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墨尔本
奖励旅游策划者
指南

指导您制订激动人心、
独一无二的奖励旅游计划，
以奖励您的团队畅游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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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墨尔本

墨尔本会议局（MCB）
我们的城市
墨尔本活力四射、人口多元、气候温和、生活品质卓
越，是会议组织、会展策划和参会者的理想目的地。
城市井井有条，交通便捷，设施一应俱全。墨尔本荣
获2016年世界旅游大奖“澳大拉西亚区领先会展目
的地”。
这座城市不仅拥有历史建筑，更拥有摩登大厦，隐秘
的巷道、美丽的绿化、丰富的景点以及各色精致美食
美酒，使墨尔本成为探索与发现的天堂。
另一大亮点是这座城市无以伦比的大型节庆活动。
墨尔本是众多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地，如澳大利
亚 网 球 公 开 赛 （ Au st ra l i a n O p e n Te n n i s ） 、
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澳大利亚站（Formula 1
Australian Grand Prix）、春季墨尔本杯赛马嘉
年华（Spring Racing Carnival featuring the
Melbourne Cup）、墨尔本美食美酒节（Melbourne
Food and Wine Festival）、墨尔本时装节
（Melbourne Fashion Festival）及更多。

墨尔本会议局（MCB）拥有超过40年的行业经验，
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经济商务发展机构。其核心
职能是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协会、企业机构和活动策划
者合作，致力于确保维多利亚州国际和国内会议、奖
励旅游项目和其他商务活动的落地。
作为维多利亚旅游局的一个分支，墨尔本会议局与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市、墨尔本会展中心及超
过250家行业伙伴在内的私人企业展开合作，致力于
为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州带来卓越而令人难忘的商务
活动。
我们协同合作致力于每一个竞标，为您的商务活动
夺身定制方案，以确保代表团在这座令人惊叹的城
市拥有最佳体验，也为各大组织机构带来真正的商业
成果。
我们成功的“墨尔本团队”方式使墨尔本会议局为客
户及代表团提供卓越出色的活动，创造出超越活动本
身的长久影响力。

墨尔本会议局将如何帮助您
墨尔本提供满足所有兴趣、文化和需求的奖励
旅游方案，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墨尔本市及风
景秀丽的周边地区为各种规模的团体打造充满
参与性、激发灵感的奖励旅游项目。
墨尔本为代表团提供了全年的节庆活动，娱乐
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我们的团队可帮助奖励旅游策划者提供：
• 住宿和场馆推荐
• 协调场地勘察
• 社交项目、奖励旅游行程样板和提案准备
• 推荐供应商和承包商资源以及地接社
• 推广和市场营销支持
•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 海关和入境手续

这里拥有屡获殊荣的基础设施、世界一流的知识中
心、供应商协作网络以及为代表团提供的许多有趣的
活动，欢迎来到墨尔本举办您的下一次会议或商务
活动。

墨尔本会议局在下列五个国家设有职员代表，提供全方位服务。
总部－墨尔本
电话 +61 3 9002 2222
邮箱 info@melbournecb.com.au

纽约－Myriad市场营销
电话 +1 212 206 7632
邮箱 northamerica@melbournecb.com.au

伦敦
电话 +44 ( 0 ) 20 7836 7766
邮箱 europe@melbournecb.com.au

吉隆坡
电话 +6012 884 8388
邮箱 kualalumpur@melbournec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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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JCIM潔心MICE行銷
电话 +86 21 5569 7757
邮箱 shanghai@melbournec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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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旅游目的地 –
墨尔本

墨尔本连续七年被评为世界最宜居
城市并非偶然。
这一卓越的城市在大型活动、艺术、文化、体育和基
础设施方面都一路领先，不仅有一年一度的大型活
动、节庆和演出，更有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及世界一
流的餐厅。
焕 发 活 力 、设 施 便 捷 、热 情 好 客 – 墨 尔 本 为 您 带
来 变 化 多 端 的 专 属 体 验，满 足 所 有 奖 励 旅 游 团 体
需求。
墨尔本及维多利亚周边地区的旅游团体活动丰富多
彩，无论是50人还是1000人的旅游团体，唯一的挑
战就是缩小选择范围！
在这座城市，代表团可以制作自己的街头艺术作品，
在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澳大利亚站（Australian
Formula 1 Grand Prix）的赛道上参加汽车拉力赛，
制作自己的精美发饰，参加弗莱明顿（Flemington）
活动中心的比赛或和当地的咖啡达人一起探索墨尔本
的咖啡文化。

组 织 奖 励旅 游团队 到 墨尔本参加 会 议非常简单，仅
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就拥有80多个独一无二
的场馆。旅游团队可以选择感受海滨风光、欣赏壮观
的天际线景观、畅享令人愉悦的户外空间及最佳的美
食 和娱 乐活 动。墨尔本及 周边 地区随处可见舒 适 且
设 施完 善的酒店 和 各 式住宿，宾客也可 至附近的休
闲场所休憩，享受令人重焕活力的服务。
墨尔本 不断 创 新 和进 步，其 城 市定位一直 是中国奖
励旅 游团队 的首选目的地 。墨尔本致 力于 让中国游
客 感 到 宾 至 如归，来自我们行业合作 伙伴 都已做 好
“为中国服务”的准备。其中包括提供中文客服、员
工 文化 理 解 培 训、中文现 场标 牌 和中文 旅 游资 料 等
措施。请阅读“China Ready 为中国服务”页面了解
更多信息。

享受奖励体验
• 体验墨尔本350场年度盛事之一
• 在世界百强餐厅用餐
• 在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80多个独特活
动场馆做出选择
• 发现墨尔本以外的10个不同地区
• 乘坐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电车网络 - 在中央商
务区（CBD）内免费
• 在南半球最大的购物中心查斯顿购物中心尽
情购物
• 体验四季畅玩的八大滑雪场和世界着名的冲
浪海滩

现在开始您的旅程吧，翻开这份指南，畅想真正难忘
的墨尔本奖励之旅。
我们期待着您来到墨尔本。

开车1小时到达风景如画的维多利亚周边地区，代表团
能体验到更多的乐趣，比如在地下观赏小企鹅归巢，
乘坐直升机游览十二使徒岩（Twelve Apostles），
在丘吉尔岛（Churchill Island）剪羊毛体验澳洲
的农场生活，在希勒斯维尔保护区（Healesville
Sanctuary）抚摸鸭嘴兽，或乘坐热气球参观漂亮的
亚拉河谷（Yarra Valley）葡萄酒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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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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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来自世界哪个角落，前往墨尔本非常便
捷。机场是全国唯一全天开放的主要设施，距
市中心仅25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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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机场
墨尔本机 场距离墨尔本市中心25公里，途经高速公
路开车约25分钟可到达。
墨尔本机场全年无歇运作，无宵禁。国内和国际航站
楼综合在一起，为乘客提供了最大的灵活度，可以更
好地安排国内和国际旅行。
所有航站楼都配备标准无障碍设施、停车场和零售设
施，除此之外，墨尔本机场还可以提供专门团队服
务，包括主要到达/出发日期的旅游服务台；到达大厅
和行李提取厅的电子欢迎屏幕，以及主要航站楼区域
的欢迎标牌和展示。语言支持; 贵宾欢迎与接机服务；
路边停靠乘客上下车服务。其它机场推广机会也可
安排。
请访问：melbourneairport.com.au

墨尔本机场首个现收现付的贵宾休息
室 – 马哈巴（Marhaba）候机室
墨尔本机场于2017年9月建成，在T2国际航站楼
首次推出了现收现付的贵宾休息室，名为“马哈巴
（Marhaba）”候机室。该贵宾室为国际旅客提供
长达四小时的贵宾休息室服务，包括Hudsons咖
啡、单点菜单、休闲座椅、淋浴设施、专用商务区和
大型餐厅。
请访问：marhabaservices.com/english/ourlocations/melbourne-airport

机场巴士（Skybus）– 墨尔本市区
快捷巴士
机 场巴士（Skybus）往 返于墨尔本机 场和位于市中
心 的南十字 星 火车 站（Southern Cross Railway
Station）之间。机场巴士365天全年无休，一天24小
时运行，白天每10分钟发车一次，平均行驶时间仅为
20分钟，单程票价为18澳元，价格低廉。所有乘客可
享受免费市内酒店接送服务。公司或者会议团体也可
选择定制的票务和包车服务。
墨尔本机场巴士独家运营商SkyBus最近推出了一项
新服务，开通了南岸（Southbank）及达克兰滨海
港区（Docklands）至机场。墨尔本国际机场快线
（Southbank Docklands Airport Express），惠
及当地居民、企业及酒店经营者。新快线已正式投入
使用，运营时间为7:00至19:00，工作日每30分钟一
班，周末每小时一班。

公共交通
墨尔 本 拥有世界最 大 的 有 轨 电 车系 统 之一，方便 游
客 游 览 城 市。为了增 添 便 利 性，墨 尔 本 市中 心 的 电
车游 客 都可免费乘 坐。大 都会电 车 和火车服 务 运营
时间是 周一至 周四的5:00至24:00，周五和周六晚
上的运营时间会 延长。墨尔本的巴士交 通网还 拥有
300多条线路，途径郊区，而且连接各火车站点，方
便游客换乘。
Myki智能卡票务系统覆盖了墨尔本所有火车、电车和
巴士等交通系统。游客们可以购买myki卡套餐，随
附一张交通卡、小巧的地图，并可享受部分热门景点
折扣。
请访问：ptv.vic.gov.au

出租车服务
墨尔本机场的出租车和Uber每天24小时运营。到市
中心单程需要20-30分钟，具体因出行时间而异。
请访问：
melbtaxi.com.au
13cabs.com.au
uber.com

请访问：skybu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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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交通四通八达，极为便利，
会议代表们可以轻松愉快地游览市
区及周边地区。

免费环城电车

亚拉河巡游

环城电车（City Circle Tram）途经墨尔本各大美景
及热门景点，在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
滨海港湾（Harbour Esplanade），达克兰道
（Docklands Drive）或斯普林街（Spring Street）
上，代表团可以在任何有专门标志的站点搭乘电车。有
轨电车轨道是标志性的W级轨道，为乘客提供历史性
的体验，沿途景点配有自动讲解器。

亚拉河（Yarra River）穿城而过，濒临海湾，乘船游
览墨尔本是一种绝佳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乘坐墨
尔本水上出租车或从南岸出发的观光邮轮，甚至还
可以定制自己的行程，包船前往游览达克兰滨海港区
（Docklands）。

请访问：ptv.vic.gov.au

新墨尔本市区游客服务 - 南十字星
（Southern Cross）

完美的步行城市
墨尔本城市布局紧凑，易于游客步行游览。墨尔本
市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步行指南，帮助游客徒步探索
城市。
请访问：whatson.melbourne.vic.gov.au/
visitors/WalksItineraries

骑行墨尔本
墨尔本已经实行了共享单车计划，允许游客付费使用
共享单车，市中心附近一共有600辆单车和50个停
放点。市区有专用的自行车道和超棒的公路自行车道
网，覆盖了许多美丽的景点，使得城市骑行变得非常
容易。TravelSmart地图可提供骑行路线、道路规则
等信息。

请访问：melbournewatertaxis.com.au

墨尔本著名的城市形象大使们已经将服务范围扩大
到了南十字星站（Southern Cross Station）的
两个重要地点，以帮助游客识别方向，并提供游
览建议。新的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南十字星火车站
（Southern Cross Railway Station）旁，在伯克商
业街（Bourke St）和斯宾塞街（Spencer St）交汇
处的一个售货亭内。
请访问：whatson.melbourne.vic.gov.au/visitors/
services/Pages/Visitorservices.aspx

请访问：melbournebikeshare.com.au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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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体验

从乘坐热气球俯瞰壮观的城市美景，到体验与澳洲野生动物近距离会面，以及享受墨尔本顶级美食和葡萄酒，来
到这个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足以满足奖励您的团队，并留下长久美好的回忆。
墨尔本或亚拉河谷热气球飞行
墨尔本热气球飞行为游客提供1个小时的观赏日出之
旅。您的团队将从空中观赏城市壮丽景色。飞行之
后，游客可选择于五星级铂尔曼公园酒店，享用自助
早餐和香槟。热气球旅程中还有解说，让游客了解热
气球飞行的各种因素：气象、高度、导航、设备和空
中交通管制。这是探索墨尔城市美景的独特方式。
亚拉河谷热气球套餐可供您选择，让您的团队从高空
俯瞰亚拉河谷葡萄酒产区的美丽景色。
请访问：globalballooning.com.au

墨尔本街头艺术旅游团+街头艺术工
作坊
墨尔本的街头艺术国际闻名，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
前来体当地创新氛围。参加当地充满乐趣和教育性的
街头艺术旅游团，您便可以满足探索这门艺术的好奇
心。对本地无所不知的导游会将藏在墨尔本的珍宝一
一展现出来。
带领您的团队体验独特的有艺术性的旅行，旅行的同
时，能够接触到新的思想，形状，颜色和各种场合的
文化。探索墨尔本小巷里隐藏的秘密，这里充满街头
艺术和涂鸦，同时让您的团队参与很棒的团建活动，
在艺术工作坊合作。最后还可以将墨尔本艺术品带回
装饰他们的办公空间。

澳大利亚一级方程式大奖赛
（Australia Formula One Grand
Prix）贵宾体验
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澳大利亚站是最具魅力的体育
和社会盛事之一。2018年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澳
大利亚站对游客来说将是一次绝佳的体验，既是世界
级的娱乐活动，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交机会。一系列
的设计时尚的公司套房配有全新阵容的墨尔本顶级大
厨，在非常独特的氛围中为您的员工带来无与伦比的
奖励体验。
您可以在私人或共享的套房中策划会议，房型选择面
广，而且还有专门团队根据您的需求定制活动。
请访问：grandprix.com.au

请访问：melbournestreetto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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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莱明顿活动中心（Flemington
Event Centre）参观比赛 – 参加女
帽工作坊（Millinery），与酋长杯
（Emirates Cup）奖杯合影等等。
弗莱明顿赛马场（Flemington Racecourse）因举办
弗莱明顿墨尔本杯嘉年华（Flemington Melbourne
Cup Carnival）而闻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赛车
爱好者和游客。弗莱明顿（Flemington）日益继续
接待大量独特的企业和奖励旅游活动，全年吸引海外
市场团体。它不仅仅是赛马场和赛马俱乐部，弗莱明
顿（Flemington）也是一个世界级的娱乐功能场所。
在弗莱明顿（Flemington）举办一场独一无二的活
动来奖励您的员工，员工们在这里有很多选择，参加
女帽制作课程，制作自己独特而时尚的礼帽，并与
令人垂涎的阿联酋墨尔本杯（Emirates Melbourne
Cup）奖杯合影留念，体验“赛日夜晚”主题活动或
在观看驯马表演的同时享用日出早餐。这将是一场难
忘的观赛体验。
请访问：flemington.com.au

罗富酒庄 –“舞台美食”
罗富酒庄（Rochford Wines）位于亚拉河谷（Yarra
Valley）的中心，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只有一
个小时的车程。这里有世界一流的酿酒设施、备受赞
誉的美食佳酿和灵活的空间，为您的活动带来难以磨
灭的回忆。您可以选择风格多样的空间，俯瞰绿色草
坪的餐厅、轻松愉悦的阴凉庭院区，可观赏山景的户
外露台或设在湖上的甲板餐厅The Deck。较小的私
人房型也可用于小型会议。酒庄可容纳10至500位宾
客，为不同规模的团队提供独特的套餐，您还可以根
据您的要求定制套餐。
罗富酒庄还提供全新的“舞台美食”体验，非常适合
奖励旅游团体。当地美食佳酿完美搭配，宾客可以欣
赏亚拉河谷（Yarra Valley）葡萄园壮丽的日落美景。
请访问：rochfordwines.com.au

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 澳大
利亚野生动物的天堂
奖励您的团队来探索菲利普岛自然公园（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s）。这是不同寻常的奖励旅游目
的地，有四个主要景点，游客能够体验南极之旅，沉
浸在世界之极的大陆，还能看到著名的澳洲企鹅。
世界著名的企鹅归巢（Penguin Parade）
游客有不同的方式观看小企鹅，可以容纳多达4000
人的大型团体同时观看。
诺比司角（The Nobbies Centre）
诺比司角（The Nobbies Centre）的南极之旅适合
多达400人的团队。
丘吉尔岛传统农庄场
（Churchill Island Heritage Farm）
丘吉尔岛传统农场（Churchill Island Heritage
Farm）面积有57公顷，非常特别。游客可以组团观
看括挤奶，剪羊毛，马鞭表演、牧羊犬放牧和铁匠锻
造等。这里也是举办晚宴的完美场所，能够容纳多达
5000位宾客。
考拉保育中心（Koala Conservation Centre）
在原生栖息地里近距离观察澳大利亚标志动物，
考拉。
请访问：penguin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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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芬山（Sovereign Hills）– 逃离
城市，到一个真正无与伦比的活动
场地
疏芬山（Sovereign Hills）位于历史悠久的巴拉瑞特
市（Ballarat），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有90分钟车
程，距离墨尔本机场有70分钟车程。无论是100人的
团队建设活动还是4000人的奖励旅游计划，疏芬山
都可以自信地承接活动。疏芬山将澳大利亚19世纪50
年代的淘金热（Gold Rush）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游
客会感觉像是踏入了旧时光。这里曾多次荣获维多利
亚州和国家级旅游奖，还曾三次获得“澳大利亚主要
旅游景点”殊荣，最近再次登上了维多利亚州2016年
度重要旅游景点的名单。
疏芬山酒店（Sovereign Hill Hotel）内提供住宿，
有各式各样的房型选择，包括刚整修了的总督房
（Governor’s Rooms）和疏芬山房（Sovereign
Rooms），配有免费的WIFI和全套热食早餐。

菲利普岛汽车大奖赛卡丁车赛道
在菲利普岛体验一天的曼妙风光，邂逅野生动物之
后，是时候一场冒险了。奖励您的团队来到澳大利亚
汽车大奖赛卡丁赛道体验赛车乐趣。
车手启动引擎。在菲利普岛汽车大奖赛赛道驾驶最先
进的卡丁车感受轰鸣声。您不仅可在赛道疾驰，更可
享受南环赛道上的悬崖峭壁和惊险海岸线。把油门踩
到底，直接将冠军奖杯捧回家。
快带领您的团队加入这场令人振奋的冒险，他们可
以一边沉浸在菲利普岛起伏的山丘、险峻的悬崖和
蔚蓝大海之中，一边过一把冠军瘾。这样的机会不容
错过。
请访问：phillipislandcircuit.com.au/family-fun/
go-karts

