中心

悉尼希尔顿酒店位于城市中心地
段，与维多利亚女王大厦隔街相
望。该酒店配有灵活的活动空间，
最多可容纳 3,000 名参会代表。

悉尼希尔顿酒店的多功能设施 
包括配有 1,200 个座位的大宴会
厅、100 个展位的多用途展览场
地、11 个活动厅、13 个小会议室
和 1 个大会议室，各分布在酒店的 
4 个楼层中。

www.hiltonsydney.com.au

悉尼威斯汀酒店
容量：1,000 人宴会 
位置：马丁广场

悉尼威斯汀酒店将历史悠久的邮政 
总局 (GPO) 与现代化的 31 层塔楼完
美融合，地处悉尼核心地段，周围林
立着一流的设计师商店、餐厅和 
景点。

威斯汀酒店设有 6 间小型会议室、 
1 间大型会议室和 2 间宴会厅。 
大宴会厅是悉尼最大的无柱酒店 
宴会厅，而复古宴会厅则展现了早期
邮政总局的典雅风格。

www.westinsydney.com

喜来登公园酒店
容量：550 人宴会 
位置：海德公园

喜来登公园是悉尼最大的会议酒店之一，与处于城市中心地段、绿树成荫
的海德公园隔街相望。喜来登公园拥有 18 间会议室，无柱大宴会厅可承办 
550 人的盛大宴会。

喜来登公园还设有专用行政会议中心，适合承办 VIP 聚会或私密会议。酒店
中设有一个专用楼层，拥有多间设计新颖的会议室和灵活的会议空间，此外
还有一个适合作为扩展区或举办各种活动的户外区域，以及专门的行政会议
礼宾部门。

www.sheratonontheparksydney.com  29

舵统会所琼斯湾码头
容量：580 人宴会 
位置：琼斯湾

舵统会所琼斯湾码头拥有优美的 
室内和室外环境，周边海港大桥、
城市天际线和达令港地区美景环
绕，拥有大型室外娱乐阳台。 

在晚餐之前，客人可以到户外的甲
板上观赏迷人的海港景致，享用餐
前饮品和可口小点，然后前往曾接
待过澳大利亚总理、各国元首和皇
室成员的传统活动空间，享用知名
厨师精心烹制的晚餐。

www.doltonehouse.com.au

 库克船长游船
容量：650人宴会鸡

来世界文明的港口乘坐游船出游不
失为欢迎国际宾客到悉尼一游的完
美方式。库克船长游轮著名的餐厅 
MV悉尼2000 可独家租用，在其间
举办活动最多可容纳700位宾客。
另外船上还有三处专用就餐甲板供
您选择。每个甲板都为一层独立运
营的餐厅，各自都配有巡航娱乐总
监、厨房、鸡尾酒酒吧、舞池及娱
乐设施，提供一流服务。
每层甲板的全景窗将海港如明信片
般美景展现无遗，每层还有遮蔽式
室外区域，其中包含360度敞开式
星空甲板。
在甲板上，宾客可一边享用点餐，
一边欣赏精选的娱乐节目，节目包
括城市游览解说、DJ 音乐、卡拉 
OK 、魔术表演，加勒比发烧音乐秀
与歌剧表演等，一应俱全。每层甲
板都有一个不同的娱乐主题供选，
让游船之夜无比难忘而有趣。
库克船长游轮还有12艘不同大小的
游轮供私人晚宴出航租用，最多可
容纳700位宾客。
www.captaincook.com.au

索菲特悉尼达令港大酒店
容量：450 人宴会 
位置：达令港

该酒店仅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旁边，步行不
到五分钟。它拥有九个多功能会议空间，
包括一个可容纳450人的宴会厅。您可在
Atelier by Sofitel 优雅的环境中享用法式
美食。此外，该酒店还有一个时尚的香槟
吧，适合访客进行各种正式或随意的交流活
动。您也可以选择在露天泳池旁的酒吧惬意
享受鸡尾酒的同时，欣赏悉尼城市景观。

www.sofitel.com



悉尼拥有 36,782 间酒店/汽车旅馆 
客房和酒店式公寓，其中大约一半位
于市中心，搭乘短途出租车甚至步行
即可到达各主要活动场所和观光胜
地。大多数国际知名酒店集团均在 
悉尼设有分店，我们的四星级和五星
级酒店在全球首屈一指。

在Condé Nast 
Traveller's （康泰纳什旅游
者杂志）读者所投选 2016 
年全球20个最佳城市名单
中，悉尼再次名列其中

悉尼及其美丽的环境提供了丰富的下榻选择，能够
迎合各种风格和预算要求。无论您要寻找五星级 
豪华套房、时尚宽敞的酒店式公寓、精品酒店还是
经济实惠的大学宿舍，悉尼总能满足您的需求。 

住宿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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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汽车旅馆和 
酒店式公寓

 32家 

5星级酒店

36,782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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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瑞大学
市中心以北– 15km

西悉尼大学 
市中心以西e – 50km

新南威尔士大学 
市中心以南 – 7km

酒店 星级 客房总数
1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诺富特酒店 4 177
2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铂尔曼酒店 5 212
3 悉尼宜必思奥林匹克公园店 3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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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酒店、汽车旅馆和酒店式公
寓客房数量

3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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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s 
6 hotels 
2,002 total rooms

LEGEND

Hotels

Ferry Route

Train Station

Light Rail Station

Cultural ‘Ribbon’

N

*商业活动悉尼战略伙伴和会员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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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钟 
6家酒店共2,002
间客房

15 分钟 
18家酒店共5,465
间客房

20 分钟 
28家酒店共8,383
间客房

30 分钟 
36家酒店共
11,597间客房

步行路程内到达悉尼国际会展中心（悉尼ICC）的酒店/酒店房间数*

*悉尼会议奖励旅游局战略伙伴和会员酒店

悉 尼 酒 店 地 图

*星港城会议中心内的酒店

编号 酒店 星级 客房总数
步行至悉尼
ICC时间

1 悉尼阿莫拉吉姆森酒店 5 415 22 分钟
2 悉尼弗雷泽套房 5 201 11 分钟
3 悉尼希尔顿酒店 5 579 13 分钟

4 悉尼洲际酒店 5 509 30 分钟
5 悉尼柏悦酒店 5 155 37 分钟
6 悉尼铂瑞酒店 5 172 16 分钟
7 悉尼码头套房大酒店 5 68 34 分钟
8 悉尼海德公园铂尔曼酒店 5 241 18 分钟
9 悉尼西码头套房酒店 5 108 26 分钟

