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南威尔士州

最新旅游产品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风情万种、精彩不断。每年我们都会提供新

的行程、酒店和景点，吸引更多游客来到这里，畅享新奇旅程。

跨区域

乐浮热气球公司 (Balloon Aloft) 
地点：猎人谷和悉尼

乐浮热气球公司澳大利亚第一家热气球运营商，为游客提供屡获殊荣的优

质服务以及舒适安全的热气球飞行体验。游客可以在悉尼附近的猎人谷和

卡姆登谷 (Camden Valley) 搭乘热气球。日出飞行每天提供，时长大约为

1 小时，结束后可享美味早餐和香槟庆祝。 

电话：+61 2 4990 9242 
www.balloonaloft.com 

奢华高尔夫之旅公司 (LuxGolf) 
奢华高尔夫之旅公司是澳大利亚第一家全包式奢华高尔夫之旅公司，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带领游客来到悉尼和猎人谷最具声望、最高档的高尔夫俱

乐部和私人俱乐部，体验尊享旅程。奢华高尔夫之旅公司的行程包括：在

私人高尔夫球场尊享奢华高尔夫开球时刻 (LuxGolf Tee Times)，保时捷卡

宴豪华用车服务，使用卡拉威 (Callaway) 高端 Legacy 系列球杆，高尔夫

球车以及免费车内点心饮品服务，用来热身的高尔夫练习球，以及体验日

设备套装 (LuxBlack Game Day Kit)，包括三个卡拉威高尔夫球、一个卡拉

威高尔夫球杆、一条毛巾、球座、草皮工具、球标和记分铅笔。

电话：+61 434 602 549 

www.luxgolf.com 

伙伴之旅公司 (My Mates Tours) 
伙伴之旅公司提供一系列短期全包式行程，为游客带来新南威尔士州最精

彩的海滨与丛林体验。这些行程包括：为期 3 天的海滨发现之旅 (My 
Coastal Discovery)、为期 4 天的丛林探秘之旅 (My Bush Bash) 和为期 7
天的终极澳洲探索之旅 (My Ultimate Aussie Adventure)。海滨发现之旅跨

越悉尼至黄金海岸，游客可以邂逅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参加海豚观赏巡

游、学习冲浪课程、体验海上皮划艇和滑沙。丛林探秘之旅的行程从黄金

海岸至悉尼，包含葡萄酒品鉴、淘金体验、洞穴探险和牛仔学校参观。终

极澳洲探索之旅是以上两个行程的结合。所有行程每团最多 26 人，包含所

有活动、住宿、餐食、欢迎礼包和车上免费 Wi-Fi。 

电话：+61 431 936 435 
www.mymatestours.com 

猎人谷和悉尼热气球飞行

图片由乐浮热气球公司提供

奢华高尔夫体验

图片由奢华高尔夫之旅公司提供

伙伴之旅精彩体验

图片由伙伴之旅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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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卡素 (Newcastle) 

纽卡素机场美居酒店 (Mercure Newcastle Airport) 
全新的纽卡素机场美居酒店拥有 95 间装修精美的现代化客房，具有良好的

隔音效果，配备高速无线宽带、全遮光窗帘、iPod 底座、Foxtel 有线电视

和智能电视。其他特色设施包括：面积宽敞的家庭房，可以容纳四人居

住；24 小时开放、自然光充足的健身房；Mach One 餐厅酒吧提供本地当

季食材美味菜单；以及四个会议室，共计可接待 150 名宾客。所有客房均

配备最新的视听设备。纽卡素机场美居酒店是纽卡素机场地区唯一一家酒

店，是前往纽卡素、史蒂芬斯港 (Port Stephens) 和猎人谷的理想落脚点。 

电话：+61 2 4033 8900 
www.accorhotels.com.au/hotel/mercure-newcastle-airport 

猎人谷 (Hunter Valley) 

