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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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xico 度假酒店 

Luxico 度假酒店是澳大利亚第一家“家庭酒店”，致力于为重要贵宾、家

庭和富裕游客提供澳大利亚最出色的家庭住宿体验，包括酒店式全天候礼

宾服务和各种独特体验。Luxico 精选了一系列独立隐秘又别具风格的私人

住宅、屋顶公寓和乡村别墅，并进行独家管理。Luxico 协助业主按照其标

准布置房屋、现场迎接和问候客人以及提供内部客房服务，从而确保所有

住宿维持统一标准。Luxico 在悉尼和拜伦湾 (Byron Bay) 独家管理着众多

酒店。 

电话：+ 61 3 8547 4758 
www.luxico.com.au 

北悉尼海景酒店 (North Sydney Harbourview Hotel) 

这家四星级豪华酒店坐落于北悉尼中心的黄金地段，毗邻一系列当地著名

景点，包括月神公园 (Luna Park) 和塔龙加动物园 (Taronga Zoo)。酒店拥

有 211 间舒适的空调客房，设施一应俱全。大堂的海景餐厅 (Harbourview 
Restaurant) 提供时尚美食，而蓝调酒吧 (Blues Bar) 的轻松氛围让客人消

除疲劳。从酒店和各个多功能厅可以饱览悉尼海港绝美风景。 

电话：+ 61 2 9455 7435（入境销售专线） 
www.viewhotels.com.au 

悉尼达令港索菲特酒店 (Sofitel Sydney Darling Harbour)（2017 年 11
月开业） 

在未来 15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悉尼达令港索菲特酒店都将会是悉尼首家大

型新建豪华酒店。酒店斥资 3.5 亿澳元建成，位于悉尼全新的国际会议中

心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对面， 由悉尼著名建筑师理查

德·弗朗西斯-琼斯 (Richard Francis-Jones) 担纲设计师，他将法式优雅和

考究与澳洲风格和文化巧妙融合。酒店将于 2017 年 11 月开业，一共有

590 间客房和 9 间可灵活安排的会议室，最多可容纳 450 位客人入座。 

电话：+61 2 9280 9555（入境销售专线） 
www.sofi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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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兹角斯派瑟斯酒店 (Spicers Potts Point)（于 2017 年 7 月开业） 
帕兹角斯派瑟斯酒店位于悉尼市中心一个绿树成荫的街区，是一家精品酒

店，一共拥有 20 间客房和套房，其中 15 间位于一栋 1880 年代维多利亚

式联排别墅内，另外 5 间位于一幢漂亮的新扩建楼房内。酒店坐落在安静

的维多利亚街 (Victoria Street) 上，周围有咖啡馆、餐厅、商店和美术馆，

离一些热门景点的交通也十分方便。酒店散发着私人会所氛围，客人可以

走进迎宾酒吧小酌一杯，坐在花园庭院内享用早餐，或者来到客人休息区

放松身心。 

电话：+ 61 457 746 111（入境销售专线） 
www.spicersretreats.com/spicers-potts-point/  

维瑞尤酒店和套房集团 (Veriu Hotels & Suites) 
维瑞尤旗下的单间公寓和设施齐备的公寓拥有多种不同的卧室选择，均配

备最新的电器和通讯设备。兼具斯堪的纳维亚与澳大利亚风格的设计包括

海滩的清凉、良好的设计、优美的风景和自然的材质。维瑞尤中央酒店 
(Veriu Central) 提供现代化酒店住宿，距离悉尼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 
仅 300 米。维瑞尤其他位于悉尼的酒店遍布各地，包括坎珀当 
(Camperdown)、兰德威克 (Randwick)、百老汇 (Broadway) 和皮尔蒙特  
(Pyrmont)（2017 年底开业），以及中央铁路酒店 (Central Railway 
Hotel)。位于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和绿色广场 (Green Square) 的酒店

将于 2018 年开业。 

电话：+61 2 8669 3612（入境销售专线） 
www.veriu.com.au  

景点 

悉尼月神公园 (Luna Park Sydney) 
自从 1935 年开放以来，月神公园一直都是深受当地居民与游客欢迎的海

滨乐园。入口处高达九米的著名“大脸”是悉尼的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拍

照留念的热门地点之一。悉尼月神公园为游客提供经典的景观与旅行体

验、精彩的娱乐活动、丰富的悉尼港海滨餐饮选择，享受迷人的海港风

景。 

电话：+61 2 9922 6644 
www.lunaparksydney.com 

悉尼海洋生物水族馆 (SEA LIFE Sydney Aquarium) - 企鹅馆 (Penguin 
Expedition) 