10 悉尼雷迪森广场酒店 5 362 24 分钟
11 悉尼香格里拉大酒店 5 563 26 分钟

12 喜来登公园酒店 5 557 17 分钟
13 索菲特达令港酒店 5 590 1 分钟

14 索菲特温特沃斯酒店 5 436 25 分钟
15 悉尼港万豪酒店 5 550 28 分钟
16 星辰之塔* 5 480 9 分钟
17 星港城达令酒店* 5 171 9 分钟

18 悉尼威斯汀酒店 5 416 20 分钟
19 阿迪纳公寓酒店 4.5 144 12 分钟
20 悉尼港畔阿迪纳公寓酒店 4.5 114 13 分钟
21 悉尼凯悦酒店 4.5 930 12 分钟
22 诺富特罗克福德达令港酒店 4.5 230 9 分钟
23 诺富特悉尼中心酒店 4.5 255 14 分钟
24 达令港悉尼诺富特酒店 4.5 525 4 分钟
25 达令港宾乐雅酒店 4.5 340 8 分钟
26 悉尼码头一号酒店 4.5 160 36 分钟
27 雷迪森酒店和悉尼套房 4.5 102 11 分钟
28 格雷斯酒店 4.5 382 15 分钟
29 悉尼韦伯酒店 4.5 190 18 分钟
30 达令港假日酒店 4 360 11 分钟
31 悉尼波茨角假日酒店 4 285 31 分钟
32 悉尼美居酒店 4 517 16 分钟
33 谭可流酒店 4 280 20 分钟
34 亚龙克龙比学生宿舍 40 38 分钟
35 悉尼湾景大道国际酒店 4 271 25 分钟
36 悉尼旅客之家温耶德酒店 4 279 22 分钟
37 宜必思悉尼达令港酒店 3.5 256 5 分钟
38 悉尼旅客之家酒店 3.5 220 17 分钟

39 中央车站酒店 3 114 19 分钟
40 宜必思悉尼国王街码头酒店 3 91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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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海滩 
市中心以东 7km

曼利 
市中心以北 17km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市中心以西 15km

悉尼诺福特布莱顿海滩酒店
市中心以南 16.5km

库吉海滩皇冠假日酒店  
市中心以东南 8km

悉尼曼利太平洋诺富特酒店 
市中心以北 15km

悉尼双湾洲际酒店 
市中心以东6km

悉尼机场美居酒店
市中心以南 11km

铂尔曼悉尼机场酒店
市中心以南 8km

诺福特悉尼帕拉马塔酒店   
市中心以西 24.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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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地 点

索菲特悉尼温特沃什酒店
★ ★ ★ ★ ★
客房数量：436 间 
位置：市中心

这间豪华酒店位置得天独
厚，可让参会代表感受悉
尼的所有精华体验。酒店
距离悉尼海港大桥、岩石
区和皇家植物园等悉尼热
门景点以及这座城市的主
要购物区仅举步之遥。

作为一座标志性建筑， 
索菲特悉尼温特沃什酒店
既有现代化的设施设备，
同时还兼具历史韵味和丰
富特色。所有客房均可观
赏宜人风光，大多数客房
都能俯瞰中央花园庭院。
客人可以在店内餐厅享用
融合法式烹饪灵感的精致
美食，还可体验健康俱乐
部、日间水疗和购物商场
等活动。 

www.sofitel.com

阿莫拉吉姆森酒店 
★ ★ ★ ★ ★ 
客房数量： 415间
位置：达令港

酒店位于悉尼市中心，毗
邻温亚德火车站，步行即
可抵达诸如悉尼海港大桥
和悉尼岩石区等标志性地
区。其客房看到悉尼海港
或达令港的美丽景致，以
及悉尼的都市风景。

该酒店的会议设施包括三
个主活动室，其中两个可
以分隔成更小的房间，所
有房间均有充足的自然光
照。宽敞开阔的怀特利无
立柱宴会厅可按照容纳
370人的剧院式布局，也
可用于举办可容纳280人
的筵席。小一些的活动室
最多可容纳40（宴会排座
方式）或45人（课堂排座
方式）。
www.sydney.amorahotels.
com

索菲特悉尼达令港大酒店 
★ ★ ★ ★ ★
客房数量： 590间
位置：达令港

索菲特悉尼达令港大酒店
的开业为悉尼市中心增添
了590间豪华住宿。新酒
店设计结合了索菲特法式
风格及达令港元素，毗邻
崭新的悉尼国际会议中
心，楼高35层。此外，它
也设有适合举办450人晚
宴的宴会厅、三间高级酒
吧、一家餐厅、户外泳池
等设施。

www.sofi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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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香格里拉酒店
★ ★ ★ ★ ★
客房数量：563 间 
位置：岩石区

悉尼香格里拉酒店坐拥悉
尼海港大桥和歌剧院迷人
美景，将热情好客的香格
里拉待客之道引入历史悠
久的岩石区。 

店内共有 563 间豪华客房
和 8 间豪华套房，均为城
市内同等级中最宽敞的客
房。在酒店中可饱览令人
屏息的海港景致；曾有众
多国家元首、一线艺人和
皇室成员在此下榻。

www.shangri-la.com/sydney

悉尼洲际酒店
★ ★ ★ ★ ★
客房数量：509 间 
位置：环形码头

悉尼洲际酒店位于美丽的
悉尼海港边缘处一幢经过
精心修复的文化遗产建筑
物内，一直以来都是悉尼
生机勃勃的海港生活方式
的标志。 

509 间现代客房和套房可
观赏美丽的悉尼景观，房
内配有高速互联网和宽敞
的工作区。升级到俱乐部
客房的宾客可以使用纯私
密的顶楼酒廊休息室，您
可以在环形回廊欣赏悉尼
海港全景。