享受时尚之都查斯顿购物中心
（Chadstone）的游客休息室
时尚之都查斯顿（Chadstone）购物中心是南半球
最大的购物中心，也是世界级的时尚娱乐中心。查
斯顿拥有超过550家商店，设计师精品店和30多家
奢侈品牌店，包括华伦天奴（Valentino），路易威
登（Louis Vuitton），普拉达（Prada），蒂芙尼
（ Ti f fa ny ＆Co ） ， 香 奈 儿 （ C h a n e l ） ， 赛 琳
（Celine），纪梵希（Givenchy），芬迪（Fendi），
Jimmy Choo，迪奥（Dior）和罗意威（Loewe）。
查斯顿离市中心仅有25分钟路程，在联邦广场
（ Fe d e ra t i o n S q u a re ） 和 皇 冠 赌 场 （ C row n
Experience）可以乘坐免费时尚班车前往。该购物
中心拥有众多令人垂涎的国际餐厅、休闲食铺以及小
吃店，我们这里只有最棒的美食。您可以来感受一下
HOYTS电影城或澳洲首个也是唯一的乐高探索中心。

带上您的团队，来探索澳大利亚的淘金时代（Gold
Rush Era）。

查斯顿为游客提供专属购物护照服务，特色是给予您
的贵宾超过100种独家特惠，并提供多语种指南，名
录和地图，以及即将开业的游客休息室。

请访问：sovereignhill.com.au

请访问：chadsto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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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大洋路的每个角落
快来开启属于您的大洋路冒险之旅吧，体验世界上最
迤逦的海岸自驾游之一。243公里的行程可观赏到高
耸入云的十二门徒岩石，近距离接触当地野生动物，
欣赏海浪拍岸、海滨村庄、原始雨林和烟雾缭绕的瀑
布。您可以走出户外，去丛林徒步，去大海冲浪，参
加山地自行车探险。您也可以选择文化路线，参观画
廊、博物馆和历史遗迹等。
大洋路探险千万不要错过：
• 十二门徒石 – 这些著名的岩石矗立在海岸线上，从
大海伸向天空，足足高达70米。，这些古老的石灰
岩是缤纷的峡谷地貌和壮丽的悬崖峭壁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 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 – 在塔丘的死火山附近可以
近距离接触考拉、鸸鹋和袋鼠。
• 奥特韦国家公园 – 在这里，您可以观赏澳大利亚最
美的雨林风光，在参天大树下漫步，探索美丽的瀑
布，亲眼目睹梅尔巴峡谷的萤火虫。您也可以沿着
奥特韦角的海岸线，在僻静的海滩上漫步。

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Melbourne
& Olympic Parks）和罗德·拉沃竞
技场（Rod Laver Arena）之旅

月光之旅野生动物保护园
（Moonlit Sanctuary Wildlife
Conservation Park）

不妨来澳网公开赛（Australian Open）冠军参赛的
同一场地举办您的下一次活动吧。玛格丽特·考特体育
馆（Margaret Court Arena）将会是您举办晚宴，
奖励旅游活动或鸡尾酒会的理想场所。该体育馆的馆
顶可以在5分钟内打开或者关闭，因此您可以选择在星
空下举办活动或者是作为雨天的室内后备场所。

月光之旅野生动物保护园（Moonlit Sanctuary
Wildlife Conservation Park）邀请您来探索面积为
10公顷的丛林、邂逅濒临灭绝的物种，喂食大袋鼠、
沙袋鼠和触摸考拉，欣赏五颜六色的鸟类、爬行动
物、澳洲野犬和许多其他动物。

您不妨在活动前到世界闻名的罗德·拉沃网球场（Rod
Laver Arena Tennis Court）参观一圈，或者来艺术
展球场打一场网球赛呢？
这里能接待20人至2000人的团体，空间灵活，能为
宾客准备让人眼前一亮的布置。
请访问：mopt.com.au

夜里，因为著名的亮灯之旅，月光之旅保护园热闹起
来了。夜出活动的鸟儿非常活跃、羽尾小鸟和黄腹大
鸟在四周飞翔，还有濒临灭绝的袋鼬、小型沙袋鼠和
草原袋鼠四处觅食。
一生一次的体验有：
• 抱一抱考拉
• 与澳洲野犬玩耍
• 抱猫头鹰
• 幕后游览
月光之旅野生动物保护园可以接待2-100人等规模不
等的旅行团体。园内有一个很大的礼品店，里面出售
澳大利亚本土制作的礼品和纪念品。园内还有一个咖
啡馆，可以提供便餐和茶点，包括迎合亚洲人口味的
食物。
请访问：moonlitsanctuar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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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即将开启的
全新体验

说到墨尔本的全新景点，定不会让人失望。2018年您将会看到新的文化展览、体育赛事，以及自然和探险景点，
这些都将使墨尔本保持其作为奖励旅游团体首选的目的地的定位。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GV）冬季
杰作

墨尔本城市冲浪乐园（URBNSURF
Melbourne）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GV）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
久，参观人数最多的美术馆。来自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的巨著展览会备受人们期待。展览会上，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将会独家展示一些著名艺术家作
品，这些艺术家包括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萨
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

2018年初，澳大利亚首个冲浪乐园将在墨尔本机场附
近建成，全年为业余和专业冲浪者提供冲浪体验。墨
尔本城市冲浪乐园采用先进的造浪技术，配备LED泻
湖照明系统，适用于白天和夜晚冲浪，另外还有专业
冲浪设备齐全的租赁商店、美酒咖啡馆、适合各年龄
和水平层次的训练课程、沙滩小屋和游乐场。

这涵盖150幅巨著的展览会将探讨艺术家们如何在世
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如果您想探索
著名艺术家们如何通过作品创造新世界来改变我们的
社会，那么2018年6月到10月期间，您将有机会到维
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来感受一番。
请访问：ngv.vic.gov.au/exhibition/masterworksfrom-moma

请访问：urbnsurf.co/melbourne.html

墨尔本博物馆（Melbourne
Museum）的维京展览
（Viking Exhibition）
从2018年3月23日至8月26日，墨尔本博物馆
（Melbourne Museum）将举办维京展览（Viking
Exhibition），展会将展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多的
维京文物。来自瑞典历史博物馆（Swedish History
Museum）的500多件珍宝，包括各类剑与沉船遗
骸，这个展览将让您有机会洞察维京文化、仪式和
信仰。
请访问：museumsvictoria.com.au/
melbournemuseum/whats-on/vikings

白昼节
成立六年，白昼节（White Night）现在已成为墨
尔本文化节庆活动的常规项目。连续12小时的艺术模
型、展览、电影、灯光、投影、音乐和表演，吸引了
60万人的想象力。下一次访问，您一定得来白昼节
逛逛。白昼节有四个分场：墨尔本（Melbourne），
巴拉瑞特（Ballarat），本迪戈（Bendigo）和季隆
（Geelong）。墨尔本白昼节从黄昏到清晨的持续冒
险，通过艺术家、景观和建筑来改变每个城市。这是
您从未见过的墨尔本，创造性重建的形象。
请访问：whitenight.com.au

火线公园（Live Wire Park）
为探险爱好者设计的火线公园（Live Wire Park）
距离世界闻名的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仅
有800米。这里的树上探险设施包括有趣的成人和
儿童绳索课程，150米树梢吊桥和刺激的500米滑索
过山车。场地完全无电力供应，该设施聚集现场的所
有电力和水力从而产能支持设备运行，以降低对环
境的影响。当您参观大洋路和十二使徒岩（Twelve
Apostles）的时候，不妨停下来看看这个令人兴奋
的空中探险乐园，它将带您同时体验观景和探险的
乐趣。
请访问：livewirepar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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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

野生动物奇观

曼德拉，我的一生：展览

《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主题
展览将于2018年在墨尔本举行。展览将探索刘易斯·卡
罗尔（Lewis Carroll）的经典作品，该作品已经吸引
了影迷超过150年。“仙境”是澳大利亚活动影像中
心（ACMI）和梦工厂（DreamWorks）之间的合作
展，使用相同的戏剧性设计和特效，在本书大量的电
影改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野生动物奇观（Wildlife Wonders）预计将于2018
年12月开放，将为游客提供观看和了解澳洲野生动物
的机会，漫步风景如画的奥特威（Otways）地区。
在阿波罗湾（Apollo Bay）外的丛林地带，代表团可
以观看树梢上的考拉、在森林地带觅食的长鼻袋鼠和
袋狸，以及在壮观的海景中沿着地平线跳跃的袋鼠。

纳尔逊 ·曼德 拉（Nelson Mandela）灵 感 人 生的 新
世界 级收 藏 品 展 览 。由 于与 南 非 纳 尔 逊 •曼 德 拉 基
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密切合作，
全新的巡回展览将在知名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博物馆
（Melbourne Museum）举行世界首展，之 后将会
开启2019年全球博物馆之旅。

互动展览让人们可以指导自己的体验，像爱丽丝一
样，在“仙境”中满足好奇心。
请访问：acmi.net.au/events/wonderland

该展览于2018年9月开展以纪念曼德拉的百年诞辰，
曼德拉基金会（Mandela Foundation）官方展览是
从广泛的物理和数字档案之中精心挑选的，其中大部
分展品都从未离开过南非。这引人入胜的新展览将通
过展示原创工艺品，将罕见而惊人的电影、声音和图
像、身临其境的多媒体环境和风景再造，使各个年龄
层次的游客都能参与其中，并致敬这位非凡的世界领
导人。
请访问：mandelamylifeexhibition.com

18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全新酒店和场馆

2018年，维多利亚州将新增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酒店和灵活的活动室，以承接奖励旅游团活动。
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扩建项目
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扩建项目已经开工。该项
目包括扩建一栋新建筑，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的空
间，能够举办更大型的活动。新建筑将直接连接现有
的会展中心，因此墨尔本会展中心总面积将增大到7
万多平方米。另外，新的基础设施还会让游客有机
会参观到全新的墨尔本南码头诺富特酒店（Novotel
Melbourne South Wharf Hotel），该酒店将于
2018年3月开业，除此之外，还配备有多层停车场，
游客能更方便地参加墨尔本的展览会，突显墨尔本城
市是举办商务活动和奖励旅游会议的最佳场所。
请访问：mcec.com.au/expansion

墨尔本南码头诺富特酒店
（Novotel Melbourne South
Wharf）
墨尔本南码头诺富特酒店（Novotel Melbourne
South Wharf）预计于2018年3月开业，酒店有347
间客房，位于靠近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地
理位置优越。这家酒店拥有诺富特品牌特色，例如
Live N’Dream品牌床上用品、互动电视、公平贸易
（FairTrade）洗浴用品，以及早餐时段的免费极品
咖啡，酒店还在南码头地区新增了另一豪华房型。
请访问：novotelmelbournesouthwharf.com.au

诺富特（NOVOTEL）和宜必思
（IBIS）墨尔本小朗斯戴尔街
（Little Lonsdale Street）酒店
这家双品牌酒店将于2018年底开业，两家酒店位
于墨尔本市中心的同一栋楼。宜必思墨尔本小朗
斯戴尔街酒店（Ibis Melbourne Little Lonsdale
Street）有270间客房，为注重价格的旅客提供优
质的经济型住宿。诺富特墨尔本小朗斯戴尔街酒店
（Novotel Melbourne Little Lonsdale Street）
将在共享公共空间开业，提供213间四星级客房和套
房。酒店共享两个餐厅和酒吧，一个健身房，十个会
议室和活动室，这两个酒店适合商务、团体和休闲
游客。

马侬度假庄园（Marnong Estate）
马侬度假庄园（Marnong Estate）将于2018年4月
开放，是墨尔本北郊新开发的社区旅游项目，距离墨
尔本机场和市中心分别为15分钟和35分钟车程。在现
有的庄园基础上，建立综合性的传统度假设施，葡萄
园，酿酒厂和农业综合企业，将通过为客户提供真实
的文化和历史体验，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这是该地
区首个大型奖励旅游团体、企业职能和团队建设活动
的理想场所，可容纳至400人，其中包括250席宴会
式服务。
请访问：marnongestat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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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酒庄
（Provenance Wines）
2018年初，五星级普罗旺斯酒庄（Provenance
Wines）将在距离墨尔本一小时车程的基隆
（Geelong）附近的巴望河（Barwon River）河畔
开设一家经营酒庄和大型功能中心。位于具有历史意
义的19世纪建筑内，普罗旺斯酒庄能够提供互动的酿
酒体验，能容纳250人的活动空间非常适合私企活动
和奖励旅游会议。
请访问：provenancewines.com.au

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重建项目
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Melbourne and Olympic
Parks）重建项目旨在满足澳网球公开赛
（Australian Open Tennis）日益受欢迎的需求，
重点关注游客的舒适度，提供更宽敞的开放空间、遮
棚及更多观赛座位。该项目已经开工，分为三个阶
段，2019年第三阶段将开工。该项目将带来全新面貌
的罗德·拉沃竞技场（Rod Laver Arena）、升级版的
玛格丽特考特体育馆（Margaret Court Arena）、
设有5000多个座位的新多功能体育场和竞技场、更
大的公共空间、更多的食品和饮料供应和更便捷的城
市公共交通。
请访问：mopt.com.au/about/melbournepark-master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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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全球知名奢华酒店品牌在
未来几年入驻墨尔本：

泰利昂服务式公寓
（Tyrian Serviced Apartments）

RACV海角善克度假村
（Racv Cape Schanck Resort）

新开业的豪华酒店式公寓地处墨尔本两处优越的地理
位置，一家位于市中心，另一家位于奇特热闹的菲茨
罗伊（Fitzroy）。泰利昂酒店（Tyrian Hotel）为宾
客提供豪华的公寓，公寓有高高的天花板、高档家具
和精美布置。这些公寓在墨尔本市中心为游客提供豪
华且时尚的住宿。

新 开 发 的 R AC V 海 角 善 克 度 假 村 （ R a c v C a p e
Schanck Resort）将于2018年4月开业，拥有举办
会议、周末高尔夫活动、大型活动和奖励旅游会议的
最先进的设施。这家豪华的度假酒店距离墨尔本市中
心有75分钟车程，享有巴斯海峡（Bass Strait）美
景，并设有健身房、休息室、咖啡厅和游戏室。

请访问：tyrian.com.au

请访问：racv.com.au/travel-leisure/racv-resorts/
our-destinations/cape-schanck-resort

墨尔本泛太平洋酒店
（Pan Pacific Melbourne）
墨尔本泛太平洋酒店（Pan Pacific Melbourne）是
一家五星级酒店，既有豪华客房，也有套房，位于
亚拉河畔南码头的绝佳位置。毗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
（CBD），可直接通往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
是奖励旅游团体和会议的理想选择。
请访问：panpacific.com/melbourne

•
•
•
•
•
•
•

斯宾塞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皇后桥皇冠大酒店
达克兰滨海港区万豪酒店
假日酒店
文华东方酒店
拉贝托街香格里拉酒店
柯林斯大街W酒店

密歇尔顿酒店（Mitchelton Hotel）
密歇尔顿酒店（Mitchelton Hotel）于2017年12月开
业，位于密歇尔顿酒庄（Mitchelton Winery）附近
的古尔本河（Goulburn River）河畔，在那甘比
（Nagambie）镇上。密歇尔顿酒店设有58间客房，
设有室内和室外会议室，使得密歇尔顿酒庄成为独立
的会议和研讨会场地。酒店还将打造无边游泳池，9
公里的健行步道和环绕葡萄园的自行车道，覆盖大部
分河畔道路。
请访问：mitchelton.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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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形象

尤里卡88层观景台
（Eureka Skydeck 88）
尤里卡88层观景台（Eureka Skydeck 88）是墨
尔本的“必看”景点。两个专用垂直电梯40秒就能
将游客火速上升到88层。登上观景台，可以360度
全景环顾墨尔本市中心、运动区、菲利普港湾（Port
Phillip Bay）、达克兰滨海港区（Docklands），
其间的一切景色尽收眼底。还有iPhone音频之
旅和免费无线网服务。白天可以看到丹德农山脉
（Dandenong Ranges）的壮丽景色，夜晚可以欣赏
令人惊叹的墨尔本天际线。
尤里卡观景台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感受“悬崖箱”体验
的地点，游客进入天台边缘的透明玻璃房内冒险，该
玻璃房离大厦主体有3米远，悬于近300米的半空中。
尤里卡观景台安装了最新的绿色屏幕VERTIGO，这
是一个专门为游客制造幻觉的装置，让游客假想自己
从建筑物顶端掉下来，挂在88层上。希望您能在这
里玩得愉快，创造和捕捉独特的尤里卡VERTIGO瞬
间，并与您的朋友分享。

墨尔本之星观景摩天（Melbourne
Star Observation Wheel）
墨尔本之星观景摩天轮（Melbourne Star）是世界上
仅有的四大巨型观景摩天轮之一，南半球独此一座。
全年365天运作，游客能够时刻享受无与伦比的墨尔
本美景。摩天轮一共有21间宽敞的空调舱，每一间均
能容纳多达20位宾客，游客们在30分钟的飞行中能
够舒适地在舱内走动。您还可以预订私人舱，享受独
一无二的美食和饮料套餐体验，全程多达3次飞行，享
受难忘的空中体验。
如果您想要更多乐趣，那就去滑冰吧。“滑板与飞
行”（Skate and Fly）特别套餐让您享受充满乐趣
的一天，到附近的O’Brien Group Arena滑冰场上畅
享溜冰体验。
请访问：melbournestar.com

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推掉繁忙日程，抽出时间到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走走。位于墨尔本中央
商务区（CBD）的边缘，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景观
令人惊叹，宁静的湖泊、蜿蜒的小道，同时您还可
以欣赏8,500多种植物。享受花园探索之旅、在平
静的湖泊上搭乘平底船、也可以到露台咖啡馆（The
Terrace）或谭花园（Jardin Tan）餐厅放松身心。
最后逛一逛植物园的植物概念纪念品和礼品店，来结
束这一趟拜访。
加入流行的“土著遗产徒步游览”（‘Aboriginal
Heritage Walk’），享受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文化体
验。土著指南提供了对植物园及其传统所有者历史的
独特见解。为了感受夏季独特的体验，与当地人一起
在草坪上观看月光户外电影，戏剧表演和展览。
请访问：rbg.vic.gov.au

请访问：eurekaskydeck.com.au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25

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
和弗林德斯街站（Flinders Street
Station）
俯瞰着墨尔本标志性的火车站弗林德斯街站
（Flinders Street Station），您会发现联邦广场
（Federation Square）已成为墨尔本最受欢迎的景
点之一。作为主要的文化景点、世界级的活动、旅游
体验以及众多的餐馆、酒吧和专卖店，这座现代化的
广场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聚会场所。
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拥有墨尔本一些最
好的活动场地，这里每年会举办2000多场活动。联
邦广场位于市中心，有独特的室内和室外空间组合可
供活动策划者租用，使其成为节日、音乐会、会议、
市场、展览和时装表演等的理想场所。所有场地均提
供全方位的活动管理服务，包括餐饮、清洁、安全、
视听和多媒体制作。
联邦广场已在国际上被视为创新和创造力中心，全年
都举办各种成功的文化艺术节。结合其花园和河流的
美景，联邦广场已成为当代世界地标和墨尔本充满灵
感的公共空间。
请访问：federationsquare.com.au