悉尼海洋生物水族馆内的企鹅馆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入内体验的企鹅展览

馆，带领游客观赏气场强大的亚南极帝企鹅和巴布亚企鹅。在 6 摄氏度微

凉但很舒适的馆内，游客可乘坐橡皮船漂流，近距离观看企鹅聚居地，这

个聚居地的设计灵感来自太平洋麦夸里岛 (Macquarie Island) 上的企鹅自

然栖息地。悉尼海洋生物水族馆拥有 700 个物种的 13000 个动物，包括巨

大的儒艮、鲨鱼和大量热带鱼。 

电话：+61 2 8251 7836（入境销售专线） 
www.sydneyaquarium.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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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兰德威克赛马场 (Royal Randwick) 
作为世界上两大皇家赛马场之一，皇家兰德威克赛马场是悉尼首屈一指的

观赏纯种赛马、举办会议、展览和各类活动的绝佳选择。皇家兰德威克赛

马场由澳大利亚赛马会 (Australian Turf Club) 管理运营，紧邻悉尼市中

心、悉尼机场和库吉海滩 (Coogee Beach)。赛马场每年举办三大赛马嘉年

华，包括中国赛马节（2 月）、悉尼赛马嘉年华（4 月）和悉尼春季赛马嘉

年华（10 月），并提供不同风格、不同价位的一系列住宿与旅游选择。 

电话：+61 2 9663 8400 
www.australianturfclub.com.au 

悉尼山区树顶公园 (TreeTops Sydney The Hills) 

悉尼山区树顶公园拥有澳大利亚最大的高空绳索道，在高耸入云的大叶南

洋衫树林中设有 126 个挑战项目。这座探险公园提供一系列自助导览项

目，包括攀爬网、泰山秋千、猴子桥、悬浮筏、高空吊架、旋转梯和 20 条

滑索道。这些高空钢索项目为渐进式设计，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畅玩。公

园位于坎伯兰州立森林公园 (Cumberland State Forest) 内，距离悉尼市中

心只有短短 30 分钟车程。除极少数人群外，大部分身体健康的成人和三周

岁以上的儿童均可体验。 

电话：+61 455 296 366（入境销售专线） 
www.TreeTops.com.au 

巡游和水上活动 

全景游轮 (All Occasion Cruises)  
由家族拥有并管理的全景游轮 (All Occasion Cruises) 在悉尼海港运营游轮

项目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拥有一支由七艘游船组成的船队。MY 七星号 
(MY Seven Star) 是最具标志性、最优雅的超级游艇之一，为悉尼海港巡

游增添别样风采。游轮上配备豪华客厅、技术一流的客舱娱乐设施、飞

桥、定制设计 BBQ、宽敞的船尾甲板和按摩浴缸。另一艘豪华游轮 MY 水

瓶湾号 (MY Aqua Bay) 是长达 21 米的欧式运动型游轮，三个客舱最多可

容纳 6 名宾客入住。丰富多样的巡游套餐还可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满足

所有活动与体验的需求。游轮母港在位于皮尔蒙特的布莱克沃特湾码头 
(Blackwattle Bay Marina)，游客可选择在任何城市码头登船或下船。    

电话：+61 2 9809 5499  
www.aocruises.com.au  

Lets Go SUP 站立式桨板划水之旅 
Lets Go Surfing 冲浪学校推出了 Lets Go SUP——全新的悉尼站立式桨板

划水之旅 (Sydney Stand-Up Paddleboard Tour)。站立式桨板划水是一种

很好的旅行方式，以体验悉尼的平静海岸线、砂岩海湾和诸如拉彼鲁兹 
(La Perouse) 一样的隐秘海滩，包括卡梅植物学湾国家公园 (Kamay 
Botany Bay National Park)、马拉巴海滩 (Malabar Beach) 和法兰西人湾 
(Frenchman’s Bay) 等。每天提供 90 分钟小团队体验课程，包括所有装

备。还可提供私人定制课程和包团体验。  

电话：+ 61 408 404 609 
www.letsgosup.com.au 

 

皇家兰德威克赛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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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NSW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终极悉尼海港自然之旅 (Ultimate Sydney Harbour 
Nature Tour) 
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提供澳大利亚最丰富全面的大自