www.interconsydney.com.au

悉尼希尔顿酒店
★ ★ ★ ★ ★
客房数量：579 间 
位置：市中心

悉尼希尔顿酒店与维多利
亚女王大厦隔街相望， 
它是这座城市内一流的活
动场所之一，宾客可享受
精致美食、醇香美酒和舒
适无比的入住环境。

悉尼希尔顿酒店共有 579 
间客房和套房，全部可观
赏城市美景。套房提供单
独的睡眠区、沐浴区和休
息区，行政客房或套房的
客人还可以使用行政 
酒廊。 

www.hiltonsydney.com.au

悉尼凯悦酒店 
★ ★ ★ ★ ★
客房数量： 892间
位置：达令港

悉尼达凯悦酒店是澳大利
亚最大的酒店之一，拥有
892间客房。其地理位置
优越，紧邻悉尼各大标志
性景点和主要娱乐区。

酒店提供设施先进，每间
房皆设有宽敞的书桌、高
速无线网络、舒适的睡床
和迷你酒吧，并拥有悉尼
城市或达令港的壮观景
色。此外， 该酒店也提供
多个可灵活应用的活动场
地，包括两个各别可容纳
800人宴席的宴会厅。两
个宴会厅 皆采用落地窗设
计，采光充足，并面向达
令港，为各种活动提供了
最佳的自然布景。

sydney.regency.hya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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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威斯汀酒店
★ ★ ★ ★ ★
客房数量：416 间 
位置：环形码头

悉尼威斯汀酒店将悉尼历
史悠久的邮政总局 (GPO) 
与现代化的 31 层塔楼完
美融合，地处悉尼核心地
段，周围林立着一流的设
计师商店、餐厅和景点。

酒店设施齐全，包括供应
现代澳大利亚/地中海风
格美食的马赛克餐厅、健
康俱乐部、安多塔水疗中
心、佩里埃利斯美发店、
独家时尚零售店和 GPO 
餐厅及酒吧。 

威斯汀酒店的公共区和功
能区均覆盖无线互联网。

www.westinsydney.com

星港城达令酒店
★ ★ ★ ★ ★
客房数量：171 间 
位置：皮尔蒙特

达令星港城酒店是悉尼 
最新的 5 星级酒店，在 
亚太地区国际酒店奖中 
荣获 2012 年最佳新酒店
建设和设计奖。 

该酒店拥有 171 间客房，
以及一处包含 16 个房间
的日间水疗中心和室外游
泳池。标准房、三种套房
或五种可全景欣赏城市风
光的顶层阁楼任您选择。
客房和套房的设计令人倍
感温馨舒适，从 Molton 
Brown 品牌的洗护用品到
时髦的装潢以及定制化的
床垫和枕头选单，每一个
细节均透出细心的考量。

www.star.com.au

悉尼海港万豪酒店
★ ★ ★ ★ ★
客房数量：518 间 
位置：环形码头

全新翻修的悉尼海港万豪
酒店位于环形码头中心，
这间豪华酒店坐拥全球 
最美的地点之一。 

悉尼海港万豪酒店的 
超级海鲜自助餐闻名遐
迩，除自助餐外，Icons 
Brasserie 餐厅还提供点
菜服务。客人可以到华丽
的大厅酒廊中享用鸡尾酒
和咖啡，4 楼的健康俱乐
部则提供都市养生服务，
包括室内游泳池、水疗和
桑拿。

www.marriott.com.au

喜来登公园酒店
★ ★ ★ ★ ★
客房数量：557 间 
位置：海德公园

喜来登公园酒店位于悉尼
中心地段，面朝悉尼中央
海港和绿树成荫的城市绿
洲海德公园。 

参会代表只需步行 5 分钟
即可到达中央购物区， 
也可在酒店内享受各种 
娱乐休闲活动，包括购
物、游泳和水疗护理， 
还可前往画廊茶室， 
在悠然惬意的环境中享用
时尚悉尼下午茶。

www.sheratononthe 

parksyd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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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令港悉尼诺富特酒店
★ ★ ★ ★
客房数量：525 间 
位置：达令港

在达令港悉尼诺富特酒店
观赏壮观的达令港和城市
天际线美景。酒店位置便
捷，靠近城市中心、中国
城和达令港景点，拥有 
525 间宽敞的客房（包括 
6 间两层式阁楼套房），是
举办会议和奖励旅游团队
的理想入住地点。 

达令港悉尼诺富特酒店
提供丰富多样的设施和
服务，包括两间酒店酒
吧、Dish 餐厅出色的国
际美食、健身中心、游泳
池和全尺寸带照明的网球
场。 

www.novotel.com

格雷斯酒店
★ ★ ★ ★ ★
客房数量：382 间 
位置：市中心

奢华的格雷斯酒店是悉尼
公认最优雅的新哥特式建
筑物之一。这间酒店于 20 
世纪 20 年代由格雷斯兄
弟公司建造，目的是展现
他们成功的零售业务，如
今这座名列文化遗产的酒
店已恢复往日荣光，在悉
尼中心地段为各界来宾提
供温馨宜人的入住环境。

格雷斯酒店中 382 间宽
敞、典雅的客房配备全套
舒适设施，为您带来宾至
如归的感受。

www.gracehotel.com.au

悉尼达令港宾乐雅酒店 
★ ★ ★ ★ 
客房数量： 345间

位置：达令港

悉尼达令港宾乐雅酒店位
于达令港远海位置，仅需
步行数分钟便可到达悉尼
最负盛名的景点和观光
地。酒店内许多房间都能
观赏到达令港的美景以及
附近的地标建筑，比如科
克湾和国王街码头。

悉尼达令港宾乐雅酒
店拥有六间会议室，
可容纳6至250人不
等。Blackwattle 宴会厅
能够以宴会式容纳150名
宾客，或以课堂式接纳
135人，从与该宴会厅相
连的宽敞前厅区能够俯瞰
整个达令港。
www.parkroyalhotels.
com

