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悉尼最新

旅游产品

一样的目的地，不一样的风景，惊喜常在，一次玩不够！新的住宿、

新的景点、新的行程……现在就开启悉尼全新旅程，发掘全新乐趣。

住宿

比拉邦度假酒店 (Billabong Retreat) 
地点：霍克斯伯里 (Hawkesbury) 
比拉邦度假酒店是一家崇尚自然与健康的精品度假酒店，距离悉尼市区仅

45 分钟车程。酒店坐落在崖顶，可以俯瞰美丽的天然河景，周围环境拥有

丰富的本土动植物和鸟类。您可以享受瑜伽、冥想、水疗护理，还有舒适

的温水游泳池和可口的有机素食。一系列水疗护理包括按摩、面部护理、

催眠疗法、运动疗法、瑜伽和冥想等。酒店可以接待最多 38 位宾客，提供

经济型、标准型和豪华林间树屋等多种住宿选择。

电话：+61 2 4573 6080 
www.billabongretreat.com.au 

悉尼铂瑞酒店 (Primus Hotel, Sydney) 
地点：悉尼

这家拥有 176 间客房的精品酒店位于悉尼市中心的皮特街 (Pitt Street)。酒

店所在的新艺术风格建筑已列入遗产名录，并经过改造焕然一新，六层大

楼内拥有客房、顶层餐厅、酒吧和游泳池。酒店保留了许多精良的传统特

色，如大理石柱，与优雅现代的风格相得益彰。

电话：+61 2 8027 8000 
www.primushotelsydney.com 

铂尔曼悉尼机场酒店 (Pullman Sydney Airport) 
（2016 年 6 月开业）

铂尔曼悉尼机场酒店是悉尼机场最新开业的五星级酒店。酒店拥有 229 间

豪华客房和套房，还有丰富齐全的会议设施。所有房间采用开放式设计，

配备现代家具、双层玻璃窗和全遮光窗帘。Mobius Restaurant and Bar 餐
厅酒吧提供的菜单选择丰富，风味多样，可以满足所有宾客的不同口味。

餐厅还提供精选葡萄酒品鉴菜单，让美酒爱好者尽兴而归。

电话：+61 2 8339 8500 
www.pullmanhotels.com 

比拉邦度假酒店树顶酒廊

图片由比拉邦度假酒店提供

悉尼铂瑞酒店

图片由悉尼铂瑞酒店提供

铂尔曼悉尼机场酒店

图片由雅高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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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克莱尔酒店 (The Old Clare Hotel) 
地点：齐本德尔 (Chippendale) 
老克莱尔酒店是澳大利亚首家 Unlisted Collection 品牌的酒店，共拥有 62
间客房，由标志性的克莱尔酒店 (Clare Hotel) 与前卡尔顿联合酒业 
(Carlton & United Breweries) 行政楼改建而成。客人们可以享受到卓越的

服务、屋顶泳池、会议室、健身房、日间水疗中心，以及丰富多样的餐饮

体验。克莱尔酒吧 (Clare Bar) 热情欢迎每位宾客光临。酒店内的三家独立

餐厅提供悉尼最出类拔萃的美酒佳肴。这三家餐厅分别是：Automata 餐

厅，由 Clayton Wells 担任主厨，Clayton 曾是 Momofuku Seiobo 餐厅的

主厨；Silvereye 餐厅， 由 Sam Miller 担任主厨，Sam 曾是圣培露世界最

佳餐厅 (San Pellegrino World’s Best Restaurant) Noma 餐厅的行政副总

厨；以及 Kensington Street Social 餐厅，由著名英国厨师 Jason Atherton
担任主厨，这是他在澳大利亚开设的首家餐厅。 

电话：+61 2 8338 1708  
www.theoldclarehotel.com.au 

坦克溪酒店 (The Tank Stream Hotel) 
地点：悉尼  
这家全新的四星级酒店位于皮特街 (Pitt Street) 和亨特街 (Hunter Street) 
街角，是圣吉尔斯酒店集团 (St Giles Hotel Group) 在澳大利亚开业的首家