美食畅游之旅公司 (Gourmet Getaway Tours) 
美食畅游之旅公司提供首屈一指的猎人谷一日游行程，经验丰富的导游兼

厨师将现场烹饪美食，并根据不同的食物搭配精美葡萄酒。在离开悉尼之

前，游客将首先来到悉尼鱼市场，购买新鲜的食材，接着在风景如画的霍

克斯伯里河 (Hawkesbury River) 河畔，享用新鲜制作的早餐。之后造访三

家酒庄，现场制作例如新鲜寿司、开胃小食、澳洲肺鱼和袋鼠肉等美食，

并有专家搭配当地酒窖出产的美味葡萄酒。此行程最多 10 人一团，以确保

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旅行体验。行程包含返回悉尼酒店的用车。如有需要，

还可提供私人包车行程。

电话：+61 416 139 567 
www.gourmetgetawaytours.com.au 

史蒂芬斯港 (Port Stephens) 

澳大利亚与海豚共泳公司 (Dolphin Swim Australia) 
地点：尼尔森湾 (Nelson Bay)  
澳大利亚与海豚共泳公司是新南威尔士州唯一获得许可为提供与野生海豚

共泳体验的公司，经海洋公园管理局 (Marine Park Authority) 批准在史蒂

芬斯港/大湖海洋公园 (Great Lakes Marine Park) 运营。游客乘坐海洋双

体船来到近海水域，体验与野生海豚共泳之旅 (Wild Dolphin Swim)，在具

备资质的潜水专家带领下体验与野生海豚互动的奇妙旅程。在这独特的难

忘体验中，游客可以观赏海里的野生海豚。与海豚共泳之旅全程 4 小时，

包含所有设备租用，以及专业团队提供的培训和海洋科学家的讲解。与野

生海豚共泳之旅从尼尔森湾的德阿尔博拉码头 (d’Albora Marina) 出发。 

电话：+61 402 549 955 
www.dolphinswimaustralia.com.au 

纽卡素机场美居酒店

图片由雅高酒店集团提供

美食畅游之旅

图片由美食畅游之旅公司提供

与海豚共泳

图片由澳大利亚与海豚共有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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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海岸 (North Coast) 

BIG4 大湖假日公园 (BIG4 Great Lakes) 
地点：福斯特坦喀里 (Forster-Tuncurry) 
Big4 大湖假日公园在悠闲的湖边美景中为游客提供一系列设备齐全的住宿

选择，包括单卧、双卧和三卧别墅，单卧和双卧木屋、单间公寓式平房，

以及多种房车和露营选择。其他设施包括一个亲子水上公园、游泳池、儿

童游乐场、一个咖啡厅和百货商店。

电话：+61 2 6554 6827 
www.greatlakes.com.au 

拜伦元素酒店 (Elements of Byron) 
地点：拜伦湾 (Byron Bay) 
拜伦元素酒店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海滨度假村，广阔的美景包括热带雨林、

湖泊和贝隆吉尔海滩 (Belongil Beach) 的金色沙滩。在 22 公顷绝美的海滨

天堂散步着 103 件独栋海滩别墅。三栋独立建筑构成了度假村的中心区

域，提供众多休闲设施，包括 Graze 餐厅、Mixed Dozen 餐厅（即将于

2016 年中开业）、Barefoot Bar 酒吧、Drift 湖畔酒吧、一个健身房，以及

一个拥有 5 间理疗室的花园水疗中心。一条泻湖水池和水疗从度假村蜿蜒

穿过。雅高酒店集团与拜伦元素酒店达成协议，将拜伦元素酒店纳入雅高

精品奢华品牌——美憬阁 (The MGallery Collection) 品牌之下。 

电话：+61 2 6639 1500 
www.elementsofbyron.com.au

海洋皮划艇之旅公司 (Go Sea Kayak) - 布朗斯威克河皮划艇之旅 
(Brunswick River Tours) 
在新南威尔士州最美的河流之一体验皮划艇，寻觅多种多样的海鸟与野生