悉尼达令广场诺富特酒店 
★ ★ ★ ★ 
客房数量： 230间

位置：达令港

达令港诺富特罗克福德酒
店坐落于充满活力的达令
港区，从酒店步行几分钟
即可来到达令港和唐人
街。

酒店共有230间宽敞的客
房，均配有无线网络，提
供24小时接待服务并拥
有一座室内恒温泳池和健
身房。

酒店提供的会议室拥有最
先进的视听设备，并配有
前厅功能区和良好的采光
环境，满足各种需求，让
人印象深刻。会议室最多
可以课堂式容纳84名宾
客，或以宴会式接待100
人。
www.nov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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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ney

Newcastle

Lake Macquarie

Port Stephens

Hunter Valley

Central Coast

Blue Mountains

Illawarra

Wollongong

Tasman Sea

蓝山 
—探索澳大利亚最有名
的 自然奇观之一

1.5 小时

猎人谷 
—体验该地区的精品美
酒和地方特产

2.5 小时

卧龙岗和伊拉瓦拉 
—如画美景之旅

1.5 小时

托布鲁克绵羊牧场 
—澳大利亚探险之旅

1 小时



Sydney

Newcastle

Lake Macquarie

Port Stephens

Hunter Valley

Central Coast

Blue Mountains

Illawarra

Wollongong

Tasman Sea

逃离城市喧嚣烦扰，前往新南威尔士郊
区进行一日游或两日游，让您的团队 
沉浸在地道的澳大利亚风情之中。

 
新南威尔士地区纵横 800,000 平方公
里，人口数量超过 250 万人。享受多样
的地理条件和气候，从北部湿润的沿海
环境、西部的半干旱沙漠气候到南部的
高山和绵羊养殖/小麦种植带，都各具 
特色。 
 
无论往哪个方向前行，您都可以在不同
地区接触当地的野生动物与风土人情，
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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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尼 周 边 景 点

史蒂芬斯港 
—碧水天堂

3 小时

中央海岸 
—两栖动物、骑乘和休闲

1.5 小时

参加悉尼和新南威尔士
地区的高尔夫球活动

杰维斯海湾 
—沉醉于海上仙境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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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尼 周 边 景 点
走出悉尼，我们的国家公园、山谷、洁
白的海岸和众多区域城镇均是一日游的
理想去处，只需乘坐汽车、火车或飞机
便能轻松抵达。

蓝山  
—探索澳大利亚最有名的
自然奇观之一

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蓝山
位于悉尼以西 90 分钟车
程处，它是澳大利亚最有
名的自然奇观之一。 
 
蓝山地区清新优美、活力
十足，占地超过一百万公
顷，生态环境多样，包括
雨林、峡谷、砂岩峭壁和
桉树山谷，山间碧色薄雾
袅袅，“蓝山”正是因此
而得名。 

观光地点包括游览富有传
奇色彩的三姐妹岩阵、 
参观回声角、乘坐空中缆
车或观光火车、在丛林中
徒步探索富有田园气息的
瀑布景观、到古色古香的
当地小镇购物并享用下午
茶。

猎人谷 
—品尝美酒和地方特产

猎人谷是澳大利亚最古老
的葡萄酒产区和超过 120 
家酒庄的所在地。 

这处广受悉尼人欢迎的周
末度假地距离城市以北  
2 个多小时车程，葡萄园
之间遍布着众多高尔夫球
场、度假村和广受好评的
餐馆。 
 
2014 年，这里被美国出
版物《今日美国》的读者
评为全球十大最佳葡萄酒
产区之一—葡萄酒爱好者
一定别错过到这里游览的
机会！  

活动包括私人葡萄酒品鉴
和葡萄园观光、骑马和乘
坐四轮马车、品尝奶酪、
乘坐热气球、18 洞高尔夫
球、参观猎人谷花园和 
特产采购。

史蒂芬斯港  
—碧水天堂

作为全球面积最大的亚热
带雨林所在地，风景壮丽
的北部海岸特点鲜明， 
既有传统的澳大利亚冲浪
文化、友善好客的本地居
民，也有名列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的国家公园、内陆
村落、优秀特产和醇酿 
美酒。 

史蒂芬斯港海上仙境位于
该地区地势较低的一端，
距离悉尼三小时车程。 

这里可以为您的团队组织
精彩纷呈的团队活动， 
包括乘坐游轮出海观赏海
豚、在该地区标志性的沙
丘上滑沙、骑乘沙滩摩
托、骑乘骆驼和竞赛， 
特定季节还可以乘坐游轮
观鲸（5 月到 11 月）。 

中央海岸格林山谷 
—骑乘和休闲

原始海滩、苍翠腹地、 
备受赞誉的景点和乐趣 
十足的体育活动让您可以 
在中央海岸度过充实的 
一天。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天然林
地户外探险活动，包括骑
马、划独木舟和沙滩摩托
骑行等。

格林山谷附近有 50 公里
长的幽谧小径可供探索，
富有冒险精神的团队一定
会爱上这里的骑马体验。
格林山谷占地超过 3,000 
英亩，提供多种其他探险
运动，包括划独木舟、 
四驱沙滩摩托之旅、 
岩降、激光战和定向越野/ 
丛林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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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利斯伍德农庄 
乡村度假之旅—追忆
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
葛利斯伍德农庄是麦克
阿瑟地区中一处历史悠
久、个性鲜明的历史遗
址，距离悉尼西南不到
一小时车程。  
 
这座广阔的砂岩农庄占
地 113 英亩，19 世纪
初由囚犯建设而成，周
边环绕着大片草坪和优
雅的花园。

参加悉尼和新南威尔士地
区的高尔夫球活动 

新南威尔士拥有许多澳大
利亚最好的高尔夫球场，
因多样化和高品质而闻名
于世。从深藏于蓝山之间
繁茂林地中的高尔夫球
场，到以令人赞叹的悉尼
天际线为背景的城市高尔
夫球场，多种绿茵场地任
您选择。

悉尼新南威尔士高尔夫球
俱乐部呈链式点缀在山林
河谷之间，环拥太平洋海
岸线，被公认为澳大利亚
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之一，
目前在全球排名第 34 
位。这里交通便利，距
离城市仅 20 分钟车程，
标准 72 杆场地提供极具
挑战性的 18 洞高尔夫球
场—即便徐徐微风也会给
经验丰富的球员带来极大
的挑战。 