墨尔本的小巷
在墨尔本的繁华有创意的小巷里，您总会有一些新的
发现，秘密精品店，着名的餐厅，小巧具特色的咖啡
馆和令人惊叹的酒吧。
布 洛 克 拱 廊 （ B l o c k A rc a d e ） 、 迪 格 雷 夫 斯 街
（Degraves Street）、霍斯尔巷（Hosier Lane）、
AC / D C 巷 （ AC / D C L a n e ） 、 塔 特 赛 尔 斯 小 巷
（Tattersalls Lane）、迈尔斯广场（Meyers Place）
和哈德维尔巷（Hardware Lane）是墨尔本最好的
探索巷道旅行之一。穿上徒步鞋，去寻找露天餐馆、
舒适的小酒吧、公共艺术品和时髦的商店，让咖啡的
香味给您引路。当地旅行社也有个人和团体的徒步旅
行团。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Melbourne/
Destinations/Laneways

月神公园（Luna Park）和圣科达
海滩（St Kilda Beach）
从历史悠久的月神公园（Luna Park）俯瞰着著名的
菲利普港湾（Port Phillip Bay），月神公园距离墨尔
本市中心仅15分钟车程，是墨尔本地标之一。2012年
庆祝了100年的充满乐趣的冒险经历，月神公园继续
增加遗产名单上的景点和全新的惊险游乐设施的慷慨
组合，以满足所有刺激爱好者的需求。
月神公园还提供一系列的多功能厅，适合奖励旅游和
企业集团举办活动。游客享受公园探险后，可以沿着
墨尔本著名的圣科达海滩（St Kilda Beach）散步，
享受热闹的氛围和壮观的海湾景色。

战争纪念馆
（Shrine Of Remembrance）
战争纪念馆（Shrine Of Remembrance）是城郊的
重要地标，在这里可以了解澳大利亚的历史。这座纪
念馆建于1934年，以壮观的建筑而闻名，坐落在广
阔的公园之中，其壮丽的景色蔓延着墨尔本的主街之
一。战争纪念馆旨在纪念在全球性大战中牺牲的维多
利亚州人，纪念馆中储存着800多件艺术品，历史文
物和个人物品。欢迎参加讲解参观之旅或自助游前往
参观，入馆免费。
请访问：shrine.org.au/Home

墨尔本亚拉河巡游
您不妨坐下来，放松身心，欣赏美景，在水上巡游时
听船长详述亚拉河（Yarra River）和墨尔本的历史。
游览墨尔本的主要景点，包括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和体育场、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南岸（Southbank）、达克兰滨海港区
（Docklands）和威廉斯敦（Williamstown）。
巡游餐厅（Cruising Restaurant）在亚拉河上为游
客提供独特的用餐体验，游客可以一边享受现代美
食，一边欣赏河岸和墨尔本城市灯光的动态景象。欢
迎您加入每日观光游轮旅行团，或举办私人的娱乐，
您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预算和风格。
请访问：melbcruises.com.au

请访问：lunapar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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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罗伊花园
（Fitzroy Gardens）
菲茨罗伊花园（Fitzroy Gardens）是墨尔本历史最
悠久而且最漂亮的花园之一。花园布局的特点是通到
两边林立着宏伟的榆树，与各种鲜花、观赏灌木和树
木与广阔的草坪一起，营造出多姿多彩，层次分明的
景观。观赏点包括西班牙传统式音乐学院（Spanish
mission-style Conservatory）、库克船长小屋
（Cooks Cottage）、结疤树（Scarred Tree）、
仙子树（Fairies’ Tree）、都铎模型村（Model Tudor
Village）、雕塑和喷泉。
菲茨罗伊花园游客中心（Fitzroy Gardens Visitor
Centre）为游客提供库克船长小屋的旅游信息和门票
购买通道。每周六上午10点，免费的徒步旅游团从游
客中心发团，随团有导游解说。游客可以在游客中心
的Kere Kere咖啡馆和花园中心的Pavilion咖啡厅享
用茶点。
请访问：fitzroygardens.com

布莱顿海滩标志性彩虹屋
（Brighton Beach Iconic Boxes）
布莱顿海滩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仅有25分钟的路
程，坐落在贝塞德湾（City of Bayside），距离菲利
普港湾（Port Phillip Bay）17公里。位于丹迪街海滩
（Dendy Street Beach）上的布莱顿彩虹屋是颇受
欢迎的贝塞德标志和文化资产。
用于储存小型船只和沐浴更衣的彩虹屋在菲利普港湾
（Port Phillip Bay）和西部港口（Western Port）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及其对
人们如何在海中游泳嬉水和享受海滨的影响，已经写
得很多了，因为这种彩虹屋不仅起源于澳大利亚，同
时在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的海滩上也有出现，欧洲
地区沙滩上至今可见它们的身影。
欢迎带您的团队来体验布莱顿海滩，欣赏美景的同
时，不要忘记和彩虹屋来一张难忘的合影。
请访问：brightonbathingbox.org.au

“必吃“美食体验

墨尔本是著名的美食天堂，各色美食是这座城市作为商务活动目的地的极大吸引力之一。您有许多方式让自己沉
浸在美食世界里，体验墨尔本最好的餐厅和美食，获得味蕾满足。
隐藏的秘密美食之旅（Hidden
Secret Food Tour）和漫步墨尔本
来到这里，您可以像当地人一样饮食，深入了解墨尔
本的饮食文化、著名的小巷、当地人和当地商业。漫
步美食之旅（Walking Foodie Tour）能够调动您所
有的感官，是完美的团体旅行方式。体验漫步餐厅品
尝美食和葡萄酒之旅，游览墨尔本受欢迎的咖啡馆或
享受下午茶。这里有满足任何团体喜好的旅行方式！
听听热情的员工分享自己最爱的去处，或了解独特的
餐厅设计、位置和菜单的来源。每个场地都有风格各
异的美食，和墨尔本这座城市一样，其历史和设计也
千变万化。
欢迎预定美食之旅，让当地的美食专家带您的团队领
略墨尔本迷人的美食史。
请访问：hiddensecretstours.com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 – 边逛边试吃
美食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是美食
爱好者的天堂！漫步在女皇市场，逛一逛澳大利亚最
好的农产品，沉浸在南半球最大的露天市场的氛围里。
在繁忙而喧闹的肉类、鱼类和奶制品的大厅与当地
人聊天，厅内充满新鲜而独特的气氛。探索品种繁
多的当季蔬果，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澳大利亚最好的农
产品。
旅游团队可以预订两小时的“Hunt＆Gather”美食
之旅，探索女皇市场的迷人历史，还有机会品尝澳洲
的各类肉食、海鲜、奶酪和手工巧克力。
请访问：qvm.com.au

橡木岭酒庄大师课堂
（Oakridge Wines Masterclass）
橡木岭餐厅位于亚拉河谷（Yarra Valley）中部，距
市中心仅一小时车程，它为宾客提供当地最好的农产
品做食材。主厨马特·斯通（Matt Stone）受到周围
环境的启发，根据橡树园厨房花园中种植的各类原材
料，以及该地区的野生食材定制了独特的时令菜单。
您能尽情享受橡木岭酒庄和周围群山的壮丽景色，体
验最佳的“从农场到餐桌”的餐饮，还可搭配备受赞
誉的葡萄酒，简直美哉。
奖励您的员工来体验橡树岭酒庄的私人葡萄酒大师课
堂，他们将学习如何分辨葡萄酒种类，厨师马特·斯通
还专门搭配了精致的点心佐酒。
请访问：oakridgewine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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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墨尔本著名的豪华餐厅
墨尔本以其丰富的美食文化闻名于世，有两家
餐厅上榜世界50强最佳餐厅。奖励您的团队在
墨尔本最知名的餐厅之一享用美味的晚餐吧。

在波希米亚葡萄酒餐吧（Bohemian
Wine Bar & Restaurant）做海
鲜饭
在波希米亚葡萄酒餐吧（Bohemian Wine Bar &
Restaurant）奖励您的团队，他们将学习海鲜饭烹
饪艺术和探索传统西班牙美食的秘密。波西米亚的西
班牙海鲜饭烹饪课程将带领代表团踏上探索美食的旅
程，通过认识食材，了解西班牙海鲜饭烹饪工具和技
巧来体会西班牙国菜的魅力。在体验特别的美食烹饪
课程的同时，代表团还能享受亚拉河（Yarra River）
和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美不胜收的景色。
请 访问：thebohemian.com.au/event/paellacooking-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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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美食之旅
一起来巧克力狂欢吧！在这次美食之旅中满足对巧
克力的渴望。召唤甜食爱好者同伴，共享放纵的一
天。当地制作的美味包括：公平贸易商品，牛奶巧克
力、黑巧克力和马卡龙，您可以闲逛墨尔本，与巧
克力店家调侃。还有私人巧克力迷旅游团（Private
Chocoholics Tours）供您选择，您可以定制旅程，
以确保您的团体能够尽兴。
请访问：chocoholictours.com.au

• 阿提卡餐厅（Attica）－世界50强最佳餐厅
attica.com.au
• Brae餐厅－世界50强最佳餐厅
braerestaurant.com
• 多诺万圣科达餐厅（Donovan’s St Kilda）
donovans.com.au
• Chin Chin餐厅
chinchinrestaurant.com.au
• Vue de Monde餐厅
vuedemonde.com.au
• 铂尔曼酒店克利维登餐吧
theclivedenbaranddining.com.au
• 索菲特35号餐厅
no35.com.au
• 赫斯顿 · 布鲁曼索晚宴餐厅
dinnerbyheston.com.au
• 圣克里斯平餐厅
saintcrispin.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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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体验

从制造商的市场到高端精品店、城市巷道、豪华购物中心以及快闪店，墨尔本是风格和购物目的地的缩影。
墨尔本商场

查斯顿（Chadstone）时尚之都

墨尔本商场已成為任何墨尔本购物之旅必去之地。它
楼高七层，内有225家商店和餐馆，拥有最多澳洲自
家品牌。亮点商店包括Scanlan Theodore, Gorman,
Mr Simple, Godwin Charli和Autonomy。日本
品牌优衣库（Uniqlo）在这开了首家澳洲商店，同
时Zoo York, The Waiting Room by Dr Denim,
Calvin Klein手表珠宝也争相效仿。

时尚之都查斯顿（Chadstone）购物中心 – 澳洲最大
的购物中心，也是当地和海外游客心中的世界级时尚
与娱乐中心。在这里，您将享受各种商店一应俱全的
购物体验。查斯顿拥有超过550家的商铺、设计师精
品店、以及32家奢侈品店，还有家居用品、保健品、
美容产品及更多其他商品。

请访问：emporiummelbourne.com.au

2018年5月，查斯顿将开放全新的游客休息室供游客
购物之余放松身心。这里是奖励旅游会议的理想选
择，欢迎您在购物中心举办活动来奖励您的团队。贵
宾活动室空间广阔，团队成员抵达时有香槟和多语团
队服务，您的团队将尽可能享受查斯顿购物中心。
请访问：chadstone.com.au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Queen Victoria Market）
维多利亚女王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不仅
仅是墨尔本新鲜食品购物圣地，同时也是极富历史意
义的地标建筑和墨尔本机构。逛一逛市场上历史悠久
的大棚和周围的小巷，淘一些物美价廉的物件，或在
服装、珠宝、手工艺品、家庭用品和纪念品中找到墨
尔本制造的宝藏。游客在这个南半球最大的露天市场
可以找到各类商品，从时尚和日常用品到新鲜蔬果，
还有当地和进口美食。
该市场每周营业五天，每周星期天市场会举行嘉年华
为到访人群增加欢乐氛围。旅游团的导游会为游客们
讲解女皇市场的美食、传统、文化、购物和历史。
请访问：qvm.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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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小巷和拱廊 – 墨尔本制造

墨尔本QV购物中心

来墨尔本旅行要在城市典型的小巷和拱廊中迷失一
阵子才算是完整的经历。小巷和拱廊中有随处可
见时尚精品店，包括本地设计师LIFEwithBIRD，
Nevenka，Alpha 60和Kuwaii。任何套装的润色
配饰都可以在Christine（女士），Lord Coconut
（男士），Craft（维多利亚州制造商品的产地）和
e.g.etal（当代澳洲珠宝的画廊风格代表）店里找到。

到墨尔本QV购物中心参观可以让游客体验墨尔本典型
的生活方式。作为“城中城”，QV拥有自己的购物，
餐饮和文化体验的隐秘小巷，游客可以在这里找到从
杂货到美食、家居用品、保健品、美容等更多的商
品。时尚和美容零售商店包括一些国内外设计师店，
如澳洲唯一的一家A.P.C.、Incu、Aesop、Republic
Boutique、M Dreams。

墨尔本人富有创意、灵活、有进取心；墨尔本也是澳
洲购买当地生产的时尚品、家居用品、配饰和艺术品
的最佳地点之一。

QV购物中心有丰富的三餐选择，可以满足每一位
食客的口味。QV 广场的室内外轻松的氛围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欧式风格的广场，酒吧和餐厅遍布，
如Shophouse Kitchen、Red Spice QV、Meat
Fish Wine、Schnitz、Max Brenner、Hanaichi和
Grill’d。

墨尔本中央购物中心有5层，有超过300个零售
商店，囊括各大澳洲国内和国际知名品牌，包括
丝 芙 兰 （ S e p h o ra ） 、 耐 克 （ N i ke ） 、 S a s s ＆
Bide、Country Road、MRP、Mecca Maxima。
想要娱乐的游客可以参观完后去保龄球馆或者
Hoyts Cinema影城。如果您觉得带着小孩购物很
累，您可以在父母的休息区休息，或者参观免费图书
交换的小图书室，在那里可以停下来享受安静的时
光。墨尔本中央购物中心也拥有独特的建筑特色，同
时也是着名的“子弹制造工厂广场”（‘Shot Tower
Square’）的所在地，游客整点聚集在巨型木偶时钟
前，聆听歌曲“Waltzing Matilda”。

请访问：qv.com.au

请访问：melbournecentral.com.au

皇家拱廊（The Royal Arcade）

工厂直销折扣店（DFO）南码头
（South Wharf）

从位于城市小巷的小型精品店到人才济济的户外市
场，以及时尚的工作室，充满了前卫和独一无二的商
品，购买当地制造的商品是一种有趣的旅行方式，用
独特的纪念品或特殊的礼物来记住这座城市。

让我们回顾墨尔本历史上的首个拱廊，以及澳洲历史最
悠久的拱廊。自1869年以来，历史遗迹名单上的皇家
拱廊便已为墨尔本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并为墨尔
本柏克街购物中心（Bourke Street Mall）、小柯林斯
街（Little Collins Street）和伊丽莎白街（Elizabeth
Street）之间串联相通提供了便利。皇家拱廊以其高品
质的精品店、专卖店和巧克力店而闻名，这里是您为他
人或者自己挑选纪念礼物的绝佳去处。
拱廊里很值得一看的是冈特时钟（Gaunt’s Clock），
两侧是两个神话巨人Gog和Magog的雕塑。自1892
年以来，这些庞大的雕塑每时每刻都在鸣响，直至今
日仍然在整个拱廊响个不停。

墨尔本中央购物中心
（Melbourne Central）

位于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旁边，可直接通往
墨尔本标志性的亚拉河（Yarra River）充满活力
的南码头（South Wharf）长廊，是 商 务 旅 客 的
理想购物地点。工厂直销折扣店南码头是从“阿
迪达斯（Adidas）”和“匡威（Converse）”
到“蔻驰（Coach）”和“瑞士莲巧克力（Lindt
Chocolaterie）”的完美组合，有许多餐饮和娱乐选
择，以美丽的用餐体验完成购物的同时享受河流和城
市壮观的景色。
请访问：dfo.com.au/south-wharf

请访问：royalarcad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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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柯林斯巷
（St. Collins Lane）
圣科林斯巷（St Collins Lane）是墨尔本最新的奢侈
品国际和本土品牌购物目的地。圣科林斯巷位于市
中心的柯林斯街（Collins）和小柯林斯街（Little
Collins Street）之间的中间，位置十分便利，该中心
拥有包括Furla、Zadig＆Voltair、The Kooples和英
国品牌REISS在内的奢侈品牌。圣科林斯巷是TAG
Heuer和Coach的旗舰店所在地，还拥有巴黎时尚品
牌桑德罗·巴黎（Sandro Paris）和迈耶（Maje）的
首家澳洲商店。当您需要休息的时候，您可以前往
The Aviary餐厅体验澳大利亚最好的餐厅，包括Neil
Perry的汉堡餐。
请访问：stcollinslane.com

达克兰新区
（The District Docklands）
最近更新的“达克兰新区（The District
Docklands）”（前称港湾城）是一个优质的购物和
生活方式的目的地，在市中心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交通便利，位于免费电车区。
达克兰新区有令人兴奋的直销店和专卖店，娱乐和景点
的组合。包括H＆M、General Pants Co.、Platypus
Shoes、Skechers、Miniso、Ozmosis、Hype
D C 、 C o t to n O n 、 Fo reve r N ew 、 B o n d s 、
Canterbury，FILA、Politix、Sportspower。
提供各种各样的食品零售，包括食品卡车公园，其中
有一些墨尔本最好的食品供应商轮换。整个中心都为
宾客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请访问：thedistrictdocklands.com.au

自然和野生动物

墨尔本动物园
（Melbourne Zoo ）
墨尔本动物园是来自世界各地320多种动物和鸟类的
家园，距离市中心仅五分钟路程。看到濒临灭绝的苏
门答腊虎（Sumatran Tiger），落在猩猩保护区旁边
探索大象之路。头沿着灌木丛走，看到独特的澳大利
亚野生动物，包括考拉、袋鼠、袋熊和鸸鹋。进入迷
人的蝴蝶屋（Butterfly House）与澳洲热带和亚热
带蝴蝶接触或潜入水下世界观看维多利亚州的小企鹅
和澳洲海狗（Fur Seals）。
墨尔本动物园提供与袋鼠、海豹、小企鹅、狐猴、长
颈鹿、松鼠猴和猫鼬等可爱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专业的工作人员将引导旅游团队参观动物展览，以便
有机会见到这些令人惊奇的动物并拍摄照片。墨尔本
动物园还有各种活动室，团体能够在这里举办大型
活动。
请访问：zoo.org.au/melbourne