动物。布朗斯威克河皮划艇之旅在适合游玩皮划艇的平静水面上提供。当

地的自然爱好者将担任导游，在游客欣赏美丽的海岸风景的同时，为游客

提供当地环境特色的讲解。

电话：+61 416 222 344 
www.goseakayakbyronbay.com.au 

南部海岸 (South Coast) 

澳大利亚冲浪之旅公司 (Australian Surf Tours) 
在新兰威尔士州美丽安静的海滩，体验学习冲浪的精彩刺激。澳大利亚冲

浪之旅公司提供一系列“学习冲浪体验”，包括一日游行程，独特的澳大

利亚露营探险，以及在澳大利亚冲浪之旅公司海滨汽车旅馆 （距离悉尼以

南仅 1 小时车程）的系列冲浪课程等。 

电话：+61 428 162 640 
www.australiansurftours.com.au 

BIG4 大湖假日公园 
图片由 BIG4 大湖假日公园提供 

拜伦原宿酒店

图片由雅高酒店集团提供

布朗斯威克河皮划艇海之旅

图片由海洋皮划艇之旅公司提供

澳大利亚冲浪之旅

图片由澳大利亚冲浪之旅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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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ran Ngaran 土著文化之旅 (Ngaran Ngaran Culture Awareness) 
地点：纳陆玛 (Narooma) 
尽管新南威尔士州南部海岸的古拉伽山 (Gulaga Mountain) 和纳陆玛地区

的许多地方数千年来十分尊重育音土著 (Yuin Aboriginal) 社群，但他们的

故事却很少为外人所知。Ngaran Ngaran 土著文化之旅是一项由土著人拥

有和经营的项目，旨在令游客亲身体验传统土著仪式和梦幻故事。由土著

导游带领的二日游行程包含传统土著仪式、舞蹈、土著乐器亚达基

(yidaki)、围坐听故事、与传统文化管理人员交流以及全部餐饮。住宿地点

为纳陆玛岛景度假酒店 (Island View Resort Narooma)。行程出发时间固

定，从周五晚上开始，到周日早晨结束。如有需求还可提供定制团队游。

电话：+61 408 272 121 
www.ngaranaboriginalculture.com 

南部海岸水上飞机公司 (South Coast Seaplanes) 
地点：莫鲁亚 (Moruya) 

包机观光飞行和定制水上飞机行程是体验新南威尔士州南部海岸古朴自然

风景的最佳方式。沿着原始的水道飞行，南部海岸水上飞机公司带领游客

以另一种独特的视角，探索发现该地区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公司提供一系

列飞行套餐和独具特色的探险行程。

电话：+61 409 568 568 
www.southcoastseaplanes.com.au 

瑞瓦瑞纳 (Riverina) 

瑞瓦瑞拉农趣之旅公司 (Agricultural Tours Riverina) 
地点：纳兰德拉 (Narrandera) 

瑞瓦瑞拉农趣之旅公司专业提供量身定制或提前安排的瑞瓦瑞拉趣味农艺

之旅。行程从一天至数天不等，带领游客前往商业性农场或农业生产公

司，农产品包括棉花、大米、柑橘、向日葵、绵羊、蔬菜等等。瑞瓦瑞拉

农趣之旅公司与众多商业、政府及行业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能力为旅

程项目带来农场、行业机构、农业经营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最佳体验。公司

全年为个人、小团队和多至 55 人的大型团队提供服务，可根据需求提供交

通、餐饮和住宿。行程均有当地专家/导游带领，出发地点为纳兰德拉或格

里菲斯 (Griffith)，或者其他提前安排的地点。 

电话：+61 419 407 804 
www.agriculturaltoursriverina.com.au 

Ngaran Ngaran 土著文化之旅 
图片由 Ngaran Ngaran 土著文化之旅提供 

南部海岸水上飞机观光

图片由南部海岸水上飞机公司提供

瑞瓦瑞拉农趣之旅

图片由瑞瓦瑞拉农趣之旅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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