托布鲁克绵羊牧场
—澳大利亚探险之旅
托布鲁克绵羊牧场是一
处原汁原味的农场，距
离悉尼中部仅一个小时
车程，位于霍克伯里河
谷上方,占地 50 英亩，
从这里可以俯瞰蓝山美
景。 

其澳大利亚内陆表演秀
令人兴奋，包括娴熟的
农活技能演示和品尝澳
洲美食，整个活动乐趣
十足。 

牧场主将骑马迎接您的
团队到来，农场活动包
括策马、投掷回旋镖和
剪羊毛现场示范。

卧龙岗和伊拉瓦拉
—如画美景之旅

卧龙岗是新南威尔士州第
三大城市，从悉尼出发经
由风景优美的蓝色海洋路
向南驾驶 1 个小时即可到
达，这段壮丽的 140 公里
海岸公路途经多处海滩，
沿路风光美不胜收。 

在卧龙岗，您会发现都市
的大气、海滨生活的悠闲
以及小镇的魅力，以完美
融合一起。这座熙攘的城
市和周边的伊拉瓦拉地区
拥有冲浪海滩、精致美食
美酒和丰富多样的户外探
险活动。

活动包括到伊拉瓦拉啤酒
厂品鉴啤酒，以及前往
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国家
公园—皇家国家公园丛林
徒步。

杰维斯海湾 
—沉醉于海上仙境

杰维斯海湾拥有著名的白
沙海滩和清澈的碧绿海
水，是全球最安全、最美
丽的海湾之一。

海岸、海洋和国家公园提
供如梦幻般的丛林徒步、
骑行小径、原住民文化、
露营点、悬崖顶瞭望台和
海洋遗产。 

杰维斯海湾位于悉尼以
南 3 小时车程处，是该地
区真正的瑰宝之一，也是
希望亲眼见证澳洲标志性
风貌的游客不容错过的景
点。

活动包括观赏海豚、在库
兰哥塔庄园品鉴葡萄酒，
以及到 Cullendulla 溪谷自
然保护区丛林徒步。 

澳大利亚农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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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送给家人的纪念品、最新的高端时装、 
到便宜的家居用品－悉尼都应有尽有！ 
 
探索悉尼的设计师专卖店和城市老店，以及 
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的市场和便宜的厂家直销。 

物悉尼购

悉尼机场为游客提供了在 
入境时购买免税商品的机会。 
此外，悉尼还遍布众多免税店。

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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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载 
商店名录

时尚达人可能将巴黎或纽约视
为最佳的购物天堂，但悉尼也
凭借精品服饰店、高端购物中
心和所有相关支持迅速成为全
球瞩目的购物目的地。



44      

悉 尼 购 物

从送给家人的纪念品、最新的 
高端时装、到便宜的家居用品 
—悉尼都应有尽有！ 

探索悉尼的设计师专卖店和城市
老店，以及充满活力、丰富多彩
的市场和便宜的厂家直销，应有
尽有。

戴维琼斯 (David Jones) 和玛
雅(Myer)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
两家百货商场，在城市主要购物
区的中心地段均设有旗舰店。戴
维琼斯商场是全球沿用原名经营
的百货商场中，历史最悠久的一
家，地处海德公园附近，跨越两
条街道。虽然两家商场销售的商
品相似，但玛雅商场的设计师品
牌与戴维琼斯有所不同。

 
 

君临天下购物中心(Harbourside 
Shopping Centre)位于达令港
核心地段，距离城市仅几分钟路
程，一周七天每天营业至深夜，
为您提供愉悦的购物体验。 
除了可欣赏到壮观的城市景色，
这里是购买纪念品和其他旅游必
备品的绝佳地点，还有众多时尚
品牌和珠宝饰品任君选购。 

该商场两层楼高，的商场位置优
越，位于环形码头东部，沿路可
直达悉尼歌剧院，因此是造访这
座悉尼著名地标时顺路选购纪念
品的理想去处。商场外墙采用巨
大的梁柱和大理石装饰，内有各
色设计师精品店、纪念品商店、
原住民艺廊和电影院。 

皮特街购物中心是澳大利亚最繁
忙的购物区，拥有超过 600 家 
专卖店，众多精品商场、购物街
和本地广受欢迎的戴维琼斯与
玛雅百货商场齐聚于此。这个
购物天堂不断更新，吸引许多
国际品牌入驻，包括零售巨头 
Zara、Gap 、Muji等。

位于悉尼活力购物区的悉尼西田
购物中心是血拼族的梦想之地。
这家综合购物中心位于悉尼塔下
的皮特街购物中心，共有四个零
售楼层，总计 330 多家店铺，既
有高端澳大利亚和国际设计师品
牌，也有大众时尚潮品，另外还
有三层专门的用餐去处。此外，
西田购物中心专门为悉尼游客推
出了悉尼西田特权卡，持卡者可
以获得专享折扣、特价优惠以及
西田现场礼宾团队的服务。 

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QVB) 
占据了皮特街购物中心以西的

整个街区，被知名法
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
丹（Pierre Cardin） 
尊为“全球最美的购
物中心”。这里有国
际的和澳大利亚的时
装与配饰设计师品
牌，包括 Oroton、 
Coach、Versace 和 
Ralph Lauren。您还能
在这里找到专门销售澳

大利亚特产的零售店、巧克力店
和许多舒适惬意的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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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延续至今的 
购物街，斯特兰特商场可谓是远
离城市喧嚣的购物天堂。在壮观
的玻璃天顶下，是楼高三层的精
品店、珠宝店和咖啡厅，内设众
多澳大利亚顶尖设计师品牌。

如果您不太喜欢躲在商场里淘
宝，不妨前往城区的亚历山大、
沙利山和红坊区。亚历山大吸引
着悉尼各地的购物者，厂家直销
店星罗棋布，供应的商品无比
齐全，从鞋履、泳装到圣诞节装
饰，一应俱全 — 简直逛得停不下
来！附近的红坊区和沙利山则极
受复古商品爱好者的青睐，拥有
许多古董、复古服饰等商铺。