然体验。新南威尔士州的国家公园拥有众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雨林、美

丽怡人的沙滩和粗犷广袤的内陆，欢迎游客前来探索一系列精彩活动。悉

尼海港国家公园 (Sydney Harbour National Park) 现在在悉尼为游客提供

一项全新的专属体验。在半天的终极悉尼海港自然之旅中，游客可以登上

修复的古老渡轮来到丹尼森堡 (Fort Denison) 进行私人定制游览，午餐时

间前往克拉克岛 (Clark Island) 享用美味野餐。跟随新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

物管理局的私人向导，游客可以了解悉尼及其独特的自然环境。接送地点

位于悉尼歌剧院附近的曼欧沃码头 (‘Man o War’ wharf)。 

电话：+61 2 9995 6518 
www.nationalparks.nsw.gov.au 

魅影游轮公司 (Shadow Charters) 

搭乘舒适的 MV 魅影号 (MV Shadow) 游轮，探索悉尼举世闻名的地标。

MV 魅影号是一艘 23 米长的豪华游轮，可用来举办各类活动、私人聚会和

公司会议活动（最多 30 人）。精美的船舱、宽敞的甲板和三间卧室（每间

卧室都配备独立的浴室）让游客可以在海港上尽享奢华体验。游轮配备的

最新的博世音响系统、高速无线网络和娱乐系统，为游客带来无与伦比的

尊贵体验。 

电话：+61 414 999 000 
www.shadowcharters.com.au 

美食美酒 

Pilu at Freshwater 餐厅 

Pilu at Freshwater 餐厅坐拥悉尼北部海滩 (Northern Beaches) 的淡水海滩 
(Freshwater Beach) 美景，深谙海滨美食的精髓。餐厅开业已超过 12
年，因原汁原味的现代意大利美食、完善周到的服务和首屈一指的葡萄酒

单而远近闻名。如今，这间屡获殊荣的餐厅推出一系列体验套餐，欢迎游

客前来尝美食品美酒。在纵享美酒佳肴和海滨风景的同时，不妨认识一下

餐厅的大厨或品酒师，用照片记录美好时刻，了解出类拔萃的葡萄酒单和

以本地农产品为灵感的菜单。 

电话：+ 61 2 9938 3331  
 www.pilu.com.au 

文化美食之旅 (Taste Cultural Food Tours) – 舌尖上的唐人街 (A Taste 
of Chinatown) 

这个时长 3 小时的徒步之旅穿行于悉尼熙熙攘攘的唐人街，游客在大快朵

颐之余还能了解一些历史和文化。向导通过当地著名的文化符号和艺术品

讲述亚澳两地的移民和定居往事。游客可以品尝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的风味美食，随后参加传统的茶道仪式。游览每周二、周四和周六

提供；也提供私人定制行程。本游览项目与 Intrepid Urban Adventures 旅

游公司合作提供。 

电话：+612 417 206 323 
www.tastetours.com.au 

 

 

克拉克岛 
图片由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

理局提供 
 

 

MV 魅影号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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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联结之旅 (The Sydney Connection) 
悉尼联结之旅在萨利山 (Surry Hills)、达令赫斯特 (Darlinghurst) 和帕兹角

(Potts Point) 等悉尼市中心各地区提供美食徒步之旅。游览由公司经营者

兼当地导游玛丽·希恩 (Maree Sheehan) 全程陪同，带领游客前往悉尼人

常去的场所，体验绝佳美食、优质服务和卓越设计。每次徒步之旅限于 2-
10 人参加；一共探访 4 个地点，每个地点品尝一道菜和搭配葡萄酒。美食

徒步之旅每周二至四以及周六晚上出发，结束时搭乘优步出租车返回市中

心酒店。 

电话：+61 435 050 367 
www.thesydneyconnection.com.au 

游览 

列王旅游集团 (AAT Kings) – 夜色悉尼之旅 (Sydney by Night) 

在这个每日提供的 3 小时夜游活动中，游客可以近距离欣赏悉尼的著名地

标景点，探索悉尼一些最生动有趣的街区。穿过悉尼海港大桥，欣赏悉尼

歌剧院拱形桥结构的帆船造型，驻足港畔饱览悉尼海港全景，了解澳大利

亚第一个欧洲定居点——岩石区 (The Rocks) 的历史往事。沿途还可以走

进哈里的车轮咖啡厅 (Harry’s Cafe de Wheels) 品尝经典的澳式馅饼，前

往岩石区历史悠久的 The Glenmore 酒吧喝一杯清爽饮料。 

列王旅游集团 (AAT Kings) – 澳洲农场与美食美酒之旅 (Aussie Farm, 
Food and Wine Trail) 