华勒比野生动物园
（Werribee Open Range Zoo）
在华勒比野生动物园（Werribee Open Range
Zoo）举办非洲探险和野生动物园游览活动，在那里
游客将参观猎豹、大猩猩、长颈鹿、斑马等非洲动
物。体验与小狮子和大猩猩等不同动物的近距离接
触，并在动物园开阔的平原上体验狩猎之旅，让您有
机会在自然栖息地中看到野生动物。
请访问：zoo.org.au/werribee

希尔斯维尔保护区
（Healesville Sanctuary）
希尔斯维尔保护区（Healesville Sanctuary）是维多
利亚州最佳旅游地之一，可以观看澳大利亚本地野生
动物，而且保护区为游客提供机会，听专家饲养员分
享经验，并体验与袋鼠、考拉、澳洲野犬、鸸鹋和针
鼹等野生动物在灌木林环境中近距离接触。
希勒斯维尔保护区还让游客拥有一生难得的机会，通
过独特的实践经历与鸭嘴兽 – 澳大利亚最好奇的哺乳
动物之一，近距离相遇。
2017年12月新开的希勒斯维尔保护区推出了新的展
览。袋鼠国（Kangaroo Country）。现在，游客将
从考拉森林（Koala Forest）的树顶下来，穿过丛林
绿洲和蜿蜒曲折的小路，在那里他们将看到澳大利亚
野生动物，然后与袋鼠面对面接触。

肯尼特河（Kennett River），
大洋路（Great Ocean Rd）
在位于奥特威海岸（Otway Coast）的肯尼特河
（Kennett River）的小村庄，游客可以沿着格雷河路
（Grey River Road）欣赏丛林的宁静和美景，在美丽
的热带雨林中观赏考拉和笑翠鸟。
请访问：otwaycoast.com.au/short-walks

大洋路梅尔巴峡谷（Melba Gully,
Great Ocean Road）– 萤火虫
梅尔巴峡谷（Melba Gully）被誉为“奥特威之珠”
（Jewel of the Otways），是维多利亚州最潮湿的
地方之一。走在古老的苔藓树木和巨大的蕨类植物之
间，欣赏一大群萤火虫的独特景观。一旦太阳落山，
那些小小的夜间生物瞬间就会闪烁起来。

请访问：zoo.org.au/healesville

格兰屏国家公园（Grampians
National Park），霍爾斯加普動
物園（Halls Gaps ）
到格兰屏地区感受澳大利亚原生态景观的美丽，欣赏
惊艳的日出和日落景色。袋鼠和小沙袋鼠在它们自然
栖息地里的家中可以看到，并且在霍爾斯加普動物園
（Halls Gaps）数量颇多。此外，还有160多公里的徒
步路线可供游客选择。
请访问：visithallsgap.com.au

请访问：visitotways.com

威尔逊海角
（Wilson’s Promontory）
威 尔 逊 海 角 国 家 公 园 （ W i l s o n ’ s P ro m o n t o r y
National Park）是国家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确实
当之无愧。这个面积为5万公顷的沿海保护区有许多
步道和丰富的野生动物。庇护一系列本地动物和鸟类
物种，包括玫瑰鹦鹉，袋熊，鸸鹋和袋鼠，游客可以
在草地上观看吃草的正常夜行的袋熊，或者在潮汐河
（Tidal River）的游客区喂食羽翼丰满的玫瑰鹦鹉
（Rosellas）。
请访问：parkweb.vic.gov.au/explore/parks/
wilsons-promontory-national-park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37

艺术、文化与历史

墨尔本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 您在街道和小巷、酒吧和咖啡馆，众多节日、展览、博物馆和画廊都能发现它的踪影。
墨尔本以其多种不同的角色而自豪：复杂、有趣、非传统、古怪、激烈和多元文化。它是真实的，由人们生活而形成，
并在国际艺术和音乐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GV）成立于1861年，是澳大
利亚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公共艺术博物馆，常举
办一鸣惊人的展览，并在该地区举办最重要的艺术
收藏。
您一定得来参观画廊内的大厅，因为其特色为世界
上最大的彩色苍穹玻璃天花板，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eonard French设计。
广泛的澳大利亚艺术品收藏在联邦广场的伊恩·波特中
心（Ian Potter Centre）：NGV澳大利亚展出。作
为澳大利亚第一个致力于澳大利亚艺术的公共艺术博
物馆，该中心藏有近25,000件作品，包括绘画、雕
塑、版画、摄影、时装和纺织品。伊恩波特中心通过
临时展览和广泛展示的综合节目介绍澳大利亚艺术的
故事。
画廊提供许多餐饮选择，游客在离开之前也可以浏
览“设计商店”，购买自己心仪的作品来收藏。
请访问：ngv.vic.gov.au

州立图书馆

墨尔本博物馆

嘘！不要告诉别人我们跟您分享这个地方，毕竟图
书馆该是安静的地方。虽然有一些安静区，墨尔本
的地标是一个活跃的蜂巢。州立图书馆（The State
Library）是宏伟的19世纪的建筑，有一些城市最美
丽的遗产内部吸引学生，游客，研究人员和其他当地
人。

墨尔本博物馆（Melbourne Museum）展示了澳大利
亚的社会历史，维多利亚州的生活、原住民文化、科学
发展及环境。毗邻世界遗产名录皇家展览中心（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和卡尔顿花园（Carlton
Gardens），博物馆里面还有墨尔本IMAX立体电
影院。

探索世界级的收藏品和精彩的展览 - 您甚至可以看到标
志性的澳大利亚丛林游侠奈德·凯利的盔甲！听听刺激
的谈话，参与讨论并参加特别活动。一个图书馆的亮
点是拉筹伯阅览室（La Trobe Reading Room），
一个宏伟的八角圆顶阅览室，高达六层，可容纳
32,000本书和320个阅读器在办公桌上。六楼的观景
台提供了一个神话般的圆顶和阅读室下面的全景。图
书馆的旅游也可以引导您通过这个惊人的建筑。

墨尔本博物馆的主要特色包括在Bunjilaka原住民文化
中心（Aboriginal Cultural Centre）颂扬和展示维
多利亚州的原住民（Koorie）文化。在墨尔本历史展
（Melbourne Story exhibition）中探寻墨尔本悠久
的历史。沉浸在令人回味的历史中，发掘自19世纪初
开始，塑造了墨尔本的代表人物和名人。

请访问：slv.vic.gov.au

见识法拉普（Phar Lap），澳大利亚这匹传奇赛马
的标本。在神奇的远古动物骨架间穿行，这里有恐
龙、会飞的爬行类动物，以及巨型动物。在昆虫馆
（Bugs Alive）近距离接触昆虫，从竹节虫、红背蜘
蛛到漏斗形蜘蛛。漫步于森林画廊（Forest Gallery）
馆中体验原住民原生态生活的森林。
墨尔本博物馆商店主要出售以博物馆为主题的澳大利亚
本土商品。在这里，您可以购买到特别的书籍、玩具、
游戏以及当地生产的工艺品和纪念品，独一无二。
请访问：museumvictoria.com.au/
melbourne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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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活动影像中心（ACMI）
前往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的澳大利亚活
动影像中心（ACMI），在众多画廊，电影院和工作
室中探索动态影像的世界吧。
故事能把你带到不同的地方，创意则可以改变你自
己。在这里，将自己沉浸在电影、电视和数码文化
的世界中。ACMI拥有精彩的免费新展览：银幕世界
（Screen Worlds），描绘了活动影象的旅程，凸显
澳大利亚作为消费者和创造者的屏幕文化参与度。
澳大利亚活动影像中心拥有一张精彩无比的年度日程
表，那些墨尔本最出色、最受欢迎的电影节会在这里
举办，同时它也是在澳大利亚本土和国际上都享有盛
名的电影院，另外，中心内还有为老年人、儿童、非
主流经典电影爱好者们设计的各种项目和活动。
ACMI是澳洲最酷的文化目的地，这里的展品琳琅满
目，从电影时代到最新的电脑游戏，以及未来的数码
艺术，应有尽有。
ACMI Shop商店对电影迷来说是个不容错过的终极购
物场所；随后可以前往能俯瞰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的ACMI咖啡馆或酒吧里放松一下身心。
请访问：acmi.net.au

观看演出或到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
中心（Arts Centre Melbourne）
的后台参观

马瑞纳丽晶剧院（Marriner
Regent）和公主剧院（Princess
Theatres）

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Arts Centre Melbourne）
位于这座城市伟大的标志之一 – 宏伟的尖塔之下，既
是墨尔本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澳大利亚最大，最繁忙
的表演艺术中心。近30年来，联合当地的公司和节庆
活动，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扮演的角色是展示当
地最好的国际表演艺术，是国家和维多利亚州音乐、
歌剧、戏剧和舞蹈公司的承办人和合作伙伴。

来参加一场音乐会让您的精神振奋吧！墨尔本有充
满活力和历史悠久的剧，还有两个盛大的剧院，既
马瑞纳丽晶剧院（Marriner Regent）和公主剧院
（Princess Theatre）。

在尖塔之下是维多利亚剧院（State Theatre）、表
演屋（Playhouse）、费尔法克斯表演室（Fairfax
Studio）、画廊1（Gallery 1）、圣科达路画廊（St
Kilda Road Foyer Gallery）和维克咖啡馆（Café
Vic）。毗邻河畔的是哈默音乐厅（Hamer Hall），
该城市首屈一指的音乐会场馆，举办各式各样的音乐
表演。
维多利亚艺术中心每年举办4,000多场国内外演出，
所以您将有足够的机会在游览期间欣赏到风格多样的
节目。每周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漫步闲逛星期天
市集（Sunday Market），您还可以在市集上的餐吧
选择用餐。

地标性建筑丽晶剧院（Regent Theatre）具有重大
意义，自1929年作为宏伟的宫殿开放以来，一直是墨
尔本市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火灾、洪水、
二十年萧条灰暗和拆迁威胁，于1996年重新开放并精
心翻新，恢复了其令人惊叹的光彩。
壮观的公主剧院内部和外部皆令人叹为观止，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1854年，剧院从1986年全面翻新，并于
1989年重新开放，音乐剧《悲惨世界》，其次是《歌
剧魅影》在维多利亚州上演历时最长的演出。
在这些影院上演的世界级作品包括：《猫》、《妈妈
咪呀！》、《金牌制作人》、《辣身舞》、《泽西男
孩》、《发胶》、迪斯尼的《狮子王》、《我们会震
撼您》、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真爱不死》。
请访问：marrinergroup.com.au

请访问：artscentremelbour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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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文化节日：

科拉克 – 奥特韦地区土著民聚居地
土著民已经在维多利亚州生活了至少3万年。千百年
来，甘杜巴鲁德人（科塔巴鲁特人）或国王鹦鹉人拥
有这里的雨林、河口、草地、湿地和奥特韦海岸。
科拉克被称为“通往奥特韦山脉的大门”，也是奥特
韦国家森林公园所在地，是一座充满文化和历史气息
的自然雨林。将探索这片土著民聚居地列入您的行程
当中，您的团队将在这里发现壮丽的瀑布，探索美丽
的湖泊，在拥有千年古树下漫步。
请访问：visitapollobay.com/assets-apollobay/
Uploads/Indigenous-History.pdf

• 墨尔本国际喜剧节
comedyfestival.com.au
• 墨尔本国际爵士音乐节
melbournejazz.com
•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miff.com.au
• 墨尔本作家节
mwf.com.au
• 墨尔本艺穗节
melbournefringe.com.au
• 墨尔本艺术节
festival.melbourne

运动圣地

墨尔本是全球公认的澳洲的体育之都，拥有著名的体育场馆，并举办了许多国际体育赛事。墨尔本全年都会举办
著名的体育赛事，世界各地的运动迷蜂拥而至，他们因为热爱的运动而和世界相连，分享激情。
墨尔本板球场之旅（MCGTours）
墨尔本板球场（MCG）被广泛认为是澳大利亚澳大利
亚体育运动的中心，也是许多重大体育赛事的举办场
地，而且承载着澳大利亚体育历史上的多个“第一”。
墨尔本板球场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体育场馆之一，历史
可追溯到1853年，墨尔本板球场之旅让游客有机会重
温许多伟大的体育记忆。游客可以观看神圣的球员更衣
室、板球观察室和室内练习设施、媒体中心、图书馆、
著名的长屋子酒吧（Long Room），甚至可以漫步于
神圣的体育场草地上。
请访问：mcg.org.au/things-to-do/mcg-tour

国家体育博物馆
（National Sports Museum）
国家体育博物馆（National Sports Museum）位
于地标性建筑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内，拥有广泛的世界级体育收藏品。
该博物馆有收藏澳洲体育馆和奥林匹克博物馆
（Australian Gallery of Sport and Olympic
Museum）、澳大利亚体育名人堂（Sport Australia
Hall of Fame,）、澳大利亚板球名人堂（Australian
Cricket Hall of Fame）、澳大利亚足球展览
（Australian Football exhibition）、冠军 - 纯赛
车画廊的展品，另外设有临时展览区，播报重大体育
事件和今日体育消息。互动和视听展示增强了访客体
验。在非主要活动日，游客可以从博物馆进入墨尔本
板球俱乐部博物馆和图书馆。
请访问：nsm.org.au

墨尔本体育旅游公司
（Melbourne Sport Tours）
想要倾听本地人对墨尔本及其体育文化的看法，您可
以参加墨尔本体育旅游公司组织的生动有趣的讲解参
观之旅。知识丰富，充满激情的导游带您来到墨尔本
世界级体育场馆的后台，了解体育运动成为墨尔本的
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因。
游客可选择半天和全天的迷你巴士之旅：包括墨尔本
体育迷之旅（Melbourne Sports Lovers）、骏马、
佳酿与啤酒之旅、传奇和冠军之旅及澳式足球之旅。
墨尔本体育旅游公司还可以提供定制的旅游服务，以
满足您奖励旅游团队的需求。
请访问：melbournesportstours.com.au

罗德 · 拉沃网球场讲解参观之旅
来墨尔本公园（Melbourne Park）观赏澳网公开赛
（Australian Open Tennis）吧。每年一月，世界
上最好的网球选手都会来这里参赛。罗德·拉沃网球
场 讲 解 参 观 之 旅 （ R o d L a ve r A re n a G u i d e d
Tours）每天都有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网球世界导
游带队，为游客服务。游客将被带到澳网公开赛期
间使用的后台区进行参观，参观范围包括比赛控制
室（Tournament Control）、世界顶尖种子选手
使用的球员更衣室（Player Change Rooms）、
罗德 · 拉沃网球场（Rod Laver Arena）、企业运
动馆（Corporate Superbox）、冠军步道（The
Wa l k o f C h a m p i o n s ） 、 戴 维 斯 杯 室 （ D av i s
Cup Room）以及专门建造的媒体剧院（Media
Theatrette），用于澳网公开赛赛后举行新闻发
布会。
请访问：tennisworld.net.au/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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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的高尔夫球场
（Melbourne’s Golf Courses）
墨尔本拥有许多公共的和私人的高尔夫球场，都位于
城市附近和更远的地方，从度假胜地布局到具有挑战
性的郊区球场，风格各异。人们可以出入公共球场，
配有无障碍设施。欢迎带领您的团队来体验各式各
样的高尔夫球场，同时欣赏河流，山脉和沙滩的美丽
景色。
高尔夫世界杯（World Cup of Golf）将于2018年在
墨尔本举行，这是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世界最
佳球员五年来在大都会高尔夫俱乐部（Metropolitan
Golf Club）举办的比赛中一直备受赞誉和珍视的传
统。总统杯（Presidents Cup）也将于2019年在墨
尔本举行，加强墨尔本在澳大利亚的高尔夫城市。

墨尔本及维多利亚周边地区的
部分高尔夫球场：
• 艾伯特公园高尔夫球场
（Albert Park Public Golf Course）
albertparkgolf.com.au
• 金斯顿·希思高尔夫俱乐部
（Kingston Heath Golf Club）
kingstonheath.melbourne
• 巴望海德高尔夫球俱乐部
（Barwon Heads Golf Club）
barwonheads.golf
• 亨廷顿高尔夫球俱乐部（Huntingdale）
huntingdalegolf.com.au
• 芬戈尔蒙纳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Moonah Links, Fingal）
moonahlinks.com.au
• 皇家墨尔本高尔夫球俱乐部
（Royal Melbourne）
royalmelbour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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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节庆活动及表演

2018年1月21日至4月29日

2018年2月16至6月3日

2018年2月17日至18日

沙漠妖姬音乐剧

美丽传奇：卡洛尔 • 金音乐剧

墨尔本白昼节

这部标志性的经典音乐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耀
眼，500套获奖的演出服，200种发饰，不间断的
热门舞曲表演。沙漠妖姬基于奥斯卡获奖影片打造，
故事讲的是三个朋友一起登上老巴士前往爱丽丝泉
（Alice Springs）做表演的路途上所开启一段爆笑冒
险之旅。

《美丽传奇》这部音乐剧讲述了卡洛尔•金（Carol
King）从校园女孩到超级巨星的励志故事;故事从她与
丈夫兼作曲搭档Gerry Goffin之间的深厚感情，到他
们与Barry Mann和Cynthia Well这对作曲搭档之间
有趣的竞争关系，到最后一炮而红登上光芒四射的明
星宝座。

仅此一晚，彻夜狂欢，为文化和创意喝彩，这场墨尔
本市中心长达12小时的盛事包括展览、街头表演、灯
光秀、插画、电影展映、音乐、舞蹈和互动活动，感
受不一样的墨尔本，机会难得，活动免费。

浏览网站：priscillathemusical.com.au

浏览网站：beautifulmusical.com.au/Melbourne

2018年3月1日至18日

2018年3月16日至25日

浏览网站：whitenight.com.au/melbourne

2018年3月21日至25日

维珍航空澳大利亚墨尔本时装节

墨尔本美食美酒节

墨尔本国际花卉园艺展

这是一场一年一度的盛事，所有人都能尽享时尚、艺
术、创新、创意。时装节是澳洲最大的消费者时尚活
动，不仅有澳洲著名设计师带来世界顶级时装秀，更
有最前卫的艺术品、美容美妆工坊、零售活动和现场
表演及更多。

纵身跃入墨尔本美食美酒的海洋，在这个举国同庆的
年度节日里，一同纵享维多利亚州的美食佳酿。这里
不仅有大型免费活动河畔美食汇（River Graze），美
食爱好者更可沉浸于美食美酒酒店（House of Food
and Wine Hotel）的私密晚宴和节庆中心，享受无
比美味。

南半球最盛大、最受欢迎的园艺盛会每年都在世界
文化遗产之一的皇家展览馆（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和卡顿公园（Carlton Gardens）举行。
这里将汇集澳洲及全球最出色的园艺和花卉师，同时
还会提供大量园艺零售品，这是一场颂扬生活方式与
户外美景的盛会。