酒店。酒店名称的灵感来自于作为悉尼早期殖民定居者水源的一条淡水

溪。酒店拥有 280 间客房，提供防过敏枕头和被子，每间客房内都提供迷

你吧、带有房内路由器的无线网络、电影点播、雀巢 Nespresso 胶囊咖啡

机和 T2 茶包，全方位满足宾客需求。客房大小适中，体现出浓郁的商务

设计风格。现代法式餐厅 Le Petit Flot 热情欢迎各方宾客和游客；宾客还

可以在酒店的美食屋享受咖啡和小吃。 

电话：+61 2 9233 3628 
www.tankstreamhotel.com 

维瑞尤酒店集团 (Veriu Hotels) 
地点：悉尼 
维瑞尤酒店集团，原精装地产集团 (Furnished Property Group)，在悉尼多

处黄金地段提供一系列高性价比住宿选择。 

维瑞尤中央酒店 (Veriu Hotel Centra)，原中央车站酒店 (Central Station 
Hotel)，提供现代化酒店住宿，距离悉尼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 仅 300
米。有多个就餐地点供宾客随意挑选。新落成的禅院 (Zen Courtyard) 则
是一天密集行程结束后沉静心灵的好去处。 

维瑞尤萨利山酒店 (Veriu Hotel Surry Hills)，原中央铁路酒店 (Central 
Railway Hotel)，提供设备齐全的住宿，共有 36 间客房，供应各种冷热早

餐，阿尔弗雷德王子公园泳池 (Prince Alfred Park pool) 免费开放。 

其他新酒店项目包括：拥有 32 间客房的维瑞尤兰德威克酒店 (Veriu Suites 
Randwick) 和拥有 28 间客房的维瑞尤坎珀当酒店 (Veriu Suites 
Camperdown)。这两家酒店都提供现代化单间公寓、设备齐全的单卧、双

卧和三卧公寓，配备设计师家具以及最新的家电和通信设备。 

电话：+61 2 9565 5051 

www.veriucamperdown.com.au 

www.centralstationhotel.com.au 

www.centralrailwayhotel.com.au 

www.randwickcentral.com.au 

齐本德尔老克莱尔酒店.  
图片由齐本德尔老克莱尔酒店提供

坦克溪酒店

图片由坦克溪酒店提供

维瑞尤坎珀当酒店

图片由维瑞尤坎珀当酒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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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澳大利亚国家海洋博物馆 - 动感体验馆 (Action Stations) 
地点：情人港 (Darling Harbour) 
澳大利亚国家海洋博物馆是澳大利亚的海洋收藏、展览、研究和考古中

心，动感体验馆 (Action Stations) 是博物馆最新推出的景点。这是一个耗

资 1200 万澳元、技术先进的沉浸式海滨体验馆，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体

验澳大利亚海军生活的各种惊险与趣事。在探索发现区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Space)，游客仿佛置身于作战军舰中，亲身体验海洋考古、科

学和历史，还可以参观三艘退役海军舰艇。澳大利亚国家海洋博物馆的展

览均由 Australian Attractions 公司承办。 

电话：+61 2 8251 0078（Australian Attractions 公司） 
www.anmm.gov.au 

iFLY Downunder 室内跳伞中心 
地点：彭里斯 (Penrith) 
iFLY Downunder 室内跳伞中心是澳大利亚首个现代化的室内跳伞中心，

位于悉尼西部 (Western Sydney) 的彭里斯 (Penrith)。该中心设有一个巨

大的玻璃舱室，是世界上最大的垂直风洞舱之一，超大马力的鼓风机使体

验者在风力支撑下轻松实现空中“飞翔”。全方位的控制系统确保游客在

非常安全的环境下掌握跳伞运动员的飞行技巧。iFLY 入门体验套餐时长

1.5 小时，包括两次飞行体验、一对一教学指导、全面的飞行前简要讲

解，并提供全套安全装备。每次飞行相当于从 4270 米的高空进行自由落

体跳伞。 

电话：+61 2 4761 1800  
www.iflydownunder.com.au 

游览 

布朗加鲁原住民文化之旅项目 (Barangaroo Aboriginal Cultural Tour 
Program) 
地点：布朗加鲁 (Barangaroo) 
布朗加鲁保护区 (Barangaroo Reserve) 是悉尼新开放的海角公园，游客现