这个独特的一日游行程由列王旅游集团独家提供。游客可以游览果园，还

可以前往距离悉尼仅 70 分钟车程的托布鲁克 (Tobruk) 绵羊牧场。行程亮

点有开拖拉机、采摘核果（11 月至 1 月）、用篝火做硬面包和泡比利茶、

观看赶绵羊和剪羊毛表演。中午在牧场品尝原汁原味的澳式午餐，随后前

往提扎纳酒庄 (Tizzana Winery) 品鉴葡萄酒和奶酪。本行程从悉尼出发，

每周两次。 

电话：+61 2 9028 3518（入境销售专线） 
www.aatkings.com  

澳洲豪华悠游公司 (Australian Luxury Escapes) – 悉尼徒步旅程   
澳洲豪华悠游公司提供一系列精彩新颖的徒步导览行程，带领游客探索悉

尼最为引人入胜的区域，包括市中心、岩石区 (The Rocks)、库吉 
(Coogee) 和邦迪 (Bondi)、曼利海滩 (Manly Beach)、沃森斯湾 (Watsons 
Bay) 和巴尔莫勒尔 (Balmoral)。客人在入住的酒店与导游会合后，便可开

启私人定制的徒步导览，使用悉尼丰富的交通工具四处畅游。可以搭乘渡

轮跨越海港、乘公共汽车到达海滩、在海角徒步，像当地人一样探索美丽

的悉尼。行程提供饮用水和点心，还有专业讲解。 

电话：+61 2 9980 8799  
www.australianluxuryescapes.com  

 
 
悉尼联结之旅 
图片由悉尼联结之旅公司提供 
 
 

 

夜色悉尼之旅   
图片由列王旅游集团提供 
 
 
 
 

 
 
赶绵羊表演，澳洲农场和葡萄酒体验  
图片由列王旅游集团提供 
 
 
 

 

悉尼徒步旅程 
图片由澳大利亚豪华悠游公司提供 

更新至 2017 年 4 月 1 日  

http://www.thesydneyconnection.com.au/
http://www.aatkings.com/
http://www.australianluxuryescapes.com/


澳洲探险旅游公司 (Barefoot Downunder) 
8 字湖海滨探险之旅 (Figure 8 Pools Coastal Adventure Tour) 带领游客来

到皇家国家公园 (Royal National Park)，距离悉尼以南约 45 分钟车程。这

个一日游行程包含海滨远足、在自然岩石水潭和泻湖中畅泳、探访美丽海

滩、邂逅野生动物，和美味的野餐午餐。此行程要求游客具备中等至高水

平的身体条件，仅在低潮、低长涌和天气条件安全的时候提供。 

电话：+61 2 9664 8868  
www.barefootdownunder.com.au  

文化探索徒步之旅公司 (Culture Scouts Walking Tours) 
文化探索徒步之旅公司带领游客认识当地人眼中的悉尼市中心和多个文化

中心，体验丰富的文化、可口的美食和引人入胜的当地历史。公司的旅游

线路时长 3 小时，专为渴望了解和体验悉尼多元生动的艺术和饮食文化的

徒步旅行者和国际游客设计。跟随亲切友善的导游穿行在悉尼市中心、齐

本德尔 (Chippendale) 郊区、新镇 (Newtown)、雷德芬 (Redfern) 和萨利

山 (Surry Hills) 的美术馆、咖啡馆、商店和酒吧，聆听导游精彩全面的讲

解，收获新的知识和启发。 

电话：+ 61 2 9016 5531 
www.culturescouts.com.au 

DJB 摄影之旅 (DJB Photography) 

通过精彩的摄影导览之旅，探索悉尼的热门景点，学习如何使用数码相机

拍出最美的照片。历时 2 小时的游览面向初学者、旅行者和探索者，由一

位摄影老师全程陪同，手把手指导游客摄影技巧，效果立竿见影。每团最

多接待 8 人，任何类型的数码相机均可使用。在游览过程中，游客将学习

如何运用快门速度、光圈，以及如何控制光线。 

电话：+ 61 3 9028 5103 
www.school.djbworldphotography.com/sydney-photography-walks/  