浏览网站：melbournefoodandwine.com.au

浏览网站：melbflowershow.com.au

浏览网站：vamff.com.au

2018年3月22日至25日

2018劳力士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
澳大利亚站
见证世界上最快的赛车及赛车手以超过300公里每
小时的车速驰骋于阿尔伯特公园赛道（Albert Park
Grand Prix Circuit）。体验赛道的速度与激情，在
粉丝区享受娱乐趣味及更多。可提供企业接待和奖励
旅游套餐。
浏览网站：grandprix.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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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

2018年3月28日至4月8日

墨尔本国际喜剧节

贝尔斯海滩Rip Curl 职业冲浪赛

澳大利亚最大的喜剧节呈现来自本土及全球最欢乐的
喜剧，打造丰富多彩的单人脱口秀、歌舞、戏剧、街
头表演、电影等节目。550多场演出可供选择，整个
城市将充满笑声。

一年一度的Rip Curl职业冲浪赛在托尔坎镇
（Torquay）贝尔斯海滩（Bells Beach）举行，世
界顶级的男女冲浪选手在此争夺职业冲浪界最具含金
量的贝尔奖杯（Rip Curl Pro Bell）。作为2018世界
冲浪联盟（World Surf League）世界巡回赛的一部
分，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世界锦标赛，这一赛事在冲浪
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特别地位。

浏览网站：comedyfestival.com.au

请访问：worldsurfleag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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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5日至6月17日

2018年6月1日至10日

2018年8月2日至19日

绿野仙踪

墨尔本国际爵士音乐节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打
造的《绿野仙踪》是对经典名著的成功改编。在恢宏
的丽晶剧院（Regent Theatre）观赏这部精彩的音
乐剧，重新探索绿野仙踪的真正故事，感受最受欢迎
的人物角色、经典瞬间和曲目。

一年一度的墨尔本国际爵士乐节为整个城市增添活
力，爵士乐的魅力遍布城市最顶级的音乐厅、艺术场
馆、爵士乐俱乐部及街头巷尾。由当地及国际艺术家
带来的音乐节为所有音乐爱好者带来熏陶与享受。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作为标志性的年度盛会在墨尔本
举办，是最大的澳大利亚新电影展映活动。电影节期
间，不仅可以观看当下全球热映的电影，还能观赏怀
旧、致敬主题的电影，并参与讨论环节。

请访问：melbournejazz.com

请访问：miff.com.au

请访问：wizardofozthemusical.com

2018年9月1日至29日

2018年9月至11月10日

2018年10月3日至21日

澳大利亚足球联盟（AFL）决赛

墨尔本春季赛马嘉年华

墨尔本艺术节

体验墨尔本本真的体育精神，亲睹8支球队在狂热球
迷的欢呼下，为AFL超级联赛奖杯展开激烈角逐。
总决赛定于9月29日在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举行，届时将有10万名观众亲临现
场。可提供企业接待和奖励旅游套餐。

今年春季，维多利亚州的28个场馆共同庆祝2018春
季赛马嘉年华，为您呈现一场火热而精彩的盛会。在
这里您可以欣赏到顶级赛马、时尚、文化、美食、美
酒，还可参与各种娱乐活动。其中最受瞩目的赛事莫
过于11月6日举行的墨尔本杯，全球最棒的纯种赛马将
激烈争夺620万澳币的奖金。可提供企业接待和奖励
旅游套餐。

墨尔本艺术节作为世界领先的国际艺术节之一，洋
溢着魅力与灵感。这场活力四射的盛会将持续长达17
天，呈现独一无二的国际及澳大利亚特色艺术盛典，
包括舞蹈、剧场、音乐、视觉艺术、多媒体等不同形
式，丰富悦目。

请访问：afl.com.au

请访问：festival.melbourne

请访问：springracingcarnival.com.au

2018年10月26日至28日

2018年11月17日至25日

2018年11月21日至25日

澳大利亚重型机车大奖赛

墨尔本音乐周

2018高尔夫世界杯

每至十月，为期三天的澳大利亚重型机车大奖赛在菲
利普岛赛车大奖赛赛道举行，汇聚来自全球的顶级模
特车手参加。这是一场重机爱好者与肾上腺素的激情
狂欢。可提供企业接待和奖励旅游套餐。

墨尔本音乐周不仅在非传统场馆呈现亲切的互动式体
验，更可在墨尔本市政厅（Melbourne Town Hall）
欣赏到顶级表演，彰显墨尔本创意音乐产业的深度与
多样性。

2018年第59届高尔夫世界杯重回墨尔本，28个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队将齐聚大都会高尔夫俱乐部。比赛的
第一轮和第三轮以四人四球赛形式（最佳杆数赛）展
开，第二轮和决赛轮以四人二球赛形式（轮流击球）
进行。

请访问：motogp.com.au

请访问：melbourne.vic.gov.au/mmw
请访问：pgatour.com/tournaments/melbourneworld-cup-of-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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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6日至30日

2019年1月14日至27日

节礼日国际板球对抗赛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节礼日国际板球对抗赛是澳洲最大的板球赛事，每年
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来到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今年夏天尽情享受赛事。可提供
企业接待。

这个夏天，国际网球第一场大满贯锦标赛即将在墨尔
本举行。届时，全球顶级网球选手将齐聚墨尔本公园
内的罗德拉沃尔球场（Rod Laver Arena），在这场
竞争激烈的锦标赛中一决高下。可提供独一无二的奖
励旅游体验。

请访问：cricket.com.au
请访问：ausopen.com

探索维多利亚周边地区

维多利亚周边地区地图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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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州有多姿多彩的自然美景，从令人惊叹的海岸线和迷人的小镇，到优美的农村景观和历史悠久的地区，
应有尽有。从墨尔本出发都很容易抵达这些景观。游客还有机会参观野生动物，美景散布在每个角落，召唤游客
们选择他们自己的冒险。
亚拉河谷
莫宁顿半岛
戴尔斯福特和马其顿山脉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1小时
冬季摘蘑菇，夏季采草莓，莫宁顿半岛盛产农产
品。当地许多餐厅都使用的是本地食材。乘坐私人
直升机到澳洲高级高尔夫球场，包括沙丘高尔夫
球场（The Dunes），桑克蒂厄里湖高尔夫球场
（Sanctuary Lakes）和桑德赫斯特高尔夫球俱乐
部（Sandhurst），享受奢华高尔夫球场体验。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MorningtonPeninsula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1小时
距离墨尔本不到一小时的车程，风景如画的亚拉河谷
（Yarra Valley）以当地的葡萄园而出名，还有茂盛
的山丘和当地生产的食物和葡萄酒的乐趣。丹德农山
脉（Dandenong Ranges）因其山地风景、森林和
蕨类灌木丛景色，是人们逃离城市的热门去处。游
客可以在这里开车、徒步、闲逛或乘坐热气球漂浮到
空中。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Yarra-Valleyand-Dandenong-Ranges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1小时20分钟
戴尔斯福特和马其顿山脉（Daylesford and
Macedon Ranges）是墨尔本的放松之都，这里有
水疗中心和天然温泉、优质咖啡馆和精致的餐厅，距
离墨尔本仅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澳洲80％以上的天然
矿泉都位于该地区。游客可以参观古朴的赫本温泉镇
（Hepburn Springs），在瑞士 – 意大利薰衣草农场
的石头农房旁散步，农房四周环绕着美丽的花园和薰
衣草花田。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Daylesfordand-the-Macedon-Ranges

金矿区

菲利普岛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1小时20分钟
当150多年前在维多利亚州发现黄金时，在巴拉瑞特
（Ballarat），本迪戈（Bendigo），卡斯尔梅内
（Castlemaine）和马里伯勒（Maryborough）
等城镇留下了持久的遗产。到巴拉瑞特的疏芬山
（Sovereign Hill）淘金，重温澳大利亚的淘金热
潮，探索该地区美丽的建筑，宏伟的公共建筑、雕
像、喷泉和精美的花园，这一切都是对那个逝去的丰
富的时代的纪念。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1小时50分钟
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因为岛上的自然和野生
动物以及国际赛车比赛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游
客到这里体验澳洲最受欢迎的野生动物盛会是企鹅
归巢，每天黄昏时分，小企鹅的归巢队伍开始从海中
冒出来，回到沙丘里的巢穴。在菲利普岛自然公园
（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s），游客们可以在自
然栖息地看到沙袋鼠、袋鼠、小企鹅、海豹和考拉。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Phillip-Island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Gold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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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斯兰

大洋路

格兰屏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2小时10分钟
逃到维多利亚州东角，奖励自己享受无与伦比的美丽
自然景观吧。参观古朴的海滨乡村和高山城镇，收获
农场的新鲜农产品，到当地的湖泊，河流和山脉游玩;
或者干脆在原始的海滩上放松。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2小时40分钟
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自驾路线之一，沿着维多利亚州绝美的西南海岸线行
驶，途径著名的十二使徒岩（Twelve Apostles）。
从 吉 隆 （ G e e l o n g ） 以 南 的 托 基 （ To r q u a y ）
到 瓦 南 布 尔 （ Wa r r n a m b o o l ） 以 东 的 彼 得 伯 勒
（Peterborough），沿着悬崖顶端，以时速243公
里/15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下，
驶向海岸线。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2小时50分钟
格兰屏（Grampians）地区，地貌广阔，有美丽的国
家和州立公园，原住民历史和美不胜收的风景。格兰
屏国家公园（Grampians National Park）拥有壮观
的突出的岩石，200种鸟类，原住民遗产和维多利亚
州最大的岩石艺术收藏。漫步在该地区的40条步道之
一，感受它的美丽。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Gippsland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Grampians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Great-OceanRoad

墨瑞地区

高原区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3小时
世界第三大通航河流墨瑞河（Murray River）形成
了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和维多利亚
州（Victoria）之间的边界，然后南下穿过南澳大利
亚到达海洋。墨瑞河地区是澳大利亚本土的内陆地
区，拥有温和的地中海气候，人们可以做一系列户外
活动。

从墨尔本乘坐长途汽车：3小时
前往维多利亚州高原区感受壮观景色和高海拔，该地
区以其温馨的村庄、悠久的葡萄酒酿造传统、精致的
当地产品、在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山风景下冒险和户外
活动而闻名。冬季到山坡上滑雪，或在温暖季节骑马
或骑山地自行车探索山脉。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High-Country

请访问：visitvictoria.com/Regions/The-Murray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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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团队合影景点

国会大厦（Parliament House）

布莱顿海滩（Brighton Beach）

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

弗莱明顿活动中心（Flemington Event Centre）

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

财政花园（Treasury Gardens）

罗富酒庄（Rochford Wines），亚拉河谷（Yarra Valley）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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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奖励体验

大型团队
第一天

放松

第二天

菲利普岛

第三天

巴拉瑞特亚

第四天

拉河谷

上午
到达墨尔本
丘吉尔岛传统农庄场（Churchill Island
豪车接送到您的墨尔本中央商务区内的 Heritage Farm）
酒店。
体验日常传统的农业活动，如剪羊毛，
挤牛奶，训犬和响鞭表演。可接纳多达
5000人的团体。

疏芬山（Sovereign Hill）
返回到19世纪50年代，探索地下矿山，
淘金，并发现墨尔本的历史，在25英
亩的土地上体验淘金热（Gold Rush）
时 代 的 生 活 。 可 接 纳 多 达 4 ,0 0 0 人 的
团体。

踩葡萄节
罗奇福德酒庄（Rochford Wines）有
两万平方米的草坪，可以承接大规模的
活动，包括：踩葡萄、调制葡萄酒和赛
格威。

诺比司角（The Nobbies Centre）
纽约面包店（New York Bakery）
在现场完成您的午餐，参观悬崖俯瞰巴 在维多利亚风格的环境中融合了传统和
斯海峡（Bass Strait）的虚拟展览“ 现代风格的菜系。
南极之旅”体验。可接纳多达400人的
团体。

橡树岭酒庄（Oakridge Wines）
该酒庄建筑屡获殊荣，再加上直接从厨
房花园采摘的新鲜农产品，使得橡树岭
酒庄独树一帜。酒庄修建在18公顷面积
的土地上，十分宏伟。

午餐
在Cargo Hall体验西班牙海鲜饭烹饪
课程
在风景如画的亚拉河（Yarra River）河
畔，以墨尔本城市天际线为背景，体验
一次西班牙海鲜饭烹饪课程。可接纳多达
600人的团体。

下午
查斯顿（Chadstone）时尚之都的高级
企鹅归巢（Penguin Parade）
购物体验
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上约有3.2万
在澳洲最大的购物中心定制超过500家商 只小企鹅。观看小企鹅每天日落归巢。
店的VIP体验和独家折扣。

巴拉瑞特野生动物园
出发
（Ballarat Wildlife Park）
豪车接送到墨尔本机场（Melbourne
参观各种各样的自由漫步的澳洲本土动 Airport）
物，以及遍布面积37英亩的天然灌木林
地的奇异爬行动物。

晚餐
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
（Melbourne & Olympic Parks）
在 澳 网 公 开 赛 （ Au st ra l i a n O p e n ）
的主场罗德·拉沃竞技场（Rod Laver
Arena）举办晚间欢迎仪式。剧院式风格
能容纳1万人。

54

海角厨房（Cape Kitchen）
海角厨房（Cape Kitchen）享有南冰洋
海岸线的壮丽景色，并提供新鲜的当地
维多利亚时代农产品的时令菜单。

Metropolis活动场馆
Metropolis活动场馆奢华而且精致，
内部有17米高的圆顶，而且可以观赏城
市景色，适合为卓越的奖励旅游获得者
举办盛大的晚宴。可接纳多达1,100人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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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奖励体验

墨尔本的精髓
第一天

标志性

第二天

景点

第三天

身临其境探索

第四天

历史

上午
到达墨尔本
街头艺术之旅（Street Art Tours）
豪车接送到您的墨尔本中央商务区内的 跟随者知名街头艺术家一起沉浸于墨尔
酒店。
本著名的小巷中，然后制作自己的街头
艺术品并带回家。

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
驾车沿风景如画的菲利普港（Port
Philip Bay）游览色彩斑斓的且历史悠
久的布莱顿彩虹屋（Brighton Bath
Houses），然后骑马参观当地的一些精
品葡萄酒厂。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Queen Victoria Market）
参 加 顶 级 美 食 之 旅 （ F o o d i e To u r
Experience）体验19世纪的集市，品尝
当季农产品，认识当地人，了解自1878
年以来形成集市的各类事件。

阿尔弗雷德（Alfred Place）
这座两层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坐落在一
条历史悠久的巷道中，高高的天花板、
有丰富触感的大理石和绿宝石令人印象
深刻。

红土区绿橄榄酒庄
（Green Olive at Red Hill）
在美丽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享用午餐，
在这里，当地农民的美味农产品转变成
了一系列美味的西班牙小吃。

Cumulus餐厅
在墨尔本人喜欢的餐厅像当地人一样吃
午餐。Cumulus餐厅位于弗林德斯巷
（Flinders Lane），在著名的艺术和时
尚区域的历经历史性转折的世纪服装贸
易大厦的周边。

购物
在南码头（South Wharf）直营工厂折
扣店（DFO）购买特价商品，这里有180
多个国内外品牌，都打七折。

半岛温泉（Peninsula Hot Springs） 出发
在这个沿海绿洲中舒缓身心，天然温泉 豪车接送到墨尔本国际机场
水流入20多个温泉池，包括洞穴游泳 （Melbourne Airport）。
池，桑拿和山顶游泳池，游客还可享受
360度美景。

午餐
墨尔本板球场
（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欢迎来到国内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的主办地
墨尔本板球场（MCG）标志性的“G”家
用餐，餐后可进行幕后参观之旅。

下午
哈雷戴维森（Harley Davidson）之旅
由Bigk Stick Adventures公司带领游客
游览墨尔本，从有趣的新角度看这个城市
地标。

晚餐
尤里卡观景台（Eureka Skydeck）
晚宴
从南半球最高的住宅楼顶层观赏墨尔本， 墨尔本隐藏的秘密之旅（Hidden Secret
然后在89层高空享用私人晚餐。
Tours）结束的夜晚，跟着导游探索墨尔
本最好的餐厅和酒吧。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杰克洛佩酒店（Jackalope Hotel）的
Doot Doot Doot餐厅
莫宁顿半岛最新的豪华酒店内高档现代餐
饮，菜单特色食材使用来自酒店厨房花园
和部分当地的季节性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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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中国）
（Perfect China）
案例研究

墨尔本从2008年起承接了最大
的奖励旅游团队，完美（中国）
（Perfect China）。
全球直销商完美（中国）（Perfect China）在全国
范围内拥有33家分支机构和7000多家直销店，奖励
了3200位优秀员工到墨尔本及维多利亚周边地区旅
游，2017年6月份为员工定制了为期5天的奖励旅游。

行程亮点
1.

代表团在墨尔本市中心漫步，呼吸美丽的菲茨罗
伊花园（Fitzroy Gardens）的新鲜空气，并参
观城市标志性的火车站弗林德斯街站（Flinders

2.

这个为期五天的行程使得这个团队能够沉浸在墨尔本
及维多利亚周边地区各种各样的特别体验中。

日期：2017年6月19-24日
代表团：3,200 人

Street Station）。

客房量：8,000间

团队到疏芬山（Sovereign Hill）感受淘金时代，

旅行：61次航班

此次行程有专人完全指导，代表团能够安全地体

酒店：墨尔本中央商务区内12家酒店

验探索地下金矿之旅，并到19世纪50年代风格的

区域：5大区域：丹德隆（Dandenong），巴拉
瑞特（Ballarat），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大
洋路（Great Ocean Road）

商店购物。
3.

实事快报

代表团体验了南极之旅（Antarctic Journey），
参观了美丽的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并与
澳洲小企鹅见面。

4.

5.

代表团在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以海洋为背

“ 墨 尔 本 人 热 情 友 好，墨 尔 本 会 议 局

景，参加了卡丁车赛。

（MCB）的职员工作一丝不苟，热心支持这

代表团还体验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蒸汽火车

一具有战 略意 义的奖 励旅游计 划。”完美

Puffing Billing，沿途欣赏郁郁葱葱的丹德农山

（中国）的代表说道。

脉（Dandenong Ranges）景观。
6.

团队享受沿海莫宁顿半岛的美景，在红土酿酒区
用餐

7.

代表团参观了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沿
途的十二使徒岩石（Twelve Apostles）。

8.