在可以参加布朗加鲁原住民文化之旅项目，近距离体验世界上现存最古老

的文化。该项目的开发者是著名教育家 Clarence Slockee 先生，他带领一

个由五位土著游客服务导游 (Aboriginal Visitor Services Guide) 组成的团

队。在时长 1.5 小时的导览中，游客可以详细了解悉尼海港 (Sydney 
Harbour) 及周边地区的原住民历史、该地区的文化底蕴以及公园内的各种

动植物；还可以深入探究被称为澳大利亚第一国民 (Australia's First 
National People) 的原住民，尤其是欧拉族 (Eora Nation) 部族的故事。 

电话：+ 61 447 690 117 
www.barangaroo.sydney/whats-on/guided-tours 

戴夫啤酒厂之旅公司 (Dave's Brewery Tours) 
地点：悉尼市 (Sydney City) 

戴夫啤酒厂之旅公司是悉尼仅有的小型啤酒厂和啤酒之旅专业运营商，专

业提供幕后探秘体验。游客可以通过触觉、味觉和嗅觉，了解关于酿造优

质啤酒的一切知识。行程每天提供，从悉尼市中心出发，您可以选择 3 小

时的市区酿酒厂之旅，也可以选择包括北部海滩和内西区在内的全包式一

日游。套餐包含啤酒和苹果酒品鉴、空调巴士、小吃或午餐以及瓶装水。 

电话：+61 404 848 054   
www.davesbrewerytours.com.au 

布朗加鲁原住民文化之旅项目

图片由布朗加鲁提供

戴夫啤酒厂之旅

图片由戴夫啤酒厂之旅公司提供

澳大利亚国家海洋博物馆 
图片由澳大利亚国家海洋博物馆提供

iFLY Downunder 室内跳伞中心 
图片由 iFLY Downunder 室内跳伞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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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酒吧徒步之旅 (Dave’s Pub Walks) 
地点：岩石区 (The Rocks) 和巴尔曼 (Balmain) 
戴夫酒吧徒步之旅在岩石区与巴尔曼两个区域提供。在岩石区酒吧徒步之

旅 (The Rocks Pub Walk) 中，向导会带领游客参观该地区最古老的几间酒

吧、街巷和鹅卵石街道，并走进三间当地酒吧开怀畅饮。岩石区酒吧徒步

之旅每天三次，出发地点为岩石区的哈茨酒店 (Harts Hotel)。巴尔曼酒吧

徒步之旅 (Balmain Pub Walk) 时长 2.5 小时，将带领游客探索这片内西区

的大街小巷和趣闻轶事，沿途参观三家经典酒吧。巴尔曼酒吧徒步之旅每

周六从位于巴尔曼达令街 (Darling Street) 的东乡村酒店 (East Village 
Hotel) 出发。游客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含餐。两个酒吧徒步之旅均由戴夫啤

酒厂之旅公司 (Dave's Brewery Tours) 提供。 

电话：+ 61 420 244 756 
www.davespubwalks.com.au 

悉尼之眼旅游公司 (Local Eyes Sydney) 
悉尼之眼旅游公司带领游客游览当地人钟爱的城市景点，提供各种优质体

验式旅游项目和活动。您可以乘坐豪华摩托游艇领略悉尼风光；在私人住

宅内参加烹饪课，品尝别有风味的澳式美味午餐；跟随当地艺术达人参观

精品美术馆；沿着海港国家公园内的步道徒步旅行；或者，在当地获奖摄

影师的指导下提高自己的摄影技巧。行程为半日游或一日游，每周定期出

发，每团最多 7 人。私人游览项目也提供半日游、一日游或多日游，内容

包含冲浪、划独木舟、浮潜、站立式单桨冲浪和瑜伽等。 

电话：+ 61 2 9907 6620 
www.localeyessyd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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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闲观光旅游公司 (My Detour) 
这家专业的观光旅游公司推出了全新系列的旅游产品，致力于为游客提供