Birkenhead 工厂直销店拥有
超过 130 家特价零售店。这
里距离悉尼市中心仅有 15 分
钟路程，却提供了低至三折
的特价优惠，包括 Alannah 
Hill、Kathmandu 和 Cue 等
澳大利亚品牌和设计师品牌以及 
Oroton、French Connection 
(FCUK)、Nine West和Hugo 
Boss 等众多国际品牌。 

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购物区
的一角，您可以找到 DFO 
Homebush，尽享特价购物的
乐趣。DFO 拥有超过 90 家厂
家直销店，为热衷于特价购物
者提供了低至三折的设计师时尚
品牌、鞋履、皮箱和家饰优惠。
许多知名一线品牌在这里销售
清仓处理商品和剩余库存，包
括 Tommy Hilfiger、Country 
Road、Esprit、Rodd & 
Gunn、Puma、Lisa  Ho、Polo 
Ralph Lauren、 David 
Lawrence 和 Oroton。所有乘
坐旅游大巴前来此处的客人均被
视为 VIP 贵宾，可享受更高的折
扣和优惠。

在悉尼岩石区的T Galleria by 
DFS 环球免税店悉尼分店以
免税价选购世界顶尖奢侈品
牌。此外,这里还有众多著名品
牌可供选购，包括 Cartier、 
Chanel、Gucci、Louise 
Vuitton 和 Tiffany，该免税店
还销售澳大利亚纪念品和独家
销售的商品，所有商品均提供 

100% 全球质保。 

悉尼国际机场的 SYD 机场
免税店让国际游客以免税价
任意选购各类世界一流品
牌，包括 Apple、 Sony、 
Givenchy、YSL、 Dior、 
Lanc·me、 Diesel 和 
DKNY。SYD 联手南半球最大的
免税店，设立了多家概念店， 
供应独家商品和最新时装配饰，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仅有的三家 

Tag Heuer 旗舰店之一。 

位于喜市内的派迪市场是悉尼的
街知巷闻的集市，因优越的地理
位置和丰富多样的纪念品、经济
实惠的时尚品和礼品而广受旅客
欢迎。在超过 150 年的漫长时光
中，派迪市场对习惯讨价还价访
客是个购物天堂，它为当地人和
游客供应新鲜农产品和优质折扣
商品。由于毗邻中国城，因此您
还能在 1,000 个市场摊位中找到
丰富多样的亚洲食品。派迪市场
位于购物城购物中心内，这里共
有 30 家工厂直销店，如果您在

逛完市场后还有精力想要继续血
拼，不妨再到这里转转！

悉尼历史悠久的岩石区购物区是
发现珍奇异品和发掘惊喜的理想
去处。您可漫步在鹅卵石铺就的

小巷中，在悉尼最古老的现
存建筑物里探索专卖店、画
廊和精品店的天堂。这是在
悉尼选购澳大利亚工艺品和
纪念品的最佳地点之一。
澳大利亚明星艺术家 Ken 
Done 和传奇零售商 RM 
Williams 均在此开设门
店。每逢周六和周日，岩石
区会开设周末集市，届时将

有大约 200 个摊位销售形形色色
的优质澳大利亚和原住民艺术品
及手工艺品、摄影、 
时装、珠宝、古董和收藏品

每逢周六，牛津街除了是帕丁顿
集市的举办地，其他时候它本身
也是悉尼地图上最潮的购物目的
地之一。绵延两公里的时尚精品
店和大众时装店充分展现了澳大
利亚设计师的多样个性，许多设
计师均在此处开设了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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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在悉尼

在悉尼这座生机勃勃的多元文化城市中，诸多美食 
餐厅将令您目不暇给。遍布悉尼诸多优越位置的餐厅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美食选择（中国、泰国和现代澳大
利亚美食）。最优质的海鲜和最新鲜的农产品是许多
餐厅优选的明星食材。如果您喜欢冒险，甚至可以 
品尝袋鼠肉或鸸鹋（澳洲鸵鸟）肉！  
 
以下是我们所推荐，适合团队预定和私人用餐地点的
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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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载
餐厅名录

“依我看来，悉尼和新南威尔
士州的食品制作质量首屈一
指！这里绝对是厨师和餐馆
经营者的梦想圣地，因为 
我们在这里全年都能采购到
最新鲜、最优质的食材。”

 — Kylie 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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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在 悉 尼

 
在悉尼这座生机勃勃的 
多元文化城市中，诸多 
美食餐厅将令您目不暇
给，遍布城市诸多优越位
置的餐厅提供了丰富多样
的美食选择（中国、泰国
和现代澳大利亚美食）。  
 
最优质的海鲜和最新鲜的
农产品是许多餐厅精选的
明星食材。  
 
如果您喜欢冒险，甚至可
以品尝袋鼠肉或鸸鹋  
（鸵鸟肉)！ 

Aria 餐厅
Aria餐厅坐落在悉尼海港边缘，
提供了融合悉尼生活方式的用餐
体验。澳大利亚著名大厨之一 
Matt Moran 是这家餐厅的合伙经
营者。这家餐厅享有悉尼海港全
景、最新鲜的澳大利亚食材、创
意十足的菜单和屡获殊荣的丰富
酒品。餐厅包房可接待 60 位客
人，主餐厅可接待 80 至 100 位
客人。

360 度酒吧和餐厅
360 度酒吧和餐厅位于悉尼塔
内，提供时尚和现代的美食体
验，独具特色的旋转地板为您带
来令人惊叹的、不间断的 360 度
城市全景。360 度酒吧和餐厅高
约 305 米，提供出色的澳大利亚
现代美食和周到的服务，最多可
接待 150 位客人用餐。 
您可在亮丽的Moet & Chandon 
酒吧喝杯香槟或鸡尾酒，然后享
用屡获殊荣的大厨精心烹制的创
意美食，从悉尼最佳观景点饱览
城市美景。