代表团可在查斯顿购物中心购买礼品和纪念品，
享受时尚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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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China Ready
（为中国服务）”
合作伙伴

墨尔本会议局（MCB）被誉为世界
上最成功的商务活动举办地之一。
认识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代表每年到墨尔本及维多利亚
周边地区拜访的重要性，墨尔本会议局（MCB）及其
合作伙伴不断努力改善对中国团队提供的客户服务、
产品和体验。
墨尔本会议局合作伙伴包含住宿、场地、餐厅、景点
和城市旅游公司在内的各个领域，他们都为"China
Ready为中国服务”而感到自豪。这些合作伙伴提供
旅行计划和服务，以确保中国代表团受到欢迎，并在
墨尔本度过愉快和难忘的时光。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墨尔本会议局（MCB）合作伙伴的目标包括：
•
•
•
•
•
•
•
•
•
•
•

中文客服
中文销售和营销团队
中文旅游指南
中文现场标牌
欢迎套件，包含地图，中文报纸，特制菜单等
中文菜单
中文产品简报
培训所有新进员工关于中国文化理解
中国旅游公司贸易展览优先权
微信公众号
市场考察以加深了解和研究

墨尔本“China Ready 为中国
服务”合作伙伴：
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
雅高酒店（Accor Hotels）
皇冠酒店（Crown Hotels）
墨尔本朗庭酒店
（The Langham, Melbourne）
5. 查斯顿购物中心
（Chadstone Shopping Centre）
6. 罗奇福德酒庄（Rochford Wines）
7. 漫步墨尔本之旅（Walk Melbourne Tours）
8.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
（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s）
9. 墨尔本之星观景摩天轮
（Melbourne Star Observation Wheel）
10.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11. Showtime Event集团
12. Triumph Leisure Solutions公司
13. Harry The Hirer公司
14. 君悦酒店（Grand Hyatt）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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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节庆活动一览

城市与周边地区
活动
挑战活动

团体规模
<50

51-250

251-500

墨尔本景点寻宝游戏













葡萄酒品鉴与葡萄酒调配





海岸沙雕





墨尔本动物园历险













墨尔本水族馆探索













极速前进







调制鸡尾酒









墨尔本品鉴之旅













墨尔本公园在线GPS之旅













海滩奥运会





团体绘画艺术创想













香水制作













回馈社会













晚间娱乐/益智问答













电影制作





厨艺大师活动





墨尔本本地私人旅

501-800 801-1,500

<50

51-250

251-500

私人订制旅游













观光游













墨尔本社区游













夜间观光游













美食之旅













购物游













周边地区游













251-500

墨尔本足球俱乐部

<50

51-250

实地体验澳式足球 – 澳大利亚足球联赛训练





在墨尔本板球场观赏澳大利亚足球联赛（包括或不包括招待费）





墨尔本板球场澳大利亚足球联赛初学者体验





与教练或球员一起参加简报会的独特体验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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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周边地区
墨尔本私人游
豪华游
旅游目的地包括:
- 亚拉河谷
- 摩林顿
- 菲利普岛
- 大洋路
- 墨尔本市区
公园聚会（标志性活动）

<50

51-250











泡沫足球团队建设







越狱团队挑战





树上冲浪挑战





赛龙舟挑战





鸡尾酒大师班





隐秘酒吧之旅



披萨制作课程





烹饪挑战（多样化）





亚拉河谷葡萄酒酿造厂野餐





摩林顿半岛葡萄酒酿造厂野餐





周边地区赛马日系列活动





超级游艇鸡尾酒会



亚拉河谷热气球与桶酒试饮



企业早餐、午餐、晚餐





企业体育赛事





Microflite直升机服务
直升机观光之旅 – 十二门徒直升机飞行体验，葡萄酒美食飞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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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250

251-50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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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周边地区
活动
大西洋集团（体验）

团体规模
<50

古往今来的鸡尾酒



威士忌品鉴大师班



面包制作课程



鸡尾酒酿制课程



达克兰滨海港区中央码头场馆 – 烹饪挑战



葡萄酒品鉴与酿酒师会面



51-25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澳大利亚大奖赛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私人招待
私人套房包括：
- F1 围场俱乐部
- Chicane弯道馆
- 维修区出口Skydeck观望台
- 维修区出口国际赛道
- 企业看台第十五弯
- 企业看台第三和第四弯
根据要求提供定制的套房。

<50

51-250

251-500







查斯顿购物中心

<50

51-250

251-500

免费购物护照，独家提供100多家零售店与餐厅













旅游巴士欢迎福利：包括迎接和问候服务，贴心的接送与下客点，紧临奢华的购物中心入口
和预留的巴士停车场













墨尔本中心商务区至联邦广场免费交通



购物体验套餐 – 购物与餐饮











DFO南码头奥特莱斯

<50

51-250

251-500

在170多家零售店购物













团体购物优惠券













<50

51-250

251-500

墨尔本板球场导览之旅













澳大利亚足球联赛或板球比赛













参观国家体育博物馆













<50

51-250

251-500











墨尔本板球场

墨尔本之星观景摩天轮
时长30分钟 – 每舱最多20人
墨尔本之星体验套餐 – 每舱最多14人 。
私人舱包括餐饮。
墨尔本动物园





501-800 801-1,500

501-800 801-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

51-250

251-500

在动物栅栏中尽享开胃小菜与饮品，与饲养员交流（下班之后）













蛇或爬行动物进入你的房间













承包整个动物园（日落时动物园允许）













承包半个动物园（半个动物园允许）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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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周边地区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终极美食之旅

<50

51-25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澳洲物语纪念品店
在澳大利亚最大的购物中心享受团体购物体验。
澳大利亚美食品鉴（如鲍鱼、麦芦卡蜂蜜、澳洲坚果、牛轧糖、干果）

<50

51-250

251-500







弗莱明顿赛马场

<50

51-250

251-500

礼帽工坊







赛场夜游







弗莱明顿文化遗产中心与徒步导览





日出早餐





赛马场寄宿：在弗莱明顿赛马场过夜



寻觅奖杯







赛场一日游





墨尔本赛马节嘉年华



墨尔本步行之旅
淘宝购物旅游公司
- 巷道与拱廊
- Golden Mile传统步行街文化遗产漫步之旅
- 咖啡馆文化
- 渐进式品尝
- 渐进式茶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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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25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周边地区
活动
博尔基尼酒庄（亚拉河谷）

团体规模
<50

51-250

葡萄酒酿酒厂午餐会





日间水疗馆





班迪哥

<50

51-250

班迪哥Talking Tram之旅





金龙博物馆之旅





中央黛博拉金矿之旅





班迪哥陶器课程



班迪哥Joss House寺之旅



班迪哥周边地区葡萄酒酿造厂之旅



班迪哥黄金勘探



铁皮树骑马中心



宇宙慈悲大佛塔 – 南半球最大的佛寺



觅食之旅 – 发现当地美食宝藏



沿着奥基夫铁路步道骑行至西斯寇特



班迪哥美术馆 – 澳大利亚周边地区跟团游最大美术馆



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游 – 班迪哥三大建筑杰作



班迪哥Blues有轨电车（季节性）



葡萄酒银行展示 – 当地酿酒厂品鉴



Tooborac酒店和啤酒厂 – 午餐会与啤酒厂之旅



商业活动 吉朗

<5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1-250

251-500











葡萄酒酿酒厂幕后之旅/啤酒厂之旅







周边地区美食体验







<50

51-250

251-500

参观野生动物保护园，与饲养员交流，介绍澳大利亚动物





邂逅、亲密接触考拉



喂食沙袋鼠、袋鼠





野生动物保护园私人游（17:00-20:00，夏令时）





神奇夜游（黄昏之后）



邂逅、近距离亲身接触大型动物（2.5小时）



提供餐饮



与海豚共游



游轮巡航



直升飞机观光游



高尔夫之旅及活动

月光之旅野生动物保护园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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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
摩林顿半岛

<50

51-250

251-500



半岛温泉



海湾钓鱼之旅



迷人的冒险花园和树上冲浪





海湾游玩冒险之旅





马背上的葡萄园之旅



当地酒庄之旅



根纳玛塔骑马游



博内奥迷宫和迷你高尔夫球场



乘坐Moonraker太空号与海豚畅游



克里滕登葡萄酒中心 – 葡萄酒飞行之旅



精英日之旅（定制豪华游）



MP体验（美食美酒）



橡木岭酒庄（亚拉河谷）

<50

501-800 801-1,500





>1,500





51-25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50

51-250

25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丘吉尔岛传统农庄专属活动













企鹅岛自然生态保护区 – 观赏企鹅归巢













企鹅岛自然生态保护区 – 企鹅归巢升级版







企鹅岛自然生态保护区 – 地下观赏





野生动物保护活动













考拉保育中心













诺比司中心南极之旅











<50

51-250

251-500

葡萄酒调配











脚踩葡萄

















场馆游览



葡萄酒品鉴



葡萄酒与开胃菜大师班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

罗富酒庄（亚拉河谷）

Segway代步车之旅





葡萄酒大赛





501-800 801-1,500

马车之旅





酒庄之旅









葡萄酒品鉴















农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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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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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
Showtime活动策划公司

<50

51-250

渐进式四处觅食





251-500

最长的午餐







星空晚宴







威士忌步行之旅





501-800 801-1,500




弹出式当地节日
调酒大师班




露天电影院
沙滩烧烤



墨尔本监狱夜游



一次被捕经历：前城市看守所



葡萄酒大师



疏芬山（巴拉瑞特市）













<50

51-250

251-500

淘金











金矿之旅











冬日奇迹之光-7月圣诞节











奇装异服照片





<50

51-250

Pula步道之旅（下班之后）





尽享动物围栏的开胃菜与饮料，与饲养员交流（下班之后）







私人游猎之旅







华勒比开放式动物园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1,500

251-500

501-800 801-1,500

501-800 801-1,500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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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周边地区会议、
酒店及展馆

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顶级赛事
在澳网公开赛之乡，体验无可比拟的商务活动。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墨尔本城市的中心，
拥有丰富而灵活的场馆，祝您打造无与伦比的盛会。坐拥城市宏伟的地平线，以及壮美的亚拉
河，包括多个场馆，如罗德拉沃尔球场（Rod Laver Arena）、海信球场（Hisense Arena）、
玛格丽特球场（Margaret Court Arena）、艾米公园球场（AAMI Park）、墨尔本公园功能
中心（MPFC）以及The Vista餐饮娱乐中心。这里别出心裁地融合了功能厅、球场、体育馆和
套房，可极其灵活地利用空间，举办各种盛会，留下难忘回忆。

火车
Richmond火车站；Lilydale，Belgrave站，Alamein站，Glen Waverley站，Frankston
站，Cranbourne站/Pakenham站，Sandringham Jolimont站；South Morang站，
Hurstbridge Flinders 街；所有线路都到达Richmond 站

公交车
605路公交City–Gardenvale

餐饮

246路公交 Latrobe Uni–埃斯特维克站

我们提供一流餐饮服务，令味蕾兴奋、盛会升级。手艺高超的主厨和优秀的团队将为任何场合
量身定制烹饪享受。在专业烹饪团队的背后，我们更与本地供应商结为伙伴，并取材应季时

厅名

平方米

宴会

鸡尾酒会

教室

剧院

蔬。满腔热情和全神投入令每一款独创菜肴都突破常规 ，超越过往曾品尝过的任何佳肴 。我

公园厅

622

360

600

270

600

们提供的套餐或菜单采用最新鲜的食材 ，令时蔬绽放异彩。我们优秀的烹饪团队将与您竭诚合

地平线厅

590

350

590

250

580

作，根据不同的场合主题及需求，定制出无与伦比的餐饮体验，更根据所举办场合推出多款既

长河厅

622

360

600

270

600

有菜单供您选择。

墨尔本公园功能中心

1800

1400

2000

800

1800

艾米公园球场奥林匹克
公园厅

1600

650

1200

NA

1000

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墨尔本繁华的中央商务区（CBD）与繁忙的Richmond区域之间的绝

奥林匹克公园一号厅

564

250

500

NA

400

佳地段，该地点四通八达，临近公共交通站点、大小酒店以及无数餐饮店铺和酒吧。

奥林匹克公园二号厅

521

250

500

NA

500

奥林匹克公园三号厅

527

250

500

NA

400

电车

玛格丽特球场

1250

650

1200

NA

5000

70号电车（Wattle Park站）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和Richmond站之间的电车将

海信球场

2760

1600

2500

NA

8500

分别在罗德•拉沃中心球场（Rod Laver Arena）（7B站）、海信球场（Hisense Arena）

The Vista餐饮娱乐中心

930

NA

1800

NA

NA

交通指南

（7C站）、艾米公园球场（AAMI Park）（7D站）停站 。48号电车（North Balwyn）和75
号电车（Vermont South）在临近威灵顿大道的墨尔本板球场（MCG）停站。

地址：Olympic Boulevard,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286 1118 | 邮箱：sales@mopt.vic.gov.au
网站：melbourneolympicpar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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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皇冠假日酒店
墨尔本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 Melbourne）位于亚拉河畔，短时步行即可抵达墨尔本
中央商务区（CBD），正对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毗邻活力四射的南岸餐饮区。作为全
球高端品牌，酒店已获“China Ready 为中国服务”项目认证，专为中国宾客配备生活便捷
设施，如IHG翻译软件、CCTV六档频道、免费瓶装水和原汁原味的中国餐。酒店选址交通便
捷，更有中国员工为您竭诚服务，尤其适合参加会议的商务人士下榻。385间装修时髦的客房
不仅为您带来舒适方便的入住体验，更提供多种房型选择，大部分房内可眺望壮观河景。同时
酒店还临近墨尔本赌场娱乐中心和中国城，并地处免费电车区，举办各种规模的中国和台湾奖
励旅游团体 的经验十分丰富。

地址：1-5 Spencer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9648 2777 | 邮箱：meetings.melfs@ihg.com
网站：melbourne.crowneplaza.

皇冠墨尔本大都会酒店
皇冠墨尔本大都会酒店（Crown Metropol Melbourne）可为您提供现代时髦的客房和个性
化服务，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墨尔本商务、体育和休闲的中心地带，以及酒店专用商务中心。
入住28层以上的客房，即可眺望墨尔本亚拉河的壮美河景以及海滨全景。酒店临近铁路和公路

地址：8 Whiteman Street,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292 6211 | 邮箱：reservations.mcm@crownhotels.com.au
网站：crownmetropolmelbourne.com.au

交通枢纽，30分钟内可达墨尔本国际机场，前往墨尔本都市和市郊也十分便捷。

墨尔本皇冠大道酒店
墨尔本皇冠大道酒店（Crown Promenade Melbourne）是位于城市边缘活力四射的城市酒
店，配有专用商务设施和会议室，前往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交通便捷，令商务差旅也能
成为一种享受。忙碌整日后，不妨轻松移步到酒店内的Mesh 饭店和Tonic酒吧放松一下，或是

地址：8 Whiteman Street,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292 6888 | 邮箱：reservations.mcp@crownhotels.com.au
网站：crownpromenademelbourne.com.au

穿过空中桥，来到皇冠品质绝佳的饭店、酒吧和娱乐场馆。

墨尔本皇冠酒店
墨尔本皇冠酒店（Crown Towers Melbourne）为一家临近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的至尊
豪华酒店，作为世界顶级酒店之一，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高雅格调，不仅提供豪华的周边场
馆，更有典范级服务设施，如酒店专用商务中心、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和宾客独享的水晶
俱乐部Crystal Club。除此之外，酒店还提供顶级餐饮设施、享誉全球的购物区以及The

地址：8 Whiteman Street,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292 6868 | 邮箱：reservations.mct@crownhotels.com.au
网站：crowntowersmelbourne.com.au

WaitingRoom等热潮酒吧，堪称优雅奢华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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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高集团 – 宜必思墨尔本公寓酒店
宜必思墨尔本公寓酒店（ibis Melbourne Hotel & Apartments）地理位置优越 ，步行即可
达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s）、CBD购物区和来贡街（Lygon
Street）餐厅区。三间多功能精装会议室可容纳多达300人，并采用独特的墨尔本风格剧院式

地址：15-21 Therry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66 0006 | 邮箱：h1564-sb3@accor.com
网站：ibismelbourne.com.au

设计。酒店配有多达250间客房，是您商务旅行或休闲度假的不二之选。

雅高集团 – 墨尔本加罗林温泉美居酒店
墨尔本加罗林温泉美居酒店（Mercure Melbourne Caroline Springs）位于屡获殊荣的韦斯
特河乡（WestWaters）酒店娱乐中心，是将功能区、住宿区等融于一身的综合场馆。酒店虽
位于城郊，但前往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和机场的交通十分便捷，是当地和外来宾客的理
想之选，亦可承办公司会议、庆典盛会等各种活动，250人的晚宴和400人的奢靡鸡尾酒会都

地址：10-20 Lake Street, Caroline Springs, Victoria 3023
电话：+61 3 8358 0555 | 邮箱：reception@westwatershotel.com.au
网站：mercure.com/caroline/springs

不在话下。

雅高集团 – 墨尔本国库花园美居酒店
墨尔本国库花园美居酒店（Mercure Melbourne Treasury Gardens）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
的中心仅相距两个街区，是承办300人级的营销会议、商务会议、产品推介会、培训研讨会的
理想场馆。美居酒店全新的招牌项目贴心会议（Mindful Meetings）将健康、福利和可持续性

地址：13 Spring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205 9958 | 邮箱：gerald.west@accor.com
网站：mercuremelbourne.com.au

纳入会议套餐，让会议体验更丰富，会后效果更佳，且趣味满满。

雅高集团 – 柯林斯墨尔本诺富特酒店
柯林斯墨尔本诺富特酒店（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包含九个多功能厅。宴会厅无
立柱，可划分为四个区域，容纳多达400人，透过落地窗可俯瞰小科林斯街（LittleCollins
Street）。该4.5星级酒店包含380间客房、小巷Lane餐厅酒吧、健身中心和泳池，地处城市
中心，出门即是著名的购物中心圣科林斯街巷（St Collins Lane），与墨尔本城的最佳场馆皆

地址：27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67 5800 | 邮箱：h1587-sb2@accor.com
网站：novotel.com

近在咫尺。

雅高 – 诺富特墨尔本南码头酒店
墨尔本相接之地
诺富特墨尔本南码头酒店可直接通往墨尔本会展中心（MCED）。金色的酒店大楼一共有
26层，高耸于会展中心上方。酒店拥有347间精心打造的现代化客房，套房内可以欣赏墨尔本
美丽的城市天际线或者菲利普港湾。所有酒店客人都可享受免费 WiFi 上网和24小时健身中心

Melbourne
South Wharf

地址：7 Convention Centre Place, Melbourn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1300 656 565 | 邮箱：HB064@accor.com
网站：novatelmelbournesouthwharf.com.au

服务。

雅高集团 – 圣科达墨尔本诺富特酒店
入住圣科达墨尔本诺富特（Novotel Melbourne St Kilda）4星级酒店，让自己沉浸在圣吉尔
达海滨生活。它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仅6公里，与墨尔本机场仅隔28公里，临近月
神公园（Luna Park）、宫殿剧院（Palais Theatre）等各大景点，更可让您近距离感受阿克
兰和菲茨罗伊大街（Acland and Fitzroy Streets）上活力四射的餐饮娱乐和夜生活。酒店内
有211间装饰华丽舒适的房间

供您选择，休憩一夜后不妨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自助，或来到海

地址：16 The Esplanade, St Kilda, Victoria 3182
电话：+61 3 9525 5522 | 邮箱：h1506-sb4@accor.com
网站：novotelstkilda.com.au

景阳台享受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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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阿尔伯特公园铂尔曼美居酒店
若您追求商务与休闲的结合，不妨入住全新整修的墨尔本阿尔伯特公园铂尔曼美居酒店
（Pullman& Mercure Melbourne Albert Park），在您俯瞰风景秀美的阿尔伯特湖公园
（Albert Park Lake）的同时，又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圣科达沙滩（St Kilda
Beach）以及活力四射的教堂街购物区（Chapel Street）近在咫尺，让商务人士在会议之余
亦可享受到墨尔本的各种美好。酒店内包含169间5星级精装铂尔曼式客房，209间4星级标准

地址：65 Queens Road, Albert Park VIC 3004
电话：+61 3 9529 4300 | 邮箱：h8788-sb9@accor.com
网站：pullmanalbertpark.com.au

美居客房，且每一间都风格时髦、空间宽裕，大多可一览阿尔伯特湖公园的秀美风景。

雅高集团 – 墨尔本公园铂尔曼酒店
地标级的墨尔本公园铂尔曼酒店（Pullman Melbourne on the Park）位于东墨尔本中心地
带，地处墨尔本市体育和娱乐核心区内，距墨尔本机场仅25公里，可俯瞰墨尔本板球场
（MCG）和菲茨罗伊花园（Fitzroy Gardens）。客房采用温馨的现代风格装修，配备无线网
络、全尺寸电视和宽大办公桌等差旅便捷设施。酒店精装的宴会楼层更为您提供良好的展览、

M E L B O U R N E O N T H E PA R K

地址：192 Wellington Parade, East Melbourne, Victoria 3002
电话：+61 3 9419 2000 | 邮箱：h9875@accor.com
网站：pullmanonthepark.com.au

会议、奖旅活动 和社交场馆。.