超越之旅公司 (Go Beyond Tours) - 北部海滩与库灵盖之旅 (Northern 
Beaches & Ku-ring-gai Tour) 
超越之旅公司让游客有机会探索悉尼的北部海滩 (Northern Beaches)，感

受原始的丛林体验，探访澳洲著名电视剧《聚散离合》(Home & Away) 的
拍摄地棕榈海滩 (Palm Beach)。午餐在棕榈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Palm 
Beach Golf Club) 享用，从这里的露台可以欣赏到皮瓦特 (Pittwater) 水域

的优美风景。下午探访北角 (North Head) 的众多观景台和海滩，悠闲漫

步，之后搭乘著名的曼利 (Manly) 渡轮返回悉尼市。行程包含 12 座空调迷

你大巴、上午茶、午餐、渡轮船票和景点门票，早晨提供悉尼各大酒店接

车服务。公司还提供其他地区的旅游行程，包括蓝山 (Blue Mountains)、
中央海岸 (Central Coast) 和悉尼市区。 

电话：+61 429 657 686 
www.gobeyondtours.com.au 

 
 
澳洲探险游 
图片由澳洲探险游公司提供 
 
 

 

内西区之旅 
图片由文化探索徒步之旅公司提供 
 
 
 

 

DJB 风景摄影研习会 
图片由 DJB 摄影之旅提供   
 
 
 

 

棕榈海滩 
图片由超越之旅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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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Y 室内跳伞中心 (iFLY Indoor Skydiving) 和澳大利亚狂野骑行之旅公

司 (Wild Ride Australia) – 终极刺激体验之旅 (Ultimate Adrenaline 
Experience) 
iFLY 室内跳伞中心和澳大利亚狂野骑行之旅公司现在携手在悉尼提供终极

刺激体验之旅。行程从悉尼或蓝山 (Blue Mountains) 出发，游客将骑着哈

雷戴维森 (Harley Davidson) 摩托车或 Chopper 4 三轮摩托车沿途游览，

然后抵达彭里斯 (Penrith)，体验 2 种室内跳伞。在肾上腺素飙升的跳伞体

验结束后，安排游客返回。套餐包含全套装备和安全讲解。 

电话：+61 2 9623 8338 
www.wildride.com.au 

自然养生之旅公司 (Nurtured Tours) 

这家位于悉尼的旅游公司提供独具特色的旅游行程，均以健康、养生和自

然之美为重点。从参观精油庄园和私人疗养度假村，到探访澳洲健康养生

厂商，我们带领游客体验养生之旅，游客还可以直接从厂商处购买健康养

生产品。一系列体验项目包含购物之旅 (Shopping Tours)、自然之旅 
(Nature Tours)、美食美酒之旅 (Food and Wine Tours)、水疗养生度假村

之旅 (Spa and Wellness Retreats)，以及对教育机构、公司和地方政府进

行技术参访。游览可提供英语、普通话、广东话、日语、韩语和阿拉伯语

服务。 

电话：+61 2 9552 9967 
www.nurturedtours.com.au 

耀辉定制旅游公司 (Splendour Tailored Tours) 

耀辉定制旅游公司是悉尼一家提供私人定制行程的旅游公司，为眼光敏锐

的旅行者提供高端定制之旅、独一无二的体验和个性化的行程。游客可以

选择一系列既有行程，前往猎人谷 (Hunter Valley)、蓝山 (Blue 
Mountains)、南部海岸 (South Coast)、皇家国家公园 (Royal National 
Park)，也可以参加备受欢迎的耀辉悉尼观光之旅 (Sydney Sightseeing 
Splendour Style)。不仅如此，公司还可根据游客的品味设计个性化的行程

体验。 

电话：+61 416 881 434 
www.splendourtailoredtours.com.au 

悉尼板球和运动场信托 (Sydney Cricket and Sports Ground Trust) 
悉尼板球场徒步导览 (Sydney Cricket Ground Guided Walking Tour) 

悉尼板球场徒步导览提供 1.5 小时的体育赛区幕后之旅，探访悉尼板球场 
(Sydney Cricket Ground)、安联体育场 (Allianz Stadium) 和悉尼板球场博