凤梨酒屋
展现岩石区迷人魅力的凤梨酒屋
在午餐和晚餐时间开放营业， 
亦可承办私人活动。这间酒屋供
应现代风味的经典法式地中海 
美食、鸡尾酒、葡萄酒和香槟。

凤梨酒屋最多可承办 300 人参加
的活动，可为 5 到 175 人的团
体提供午餐和晚餐服务，私人包
房最多可接待 44 位参会代表。 

2014 年，在悉尼先驱晨报美食
向导奖中，该餐厅荣获一顶厨师
帽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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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拉的印度餐厅
悉尼乌鲁姆鲁就是精致餐饮的 
代名词，阿基拉的印度餐厅也 
不例外。这间餐厅位于手指码头
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内， 
抬眼望去，可见海浪轻拍悉尼海
港的海岸，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这家餐厅赋予印度餐厅中常见的
菜肴一丝创新口味和现代风情，
菜单融合了印度北方唐杜口味、
厨师故乡金奈的经典美食和果阿
的海鲜菜肴。这间精致的餐厅内
部可接待 95 位客人，外部用餐
区可接待 80 位客人。

Rockpool
Rockpool位于一座装潢极富艺术
感的 1936 年城市共建大楼中，
穿过厚重的黄铜门进入澳大利亚
最美的餐厅，一种走入电影布景
的感觉油然而生。Rockpool将时
尚体现得淋漓尽致，供应原生态
的木炭烤肉和海鲜，并配以澳大
利亚葡萄酒。这间餐厅设有私人
包房（含楼上特等包房）， 
高效的工作人员将悉心满足您的
各种需求。如果想要获得更轻松
惬意的用餐体验，可以选择相邻
的酒吧。

喜凤臺
拥有 400 个餐位的喜凤臺中菜
餐厅是悉尼西田购物中心的热
门中式美食目的地，这家餐厅
于 2010 年重张开业，地处城
市中心地段，环境优美时尚，
提供中国传统家庭聚餐环境和
私人包房。在午餐茶点时间或
点菜的晚餐时间，餐厅服务人
员将以友好周到的服务为客人
奉上最新鲜的中式美食，包括
直接从鱼缸捞出进行烹制的新
鲜海鲜，具体口味可根据个人
要求调制。

Spice Temple 
在Spice Temple餐厅，您将犹如沉
浸在“上海绅士交际俱乐部” 
氛围当中。Spice Temple餐厅是 
悉尼著名Rockpool餐饮集团旗下餐
厅，于 2004 年由屡获殊荣的大厨 
Neil Perry 创办，主要供应中国 
四川、云南和广西等地的特色 
美食。这里有饺子、清蒸宽头鱼、
直接从鱼缸中捞出烹制的新鲜螃蟹
和小龙虾、广西风味的五花肉和各
色中国甜点。此外还有整席式宴
会菜单。若想办私人聚会，Spice 
Temple东厅可容纳 50 位客人；若
是较大型的鸡尾酒会，该餐厅可容
纳 180 位客人；就座用餐则可容纳 
150 位客人。

Tetsuya 
Tetsuya坐落在悉尼市中心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
方，是一家广受好评的日式 
美食餐厅。Tetsuya被评为全球 
50 家最佳餐厅之一，它以独到
的方式融合传统日式料理与经
典法式烹饪技巧。Tetsuya精致
的 10 道菜精选套餐将为食客
奉上石首鱼刺身、鲜虾配鱼子
酱、红焖牛尾配海参、炆炖鸭
胸和其他特色美食。这家餐厅
设有三个主要用餐区， 
能容纳 110 人就餐，宾客可俯
瞰楼下的日式花园。 

金唐海鲜酒家 
金唐海鲜酒家位于中国城，
这里的新鲜海鲜和地道中国
美食相当知名，是悉尼的热
门用餐地点。这家最初仅是
一家仅有 10 个餐位的中式
汤羹小店，如今已发展为可
接待 600 位客人的大型餐
厅，还有可接待多达 100 位
客人的私人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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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affran 
（印度清真美食）

Zaaffran 印度餐厅的名字源于世
界上最宝贵的香料，餐厅供应摆
盘精致的现代印度美食， 
宾客还能欣赏壮丽的达令港和城
市天际线美景。这里的菜品极为
丰富，有清炸龙虾、嫩煎鸡肉以
及各色丰盛美食，包括多种有趣
的蔬菜和素食选择。 
主厨 Vikrant Kapoor 曾在新加坡
著名的莱佛士酒店蒂芬餐厅担任
司厨长，在这间拥有 200 个座位
的餐厅中，他将印度美食创意发
挥得淋漓尽致。

八乐居 
八乐居是悉尼规模最大、最具现代
气息的中国餐厅，位于中国城附近
的喜市，餐厅环境时尚，由著名香
港室内设计师 Danny Chan 精心设
计。它的入口采用闪亮的饰纹玻璃
墙设计，室内则以古铜金、红与白
的配色主题。该餐厅设有 750 个餐
位，菜肴融合了中国经典美食与中
国现代餐饮创意。八乐居专门供应 
鲜活海鲜，另有品种多样的中式 
点心值得尝试。

Kasturi 咖啡厅
（马来西亚清真美食）

Kasturi 咖啡厅紧靠达令港边上，
供应风味别致、地道的东南亚美
食，据称拥有悉尼最好的拉茶。
在这间光线充足的咖啡厅中，
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
经验丰富的主厨，将奉上经过清
真食品认证的美食，坐在咖啡厅
中，可以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看到
外边熙攘忙碌的乔治街。楼下为
咖啡厅，楼上为时尚的私密包房
金肉桂宴会厅，可接待 100 位
客人。

食 在 悉 尼

在此为您推荐适合团体 
预定和私人用餐的 
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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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by ezard
BLACK by ezard 是星港城备受赞
誉的餐厅之一，供应的经典澳大
利亚烧烤美食融合了创意十足的
欧式烹饪技巧。BLACK by ezard 
拥有见识广博、热情友好的员
工，还有无比出色的酒吧和精美
的装潢，众多精彩待您感受。您
可以品尝他们的招牌海鲜菜肴，
或者选择纯用青草或谷物饲养而
成、专为木炭烧烤甄选并烹饪的
牛肉。别忘了给胃里留一点空间
品尝这里出色的餐后甜点，例如
焦糖杏仁布丁。BLACK by ezard 
可接待 146 位客人就座用餐。