难忘的本地体验。旅游产品主打美食、家庭、音乐和健身，有经典、定制

或豪华行程供游客选择。悠闲观光旅游公司还提供土著之旅，并且拥有在

乌尔蒂莫 (Ultimo) 动力博物馆 (Powerhouse Museum) 经营旅游团的独家

运营权。 

电话：+61 2 8399 3483 
www.mydetour.com.au 

岩石区戴夫酒吧徒步之旅

图片由戴夫酒吧徒步之旅提供

悉尼之眼旅游公司

图片由悉尼之眼旅游公司提供

奢华高尔夫之旅

图片由奢华高尔夫之旅公司提供

悠闲观光旅游公司，悉尼

图片由悠闲观光旅游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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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徒步旅游公司 (Two Feet & a Heartbeat) 
心跳徒步旅游公司在悉尼、国王十字区 (Kings Cross)、达令赫斯特 
(Darlinghurst) 和牛津街 (Oxford Street) 沿途提供徒步旅行服务。在轻松有

趣的氛围中，热情的导游团队向游客介绍悉尼的文化、历史、艺术、美食

和酒吧。游客可以聆听殖民时期悉尼和岩石区的历史往事，探访在古建筑

和大街小巷上新开的炫酷酒吧，还可以了解悉尼这座世界上最热情开放城

市之一的同性恋文化。

电话：+ 61 8 6143 4620 
www.twofeet.com.au 

悉尼定制旅游公司 (Sydney Bespoke Tours) 
悉尼定制旅游公司的个性化行程为游客提供一系列悉尼市区及周边地区的

私人豪华旅游服务，全程都有向导陪同。一日游可以量身定制，满足家

庭、伴侣或野生动植物爱好者等各类游客的需求。定制行程包括：悉尼亲

子游 (Sydney with the Kids)、蓝山一日游、南部高地野生动植物之旅等。

四个最新旅游产品包括：“我是当地人”悉尼探索之旅 (Explore Sydney 
Like a Local)、南部海滩自然与文化之旅 (Northern Beaches Nature and 
Culture)、悉尼探秘之旅 (Secret Sydney) 以及悉尼风尚之旅 (Sydney 
Fashion and Style)。 

电话：+61 2 9436 1300 
www.sydneybespoketours.com.au 

美食美酒

歌剧院西区 Eat Drink 餐厅 (Eat Drink, Western Foyers) 
歌剧院西区 Eat Drink 餐厅是悉尼歌剧院最新推出的特色餐厅之一，您可以

在轻松惬意的环境中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海港风景。餐厅为食客提供

丰富多样的用餐选择，无论是可打包带走的便餐，还是欣赏歌剧前的大

餐，或者适合家庭用餐的亲子菜单，以及露天享用的早午餐、午餐或晚

餐，这里应有尽有。餐厅位于西区柱廊 (Colonnade) 下方，上午 10 点至

中午 12 点提供早午餐，中午 12 点至深夜提供午餐和晚餐。餐厅隶属于

Trippas White 餐饮集团。 

电话：+61 2 8023 7600  
www.sydneyoperahouse.com/visit/eat_drink_western_foyers.aspx 

心跳徒步旅游公司小酒吧之旅 (Small Bar Tour) 
图片由心跳徒步旅游公司提供

悉尼定制旅游

图片由悉尼定制旅游公司提供

歌剧院西区 Eat Drink 餐厅 
图片由 Trippas White 餐饮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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