雅高集团 – 墨尔本西码头套房酒店
墨尔本西码头套房酒店（Quay West Suites Melbourne）位于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墨尔本南门
区，将5星级酒店服务与设备齐全的公寓式客房相结合，并为各种规模和时长的活动提供理想
的功能性场馆。酒店同时配备风格时髦的餐厅，以及吧台和阳台。到了暖季，阳台上即铺满人

地址：26 Southgate Avenue,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93 6000 | 邮箱：h8804-sb@accor.com
网站：quaywestsuitesmelbourne.com.au

工草皮，令您在露天下一览城市全景。

雅高集团 – 索菲特墨尔本柯林斯酒店
索菲特墨尔本柯林斯酒店（Sofitel Melbourne On Collins）位于享有盛名的科林斯街巴黎
区，坐落在墨尔本高级购物区、餐饮区和剧院等景点的中央。探索升级版的综合会议服务，这
里既有可容纳1000人的大宴会厅，又有多达12间独立会议室。自36层以上共有了363间豪华
客房和套房，皆配有落地窗以为您呈现墨尔本最好的俯瞰景。奢华的索菲特MyBed床垫以及大

地址：2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53 7701 | 邮箱：h1902-sb13@sofitel.com
网站：sofitel-melbourne.com.au

理石装修浴室更为您带来法式优雅。

雅高集团 – 墨尔本诗铂尔码头区酒店
墨尔本诗铂尔码头区酒店（The Sebel Melbourne Docklands）位于星河蓝湾，为4.5星级
公寓式酒店，提供单间公寓、单人间和标准间，以及中央海滨酒店24小时前台服务、安全停车
区、室内泳池、水疗、桑拿、健身房、顶楼网球场和烧烤区，商务中心和宾客休息室内更配有

地址：18 Aquitania Way, Docklands, Melbourne,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9641 7500 | 邮箱：info@sebeldocklands.com.au
站：sebeldocklands.com.au

免费网络。

ASPECT 会展中心
Aspect 会展中心坐落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的中心地带，步行范围内有公共
交通站点、咖啡厅、饭店和酒店。窗外和阳台上的景色令人惊叹，弗林德斯街火车站
（Flinders Street Station）、墨尔本板球场（MCG）和亚拉河等城市地标尽收眼底。会展中
心同时为整个城市的商务和社区互联活动提供餐饮和会议设施，也是承办会议、会展、鸡尾酒

地址：Level 12, 300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919 1012 | 邮箱：ccentre.city@vu.edu.au
网站：vu.edu.au/convention-centres

会和宴会的理想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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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蝙蝠侠山酒店
柯林斯蝙蝠侠山酒店（Batman’s Hill on Collins）为一家魅力四射的历史著名酒店，坐
落于交通便捷的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正对南十字星火车站（Southern Cross
Station）、Skybus机场快列市内终点站，步行即可达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阿提哈德
体育场（Etihad Stadium）、皇冠逍遥之都（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和艺术中心
（The Art Centre）。酒店内有190间客房，配备齐全的1 + 2卧室公寓，和配有10个功能区及

地址：62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14 6344 | 邮箱：bdmdomestic@batmanshill.com.au
网站：batmanshill.com.au

饭店的会议中心。酒店将通过最优质的服务，为各位来宾留下难忘的记忆。

克莱伦套房酒店
4.5星级克莱伦套房酒店（Clarion Suites Gateway）位于弗林德斯和威廉姆街的交叉口
（Flinders and William Streets），步行短短9分钟即可抵达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
全套房服务的单间公寓内配有小厨房。一卧、两卧套房内则配有全套厨房设备和洗衣设施 。酒

地址：1 William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296 8888 | 邮箱：sales@clarionsuitesgateway.com.au
网站：clarionsuitesgateway.com.au

店内还设有饭店、室内恒温泳池、无线网络和楼外独立健身房。

墨尔本君悦酒店
墨尔本君悦酒店（Grand Hyatt Melbourne）占据了柯林斯街（Collins Street）的绝佳地
段，地处 商务、购物、剧院、餐饮区的中心，同时步行可达墨尔本的各大景点。酒店内的会议
和宴会设施包括16间厅室，其中包括风格优雅的无立柱萨沃宴会厅 Savoy Ballroom以及华丽
的梅菲尔宴会厅Mayfair Ballroom。550间豪华客房内均配有面朝落地窗的个性化定制床，浴

地址：12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57 1234 | 邮箱：melbo-catering.sales@hyatt.com
网站：melbourne.grand.hyatt.com

缸和淋浴分体式大理石装饰浴室，以及埃及棉床上用品。

墨尔本希尔顿逸林酒店-弗林德斯街店
酒店坐落于墨尔本活力四射的市中心，正对地标建筑弗林德斯街火车站（Flinders Street
Station），步行可轻松抵达达墨尔本著名的街巷、酒吧、购物、艺术和娱乐区。180间客房无
一不散发出高端、现代、温馨的氛围，令宾客在时髦的房间内休闲放松。酒店还配有三间功能
多样的现代化会议室，以及时髦高端的饭店，是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举办商务和社交活

地址：270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54 6888 | 邮箱：melfs_cb@hilton.com
网站：hiltonmelbourne.com.au

动的理想场馆。

墨尔本会展中心
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坐落在地标性的亚拉河畔，无与伦比的场馆、领先科技、屡获殊荣
的餐饮和专业经验一并呈现，将助您打造圆满盛会，更拥有52间多功能分会场和总面积达三万

地址：1 Convention Centre Plac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235 8000 | 邮箱：salesenquiries@mcec.com.au
网站：mcec.com.au

平方米的无立柱展厅，会议、会晤、展览、音乐会、贸易磋商会和晚宴等皆可承办。

墨尔本泛太平洋酒店
墨尔本泛太平洋酒店（Pan Pacific Melbourne）坐落于墨尔本南码头购物区（South
Wh a r f ） ， 共 有 3 9 6 间 豪 华 客 房 和 套 房 ， 可 观 亚 拉 河 全 景 、 菲 利 普 海 湾 城 港 口 （ P o r t
Phillip Bay）。酒店内还设有400平方米的多功能会议场馆，以及内部直达墨尔本会展中心
（MCEC）的步行道，墨尔本泛太平洋酒店（Pan Pacific Melbourne）是您理想的下榻之所 。

地址：2 Convention Centre Plac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027 2000 | 邮箱：events.ppmel@panpacific.com
网站：panpacific.com.au

不妨充分享受酒店内部的餐饮设施、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以及俱乐部休息室。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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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机场帕克洛亚酒店
屡获殊荣的墨尔本机场帕克洛亚酒店最值得引以为傲的是，它是全澳州唯一家拥有罩棚式天桥
连接国内和国际机场的酒店。。会议展览楼层共有16个场馆可供灵活利用，采用充足的自然采

地址：Arrival Drive, Tullamarine, Melbourne Airport, Victoria 3045
电话：+61 3 8347 2000 | 邮箱：events.prmla@parkroyalhotels.com
网站：parkroyalhotels.com/melbourne

光，可容纳多达300人。免费无线网络覆盖整个酒店，以及国际饭店、咖啡厅和酒吧。

罗伊斯酒店
体验墨尔本五星级设计酒店，其独特的选址已列入澳大利亚国民托管组织名录，这里曾经是澳
大利亚辉煌一时的车展厅。罗伊斯酒店散发着优雅的现代设计感，尤其适合奖励旅游团体享用
私密晚餐，举办时髦的鸡尾酒派对及晚宴，更由墨尔本三个风景秀美的公园围绕。酒店入口处

地址：379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Victoria 3004
电话：+61 3 9677 9900 | 邮箱：events@roycehotels.com.au
网站：roycehotels.com.au

有电车站，令宾客轻松抵达城内各大景点。在此下榻必将留下难忘回忆。

墨尔本罗杰斯酒店
4.5星级墨尔本罗杰斯酒店（Rydges Melbourne）坐落于墨尔本活力四射的剧院区之中心地
带，装潢精美的会议楼层中有11个无立柱厅室，布局灵活，内设音像设备，自然采光充沛。酒

地址：186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365 1210 | 邮箱：functions_melbourne@evt.com
网站：rydges.com/melbourne

店内363间客房包括套房、自足式公寓，堪称大型会议和社交活动的理想目的地。

墨尔本韦伯萨伏依酒店
墨尔本韦伯萨伏依酒店（Vibe Savoy Hotel Melbourne）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
这一绝佳地段，5分钟内即可步行抵达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是展会代表理想的入住之
所。在宏伟的历史遗迹外观下，有6间多功能会议室，可承办130人剧院式活动，或320人的鸡

地址：630 Little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22 8888 | 邮箱：meet@tfehotels.com
网站：tfehotels.com/vibesavoy.com

尾酒会式宴席。

墨尔本朗廷酒店
墨尔本朗廷酒店（The Langham, Melbourne）是墨尔本最豪华且服务至上的酒店，致力于
令宾客的各方面体验都趋于完美。作为城内最佳的五星级酒店，它因无与伦比的优质服务而
闻名，同时坐落于亚拉河南岸，可俯瞰墨尔本地标式的弗林德斯街车站（Flinders Street

地址：1 Southgate Avenue,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8696 8888 | 邮箱：geeta.seneviratne@langhamhotels.com
网站：langhamhotels.com/melbourne

Station），吸引着国内外的商务人士和休闲度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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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

博尔基尼庄园葡萄园度假水疗馆
博尔基尼庄园葡萄园度假水疗馆坐落于亚拉河谷的中心地带，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
和机场仅50公里，开车一小时内可达。这处的豪华度假之所位于绿色风景区内，几何感十足
的葡萄藤走廊十分醒目。根据预想功能而设计的会议设施如博尔基尼庄园是举办重大活动的

地址：1309 Melba Highway, Yarra Glen, Victoria 3775
电话：+61 3 9730 0700 | 邮箱：besales@balgownieestate.com.au
网站：balgownieestate.com.au

理想场馆。这里同时配备70间豪华舒适的当代风格套房、瑞伊饭店Rae’s Restaurant、地窖
门、Natskin水疗度假养生俱乐部。

杰克洛佩酒店
杰克洛佩酒店（Jackalope Hotels）在澳大利亚绝对算得上是独树一帜，因其创造了豪华酒店
的新标准，且全新的饭店设施 保证会为您带来难忘的体验。酒店距离墨尔本市仅一小时车程，
坐落于莫宁顿半岛葡萄酒产区内朴甄的葡萄园内，是高端企业奖励旅游、会议和庆典的理想举

地址：166 Balnarring Road, Merricks North, Victoria 3926
电话：+61 3 9519 8900 | 邮箱：jackalopehotels.com
网站：jackalopehotels.com

办地。

华勒比公园首席公馆酒店&水疗中心
华勒比公园首席公馆酒店&水疗中心（MansionHotel & Spa at Werribee Park）是全澳大
利亚名副其实最宏伟的酒店，堪称都市中的充满恬静魅力的静谧之所。高级而供不应求的会议
场馆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仅30分钟车程。优质的服务和豪华客房与高贵的19世纪

地址：K Road, Werribee, Victoria 3030
电话：+61 3 9731 4000 | 邮箱：nmcnamara@lancemore.com.au
网站：lancemore.com.au/mansion-hotel-and-spa

风格府邸以及10英亩的秀美英式花园相得益彰。同时酒店还可承办530人的鸡尾酒会式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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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集团

I T TA K E S N O T H I N G
TO JOIN THE HERD
I T TA K E S E V E R Y T H I N G
T O S TA N D O U T

大西洋集团
大西洋集团不仅专攻酒店业，还以高度个性化、充满想象力且无可比拟的体验而闻名。集团一

集团业务遍布墨尔本的每一处，且旗下的酒吧、餐厅以及小饭馆一直在扩张。每一个店铺都令

如既往地以多样化引领行业，成为行业黑马，不仅在酒店业成绩斐然，更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

墨尔本的社交魅力进一步展现，美味佳肴与高雅格调令社交人士不断慕名而来。集团旗下的高

（CBD）拓展至全球。大西洋集团深谙一个理念，即每一场活动都有背后的故事，且每个故事

级酒吧、餐厅和零售店种类十分多样，不仅包含同位于达克兰滨海港区（Docklands）的手

都独一无二。

工烘培坊

让我们一一地浏览位于中央码头区（Central Pier），达克兰滨海港区（Docklands）和皇
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里独特且迷人的场馆：半岛（Peninsula）、MAIÀ、

Mill&Bakery和中东风味餐厅Mama

Rumaan，以及位于皇冠逍遥之都（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的大西洋餐厅The Atlantic Restaurant，The Den Bar 和海鲜
餐厅Fish & Chippery。

Sumac与Sketch、Gardens House。其在墨尔本市的场馆尤其适合举办奢华宴会、私密派对

大西洋集团一直激情满满地打造派对、社交庆典和难忘回忆，永远都不会因满足而止步。作为

以及企业活动，不仅十分全能，还注重细节。

行业名副其实的异军，大西洋集团拒绝落入复刻的窠臼，永远在追求更优质的款待与服务。

大西洋集团旗下的场馆位于风景秀美的海滨，且功能性极强，适合各种团体，可容纳50至
2500为宾客。大西洋集团Tommy Collins将精心挑选满足您所有需求的场馆，并带给您创意
十足、新颖前卫的难忘体验，即使是最奇特的概念描述也将以定制化的体验和服务被最终呈
现，其潜力无穷。

地址：Central Pier, 161 Harbour Esplanade, Docklands,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8623 9600 | 邮箱：info@atlanticgroup.com.au
网站：atlanticgroup.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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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理念

设施

从每一道亲手创造的可口开胃菜，到千人宴会的圆满承办，大西洋集团的服务处处体现出创

中央码头（Central Pier）坐落于不断扩张的滨海港商务区中心，其与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

新、特色以及对细节的专注，且极度重视可持续性以及最前沿的厨房，因而不断创造出最用心

仅相距1.4公里。该地附近有8条电车线路，其中包括免费的环城电车（City Circle Tram），

的菜单、囊括全球的特色味道，以当地应季时蔬打造餐饮体验。

而且距离南十字星火车站（Southern Cross Train Station）仅900米，同时步行可达墨尔本
中央商务区（CBD）和皇冠逍遥之都（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中央码头不仅
提供停车场，还有洗车服务，步行范围内也有许多停车场供您选择。

半岛厅

花园宅邸

作为墨尔本最华丽且前卫的海滨场馆，“半岛”的设计灵感源自伦敦的标志性建筑 – 泰德当代

漫步在狭窄的花园小径, 穿过四周精心修剪的草木，迎面而来的是一栋双层建筑，外观华美，传

美术馆（Tate Modern Museum），穹顶高达9米，拥有外露式构架以及巨大的落地窗，侧面

承经典，更拥有一座花园。这座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宅邸内部经过翻新，已成为奢华而令人难

保留了原有的工棚门。

忘的庆典活动场馆。无论您计划举办私密晚宴或是公司宴请，您的嘉宾都将有机会呼吸到墨尔
本珍贵的植物园独有的清新空气。二楼阳台横跨整栋宅邸，看似另一座美妙绝伦的私家花园。

会议厅

平方米

Ht
（m）

宴会式

半岛厅 C

585

8.65

456

半岛厅 A

910

8.65

整个半岛厅

1639

8.65

教室式

晚宴
舞蹈
方型

剧场式

卡巴莱

长方型

卡巴莱

220

300

396

456

444

550

720

430

504

612

624

756

900

1488

700

896

1296

1200

1344

1500

花园宅邸更提供多个娱乐厅，可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以一次性接待百名宾客。这座历史文化
建筑拥有独一无二的定位和非凡氛围，为露天婚礼或活动提供优越的地理位置。这座充满魅力
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具备多种用途，为正式晚宴、高端鸡尾酒会、露天花园活动及庆典提供完
美的环境布置。

会议厅

鸡尾酒会

晚宴式

公寓

200

N/A

棕榈酒廊

20

N/A

质朴而耀眼，MAIÀ将现代与历史气息完美融合。空间保留了原有的装货门、手刻木地板及教

标间

N/A

8

堂式天花板，设计之后与原先风格一样令人心驰神往。新旧的完美平衡使空间可灵活变动适应

园景房

120

60

各种计划需求。

露台

30

24

MAIÀ

会议厅

平方米

Ht
（m）

436

8.65

MAIÀ餐厅

宴会式

360

教室式

168

卡巴莱

长方型

200

500

鸡尾酒会

300

晚宴
舞蹈
方型
60

剧场式

400

SUMAC
厚重、温暖、热情，SUMAC融合了现代设计和摩洛哥特色，落地窗帘令宽敞空间充满私密
感。设计一新的场馆拥有手刻地板，多种金属格栅和紫红色交相辉映，。可满足各种风格和品
味的需求。