物馆 (SCG Museum)。作为悉尼体育赛事的主要举办地，国际运动健将们

在这里进行各类比赛，包括板球、橄榄球、足球等，参赛者包括橄榄球联

合会 (Rugby Union)、橄榄球联盟 (Rugby League) 和澳大利亚澳式足球联

盟 (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 等。游览过程中，游客可以聆听经验丰富

的向导讲述有关球员、观众和比赛的奇闻趣事；坐在运动员更衣室内，体

验一下许多世界体育传奇人物在这里为其职业生涯高光时刻进行准备的感

觉；还可以参观悉尼板球场，走一走安联体育场的运动员通道。 

电话：+61 2 9380 0377 
www.scgexperience.com.au  

 

ii
iFLY 室内跳伞体验 
图片由 iFLY 室内跳伞中心提供  
 
 

 

自然养生之旅 
图片由自然养生之旅公司提供 
 

 

 

耀辉定制旅游公司游艇体验 
图片由耀辉定制旅游公司提供 
 
 
 

 
 
悉尼板球场徒步导览：澳大利亚板球名将 Steve 
Waugh 雕塑，  
图片由悉尼板球和运动场信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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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皇家豪华轿车租赁公司 (Royale Limousines)：皇家 VIP 私人定制之旅 
(Royale VIP Private) 
皇家豪华轿车租赁公司提供配备司机的豪华轿车租赁、定制旅游汽车、大

型运客车辆和高性能自驾跑车等。公司成立于 1989 年，在悉尼开展业

务，并在全澳拥有广泛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网络，为个人、伴侣、家庭、

小型团队和奖励旅游团提供多种类型的车辆租赁服务。 

皇家 VIP 私人定制之旅 (Royale VIP Private) 提供悉尼和新南威尔士州其

他地区的高端豪华旅游出行体验。公司员工深谙豪华旅游市场，且人脉广

泛。公司的一项奢华体验是劳斯莱斯悉尼之旅 (Sydney Rolls-Royce 
Tour)，客人可以舒适地乘坐由专业司机驾驶的劳斯莱斯幻影 (Rolls Royce 
Phantom) 豪华轿车，前往悉尼的高级购物中心、海滩、餐厅和高尔夫球

场，享受尊贵礼遇。 

电话：+61 2 8507 6828 
www.royalelimousines.com.au 
www.royalevip.com.au 

旅游服务 

安心之旅公司 (Secure Tours and Travel) 
安心之旅公司总部位于悉尼，并在澳大利亚各地设立办事处，专门为国内

外游客以及活动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公司主要关注豪华高端体验和专业的

安全与保障，致力于为资深人士规避风险。具体服务包括：私人保镖贴身

保护、私人礼宾和陪护、物流和机场护送等。还可以为体育团队、运动员

个人、教育团队、企业代表团及其家人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电话：+61 2 9525 0057        
www.securetour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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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豪华轿车租赁公司 
图片由皇家豪华轿车租赁公司提供 

 

 

 

 

 
安心之旅公司员工 
图片由安心之旅公司提供 

 

更新至 2017 年 4 月 1 日  

http://www.royalelimousines.com.au/
http://www.royalevip.com.au/
http://www.securetours.com.au/

	住宿
	www.sofitel.com
	帕兹角斯派瑟斯酒店 (Spicers Potts Point)（于2017年7月开业）
	维瑞尤酒店和套房集团 (Veriu Hotels & Suites)

	悉尼最新
	旅游产品
	景点
	悉尼月神公园 (Luna Park Sydney)
	皇家兰德威克赛马场 (Royal Randwick)

	巡游和水上活动
	全景游轮 (All Occasion Cruises)
	Lets Go SUP站立式桨板划水之旅
	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NSW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终极悉尼海港自然之旅 (Ultimate Sydney Harbour Nature Tour)

	美食美酒
	悉尼联结之旅 (The Sydney Connection)

	游览
	澳洲豪华悠游公司 (Australian Luxury Escapes) – 悉尼徒步旅程
	澳洲探险旅游公司 (Barefoot Downunder)
	文化探索徒步之旅公司 (Culture Scouts Walking Tours)
	超越之旅公司 (Go Beyond Tours) - 北部海滩与库灵盖之旅 (Northern Beaches & Ku-ring-gai Tour)
	iFLY室内跳伞中心 (iFLY Indoor Skydiving) 和澳大利亚狂野骑行之旅公司 (Wild Ride Australia) – 终极刺激体验之旅 (Ultimate Adrenaline Experience)

	交通
	皇家豪华轿车租赁公司 (Royale Limousines)：皇家VIP私人定制之旅 (Royale VIP Private)

	旅游服务
	安心之旅公司 (Secure Tours and Tra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