大长今
大长今烧烤餐厅位于悉尼中心地
段，菜品多达 150 样，擅长烧烤，
种类丰富。其装潢让人惊艳，采用
韩式印花壁纸、瓷器和雕花木椅，
充满韩式风情。与中国城中相邻的
许多餐厅一样，大长今营业至次日
清晨。它共有两个楼层，一楼有 80 
个座位，二楼有 100 个座位。

Delima
（印度尼西亚清真美食）

Delima 位于中国城中心地段， 
是悉尼为数不多的精品印尼餐厅
之一，氛围轻松活泼，供应地道
印尼美食。所有菜肴均仅采用最
优质的食材精心制成，包括正宗
进口香草和调味香料。这里的特
色菜包括印尼沙嗲、炸鸡炒饭和
香炸虾子（爪哇式烤大虾）。 
餐厅可接待 150 位客人， 
可供私人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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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节

每年一月份，悉尼节都以世界一流
的音乐、舞蹈和视觉艺术表演为悉
尼中心的街道和公园注入活力。

  sydneyfestival.org.au

沿海雕塑展 

一年一度的户外展于每年十月
举办，沿着邦迪海滩和塔玛拉
玛海滩之间的标志性海岸步道
展示超过一百座雕像作品和现
代艺术作品。

 sculpturebythesea.com

美食月 

澳大利亚最大的美食节—悉尼
晨峰报美食月邀请各地美食爱
好者，在整个十月共同欢庆澳
大利亚独具特色的美食佳节。 

  goodfoodmonth.com

狂欢会 

悉尼狂欢会是一年一度的节日盛
宴，在每年十一月举办， 
持续 11 天，节日期间将充分展现
澳大利亚深厚的文化底蕴，届时将
有顶尖原住民和来自托雷斯海峡岛
屿的艺术家、作家、舞蹈家和音乐
家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corroboreesydney.com.au

跨年倒计时 

悉尼跨年倒计时活动是一年一度
的盛事，届时以海港大桥为中心
的悉尼海港将被欢乐的焰火所覆
盖。

  sydneynewyearseve.com

悉尼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丰富有趣，场场精彩，永不落幕，多年来被
评为全球最佳节日和活动城市！美食、艺术、体育、文化、历史—
尽在悉尼！

 sydney.com/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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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

悉尼市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是亚洲以外 
地区规模最大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活动规模逐年扩大。 

  sydneychinesenewyear.com
同性恋狂欢节大游行

悉尼同性恋狂欢节于每年二月/三月举
办，是悉尼每年一度的重要节日和游
行活动，通过发扬多元文化的力量 
激励全世界人民关爱彼此。 

  mardigras.org.au

悉尼港Handa歌剧

每年三月/四月，Opera Australia 都

会来到美丽的悉尼海港，在户外 
上演其歌剧作品。作品包括 
《卡门》和《蝴蝶夫人》等众多 
世界知名歌剧。 

  opera.org.au

时尚周 

每年四月的时尚周，悉尼是 
澳大利亚和国际品牌与顶尖 
设计师的天桥秀场。

  mbfashionweek.com/australia

悉尼灯光音乐节 

每年五月/六月举办的悉尼
灯光音乐节，充满创意的
奇幻灯光效果会覆盖整个
悉尼市和悉尼歌剧院。这
是南半球最大的灯光、音
乐和创意艺术节。 

 vividsydney.com

悉尼春季赛马嘉年华 

每年十月，悉尼最大的赛马嘉年华盛大
开幕，赛马迷总会盛装出席并希望赢得
彩头。 

  australianturfclub.com.au/
springracing



 
悉尼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独特的澳洲风情、多姿多彩
的团队建设活动和稳定的 
优异声望，全球领导者都将
悉尼列于奖励旅游和奖励 
活动必去目的地名单之首。 
 
无论您是初次到访，还是 
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总能从
我们灵活多变、创意无穷的
旅程方案中发现新的亮点。 
 
右表列出选择在悉尼举办并
由悉尼会奖局提供支持的 
部分活动。

悉 尼 活 动 承 办 经 验

近期承办的奖励旅游活动 年份 人数 行业

安利（中国）领袖菁英海外进修研讨会 2017 8,351 直销

葆婴中国经销商奖励旅游 2017 1,432 直销

英国保诚 （香港） 保险会议 2017 1,482 金融与保险

新姿化妆品公司奖励旅游 2017 600 直销

和脉贺达集团中国顶尖经销商奖励旅游 2017 420 直销

友邦保险（广东）奖励旅游 2017 300 金融与保险

腾讯（中国）员工奖励旅游 2017 170 科技

如新大中华区创星登峰游 2016 4,000 直销

安利台湾杰出直销商领导人海外旅游研讨会 2016 1,300 直销

安杰玛（中国）经销商奖励旅游 2016 1,000 直销

安利（韩国）钻石邀约 2016 250 直销

绿加利（日本）领袖人才峰会 2015 1,713 直销

罗氏诊断大中华区年会 2015 1,739 医药

中脉中国顶级分销商奖励旅游 2015 1,600 直销

铃木（日本）年度奖励旅游 2015 1,050 汽车

Massindo （印度尼西亚）年度奖励旅游 2015 439 制造

印度巴贾杰金融奖励旅游 2015 200 金融与保险

宝健（中国）年会 2014 4,086 直销

韩国 LG 集团长期服务员工奖励 2014 1,448 科技

松下（印度）晚会 2014 740 科技

亚洲大都会人寿亚洲区会议 2014 160 金融与保险

完美中国领袖人才研讨会 2013 3,000 直销

安利中国领导力研讨会 2011 8,268 直销

BC 信用卡公司会员 2011 400 金融与保险

米其林马来西亚奖励旅游 2011 220 科技

三星人寿保险奖励旅游 2011 565 金融与保险

富邦人寿保险海外奖励旅游 2011 600 金融与保险



悉尼让您可以放飞想
像的翅膀，自由追寻
梦想。这里是世界领
先的创意和创新中
心，众多企业在这里
不断发现和超越潜
能。

精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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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DAPA、Andrew Smith、Masaru Kitano 
snaK Productions 和 Anson Smart，由澳大利亚
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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