SKETCH
Sketch绝对令人难以忘怀。深紫和黑色格令整个餐厅充满鲜明的戏剧氛围，搭配来自米兰的水

会议厅

平方米

Ht
（m）

256

7.93

宴会式

教室式

卡巴莱

长方型

80

40

鸡尾酒会

晶吊灯、中央码头的陶器和餐具，落地窗设计带来绝美的水景，可远眺城市亮丽的风景。
Sumac
会议厅

平方米

餐厅

297

76

Ht
（m）

宴会式

7.93

160

教室式

90

卡巴莱

长方型

100

30

鸡尾酒会

350

晚宴
舞蹈
方型
140

180

90

300

晚宴
舞蹈
方型
144

剧场式

200

剧场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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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 Rumaan
Mama Rumaan代表了阿拉伯妈妈群体对常规的强势叛逆，这一中东风格餐厅位于中央码头
（Central Pier），大胆、美味、原汁原味的佳肴已超越了菜单，其创作灵感源于前几代人的
食谱，在汲取以往经验的同时，为传统中东风味也带来了新的深度。
餐厅的整体氛围温馨、香气诱人，每一道菜都为全家人共享而设计，令您进来入座就感觉如回
家一般。有了新鲜时蔬和诱人香料，饥肠辘辘的您来到这里后，总会饱尝妈妈的味道后心满意
足地离开，且一定会吃到再也吃不下才罢休。
正是最适合在家人和朋友间分享的食物，造就了这一妈妈厨房。餐厅精心培养了一批天赋禀异
的大厨，他们各有千秋，以确保每一道中东菜肴都是原汁原味的，同时还专注于采用新鲜时
蔬、草本调味品以及诱人香料，完美再现了中东美食的多重风味。
这个餐厅极具独特的个性，在墨尔本寻觅多样美食体验的人士不容错过。它不仅是休闲餐饮之
选，还能为您打造私密晚宴。厨师团队还可为您量身打造菜单，再根据您的需要融入传统娱乐
和互动体验。

地址：Shed 9, 161 Harbour Esplanade, Docklands,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8623 9690 | 邮箱：info@mamarumaan.com.au
网站：mamarumaan.com.au

Mill & Bakery
Mill & Bakery是一个充满新意又魅力四射的手工烘培坊，位于中央码头海滨 （Waterfront of
Central Pier），由大西洋集团的餐饮专家倾情打造，以欧式珍馐打动当地人、白领及游客。
其内部装饰的灵感源于欧洲乡村，还摆满了从澳洲各地收藏的一系列复古家具，打造出完美的
用餐环境。
如此令人陶醉的海滨静谧之所，以各色点心，可口的午餐佳肴及甜点为傲，搭配美味咖啡及热
情友好的服务。
店内所有点心皆为现场制作。不妨一边坐饮一杯咖啡、品尝糖果，一边透过玻璃墙，观摩烘培
师和大厨在厨房工作，同时还有烘培大师班等互动体验，教您制作最质朴原味的手工面包和糕
点，如有兴趣欢迎垂询。

地址：Shed 9, 161 Harbour Esplanade, Docklands, Victoria 3008
电话：+61 8623 9693 | 邮箱：enquiries@millandbakery.com.au
网站：millandbak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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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CHIEF MAKERS

大西洋集团Tommy Collins公司
拥有淘气鬼美誉的大西洋集团Tommy Collins公司可为您在亲自选出的场馆打造一次性体验。

他们是一群餐饮狂热者、潮流奠定者、趣味创造者以及活动达人（别称小伙子团队）。酒店管

无论您是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还是脑中只有一个概念性的想法，或只是一时的异想天开，我

理前瞻者Hatem Saleh携手Tommy Collins公司的Tommy McIntosh

们出色的团队都会让您梦想成真，可谓创造潜力无穷。

位才子，引领着墨尔本全新的餐饮服务之道。

您是否曾想象过身在偌大的私人会所，在满天星光下享受柔情似水的烛光晚宴，并将这种美好

一切努力只为臻于完美，每场派对都无法复刻或逾越，每一次都做到极致。

愿望钉在自己的愿望板上？亦或是幻想过在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承办豪华的屋顶派对，
俯瞰美轮美奂的城市图景？还是您期待新上市的品牌可以呈现突破常规的独特体验？我们充满

和Ben Avramides两

请屏息静待我们打造的终极社交晚会。

活力的团队集合了新一代“淘气鬼”，身着礼服的他们风度翩翩，并以品味、创意、构想、热
情和魅力征服世人，谁还会断言绅士风度已然消亡？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成熟与狂想的碰撞、
老练温雅与勇敢胆量的交汇、异军突起与经典正统的融合。

地址：Central Pier, 161 Harbour Esplanande, Docklands,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8623 9500 | 邮箱：info@tommycollinsag.com.au
网站：tommycollinsa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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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time Events集团
回馈您的宾客（30-5000位来宾）
我们为您提供极致体验
墨尔本以享誉世界的美食、美酒和娱乐体验而举世闻名。邀请您的宾客体验墨尔本本地人的生
活，Showtime Event集团将这三大元素完美融进所有定制旅游项目。
遍布城市的场馆适合各种规模的旅行团，我们可以与您或您指定的旅行社共同制定行程，实现
您的愿望清单。
专业的活动策划者拥有所有的资源，为您提供完美的活动策划与执行服务。我们与澳大利亚最
优秀的供应商协作，为您提供餐饮、娱乐、视听设备及造型服务。我们保证您所享受的绝佳体
验绝不逊色于您的客人所享受到的体验。

地址：61 South Wharf Promenad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82 1777 | 邮箱：events@showtimeevents.com.au
网站：showtimeeventgroup.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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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巷道 焕发生机
一夜纵享墨尔本风情。游览位于南码头步行道（South Wharf Promenade）的十多个活动场
所，纵情享受互动式节日体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的互动式美食摊位以及意外映入眼帘的
酒吧呈现出万种风情，而正是这些风情成就了这座伟大城市。世界级娱乐活动融合以震撼人心
的视觉效果，共同打造出完美的墨尔本城市中心夜晚。

地址：61 South Wharf Promenad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82 1777 | 邮箱：events@showtimeevents.com.au
网站：showtimeeventgroup.com.au

令人惊叹的场馆
用餐时间正是体验墨尔本的最佳时刻！无论是早餐、午餐或晚餐，您可选择各式各样的风格与
菜单，满足不同消费层与口味需求，每一个场馆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氛围。除了一系列美妙的场
馆外，行政主厨将与您一起共同制作具有纪念意义的菜单，令宾客在未来回味无穷！

星空下的晚餐
结束一天的活动，来到城市天际下由我们定制的玻璃建筑中，享受一顿美妙晚餐。世界一流的
娱乐和美丽动人的灯光将使这一夜成为一个神奇的夜晚，献给所有参与其中的幸运儿。

亚拉河魅影
享受一场真正独一无二的户外用餐体验。在河畔长廊的专属区域享用私密的早餐，在日出之时
欣赏船只穿行而过。

地址：61 South Wharf Promenad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82 1777 | 邮箱：events@showtimeevents.com.au
网站：showtimeeventgroup.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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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我们的历史
墨尔本旧监狱（Old Melbourne Gaol）建于19世纪中期，用于关押危险罪犯，这其中就包括
澳大利亚最恶名昭彰的市民，绿林大贼耐德凯利（Ned Kelly）。
如今，您可以参观墨尔本旧监狱，体验那些就像为您准备的监狱刑具。我们其中一位导游会在
傍晚“逮捕”您的客人，并带至牢房，或是踏上一场充满原创鬼怪故事的旅程。
结束旅程后，您将在旧监狱内享受一顿美妙的晚餐。在您参观之旅中，这种体验绝对是独一无
二的。

地址：61 South Wharf Promenad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82 1777 | 邮箱：events@showtimeevents.com.au
网站：showtimeeventgroup.com.au

品味独特
手工精酿啤酒和烈酒在澳大利亚日渐兴盛。在南墨尔本的精品酿酒厂和啤酒厂来一场徒步旅
行，并亲自见一见制造商们。
挑选一家现代的都市酿酒厂，静静享用一餐美食，细细品尝美味单一纯麦威士忌，又或品尝那
些由墨尔本顶级调酒师调制的经典鸡尾酒，然后结束这场美妙之旅。

地址：61 South Wharf Promenad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82 1777 | 邮箱：events@showtimeevents.com.au
网站：showtimeeventgroup.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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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码头餐厅
南码头餐厅毗邻墨尔本会展中心（Melbourn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位于

Meat Market并不是一家普通的牛排馆，从醒目的糖果色条纹顶篷，到俯瞰餐厅的巨大长角牛

墨尔本会展中心位置，其中包括6家各具特色的餐厅或酒吧，以打造互动式餐饮体验见长，可

雕像，Meat Market拥有开放式的中央厨房，为您的活动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在和厨师一起

为参会代表带来超越餐饮的独特体验。

制作美味汉堡的同时，您还可以领悟到维多利亚“从农场到餐桌”的哲学理念。在这里，宾客

Bangpop餐厅是南码头唯一一家泰式餐厅, 采用本地食材烹饪正宗的泰国佳肴。提供可供分享

将获赠食谱，学习新的厨艺，然后可以回到家里，向家人展露一番。

的菜单，大餐桌是大型旅游团的完美之选。代表们可以提前预订泰式烹饪班，一半成员烹饪晚

波希米亚葡萄酒吧（Bohemian Wine Bar）提供现代风味的共享式佳肴，在轻松格调中享用

餐时，另一半成员可调制经典的泰式鸡尾酒。

美食美酒的完美搭配。宾客可与首席品酒师一起体验霞多丽干白葡萄酒大师班，品尝6款葡萄

红灯笼（Akachochin）是一座现代居酒屋,

采用日本传统方式烹制美食。代表们在清晨可加

酒，享用奶酪及熟食。所有葡萄酒均提供团购优惠价格，并可现场提货。

入主厨一起前往当地海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鱼。回到寿司店后，宾客将学习如何处理买回的鲜

Plus 5风格十分独特，极为精致，位于墨尔本会展中心正对面。您可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历史空

鱼，如何做生鱼片、生鱼片寿司和寿司卷。更可体验清酒三重奏，品鉴50款风味不同的清酒。

间品一口独一无二的传统鸡尾酒，品尝美味的餐前小吃。可容纳10人的私人包厢，室内亲水露

The Common Man被誉为最好的澳洲酒吧，您可在城市是天际线下尽享超大的露天草坪。预

台，是举办小型活动和彰显当地海事历史的完美之选。

约场馆，独享墨尔本重大体育赛事之一直播，或仅仅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品尝一下正宗的后院
烧烤。

地址：61 South Wharf Promenad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82 1777 | 邮箱：events@showtimeevents.com.au
网站：showtimeeventgroup.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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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URE墨尔本板球场
任何特殊活动但凡选址墨尔本板球场（MCG），即可拥有高格调，因为这里有一系列优质的
场馆，配备了高水平设备、内置音像器械以及荣获奖项的餐饮服务，有众多展厅和场馆可供选
择，每一个都能眺望这片神圣的球场草地，或整个墨尔本城。场馆布置极其精美，是举办会
议、午宴、晚宴和工作坊的不二之选。全落地窗户可透出充足的自然光线，窗外球场或城市地
平线的景象令人震撼。从记分板到免费WiFi再到数字屏幕，以及墨尔本板球场或国家体育博物
馆（National Sports Museum）的导览活动，我们拥有无尽的独特设计，来征服各位赞助商
和宾客。导览中包含球场中的重点场馆，如著名的长厅、球员换衣间，以及球场一圈徒步
游。EPICURE团队将竭诚为您定制难忘的体验。不妨今天就与我们联系，让我们成为您的忠
实助手。

地址：Corner Jolimont Terrace & Jolimont Street, East Melbourne,
Victoria 3002
电话：+61 3 9284 2344 | 邮箱：functions.mcg@epicure.com.au
网站：mcg.org.au/epicure

EPICURE墨尔本市政厅
墨尔本市政厅（Melbourne Town Hall）作为历史事件的中心已有135年之久，成就了这座城
市中令万人欢庆的里程碑。正是在这里，博学之人曾为联邦制度展开唇枪舌剑，披头四乐团与
其忠实粉丝热情见面。如今，此地已被视为墨尔本城最高格调的活动举办场馆。市政厅可承办
多达2000人的活动，配备了一系列功能厅。不妨站在金碧辉煌的主厅中仰望高悬的穹顶和典
雅的水晶灯，置身于充满特色的亚拉和Supper厅中，或现身鸡尾酒会，从著名的Portico阳台
俯视斯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市政厅坐落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的中心，是
展示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的不二之地。这一地标性场馆不仅能承办晚宴、企业落成典礼，还能
举行音乐会等一系列活动。雄伟的内部装潢与传承了几代的无数社交会相得益彰。这一万众瞩
目的场馆势必会提供多样而丰富的餐饮服务和当地活动管理，还配备顶级的设备。极富亲切感
的EPICURE团队以当地时蔬，打造应季、新鲜、可持续的餐饮服务，为您定制难忘的体验。

地址：Corner Swanston & Collins Streets,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58 9779 | 邮箱：melbournetownhall@epicure.com.au
网站：epicur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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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广场Epicure Zinc
ZINC坐落于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的河滨，是墨尔本中心难得一见的私人空间。
因其现代感十足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的标志性装潢 – 如透过落地窗可望见亚拉河景，摩登
而时尚的它可为任何场合平添一份优雅与成熟韵味。露天台隐于榆树的阴翳中，是举办宴前酒
会的绝佳之地，在这里可将壮美河景与天地一线尽收眼底。无论您在筹备大型活动或是私人
聚会，联邦广场ZINC都可满足您的所有需求。一间厅室被分为两块较小场馆，因而尤其适合
公司或协会举办活动，是午宴、晚宴、产品发布会、研讨会、鸡尾酒派最合适的场地选择，
这两个区域拥有450人共同晚宴的空间，并留出一片舞池，再独立出来一块晚宴前酒水区，
还可承办一千人的鸡尾酒会。同时，这一摩登场馆还提供可与墨尔本最高端餐厅媲美的新潮
菜单。EPICURE屡获殊荣的团队从世界各地的饮食风尚中汲取灵感，为您提供高端的餐饮服
务，并于每一道菜肴中体现其匠心，同时还采购当地品质最佳的时蔬，打造应季、新鲜、可持
续的餐饮服务。

地址：Corner of Swanston & Flinders Streets,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229 6300 | 邮箱：events@zincfedsq.com.au
网站：zincfedsq.com.au

BURSARIA艾伯特斯堡女修道院
艾伯特斯堡女修道院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建筑，拥有各种室内外空间。距离市中心仅有4公
里，修道院内拥有历史建筑和郁郁葱葱的花园，可以眺望风景如画的亚拉河，是举办活动、
开幕或会议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宾客可以呼吸着私家花园的清新空气，同时还可以享受

地址：1 St Heliers Street, Abbotsford 3067
电话：+61 3 9417 7771 | 邮箱：hello@bursaria.com.au
网站：bursaria.com.au

Bursaria Fine Foods的美食。无论是举行私密聚会或是大型活动，您的选择无穷无尽。

242澳洲电信会议中心
242澳洲电信会议中心是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内最卓越的会议场展之一，因其优质的
场馆条件和设备，可承办各个类型的会议、展示会和视频会议。其中的一大亮点是小剧院，
它既能作为容纳多达203人的剧院，同时也能保证私密的氛围，因而在整个墨尔本中央商务区

地址：Level 1/242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8649 5295
邮箱：paul.mcclure@team.telstra.com

（CBD）都显得十分特别。

墨尔本艺术中心
从外观而言，墨尔本艺术中心（Arts Centre Melbourne）的塔尖极具城市代表性，在功能上
还拥有充满艺术气息的场馆。它设有10个功能厅、4个剧场和多个专门的宴会前厅区域，尤其
适合举办会议、会晤和特殊活动，同时还提供无可挑剔的餐饮服务、经验丰富的专业活动统筹
团队、最先进的视听设备、内设停车场，并能邀请到众多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资源可谓十

地址：100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Victoria 3004
电话：+61 3 9281 8350 | 邮箱：events@artscentremelbourne.com.au
网站：artscentremelbourne.com.au

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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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哈德体育场
位于城市一隅的阿提哈德体育场（Etihad Stadium）是墨尔本最具创新力与功能性的场馆，
其中包括15个独特的功能区，可划分出21个细分空间，而设计也极具特色，如它拥有南半球最
大的长方形屋顶，球场内部即可举办活动，同时毗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公共交通站

地址：740 Bourke Street, Docklands,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8625 7663 | 邮箱：astrudwick@etihadstadium.com.au
网站：etihadstadium.com.au/functions

点，拥有室内停车场和最前沿的技术，更有一系列餐饮与多功能场馆可供选择。

Caulfield赛马场赛事活动
考菲尔德赛马场（Caulfield Racecourse）不仅拥有历史建筑、全景式观景、8000多平方米
的室内空间、2万多平方米的户外展览区，同时还为活动组织方提供了无尽的灵活性。无论您
在筹备晚宴、商展、商务会议或产品发布会，考菲尔德赛马场的各种厅室与设备可助您量身打
造每一场活动，且从这里步行可达公共交通站点，且15分钟可抵达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

地址：Gate 22, Station Street, Caulfield East, Victoria 3145
电话：+61 3 9257 7100 | 邮箱：events@mrc.net.au
网站：eventsatcaulfield.com.au

，堪称便捷而通达的终极活动场馆。

Aerial food&desire
Aerial活动中心位于南码头公爵与罗娜路（Dukes and Rona Walk）的交叉口，这一优
质的企业活动场馆可将客户与宾客汇聚于墨尔本最令人赞叹不已的都市焦点之地，将城市
最美的一面呈现于世。而且由此可步行至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墨尔本泛太平洋
中心（Pan Pacific Melbourne）、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墨尔本国际贸易中心
（Melbourne World Trade Centre）、墨尔本达克兰滨海港区（Docklands）、南十字火

地址：17 Dukes Walk,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8646 6000 | 邮箱：info@foodanddesire.com.au
网站：foodanddesire.com.au

车站（Southern Cross Station）和皇冠赌场（Crown Casino）。

Carousel food&desire
作为墨尔本最具代表性的海滨场馆，Carousel占据了阿尔伯特湖公园（Albert Park Lake）的
绝佳选址，可观览墨尔本城全景。这里有定制的餐饮服务，同时配备了专业的活动策划团队，

地址：22 Aughtie Drive, Albert Park Lake, Victoria 3205
电话：+61 3 8646 6000 | 邮箱：info@foodanddesire.com.au
网站：foodanddesire.com.au

以保证您举办的会议或公司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创意，且细致入微。

墨尔本月神公园
来到墨尔本地标性的月神公园（Luna Park），您将收获欢笑与难忘回忆。这里将餐厅级的优
质餐饮与嘉年华式的娱乐融于一体，同时为您呈现绝美的海滨观景，并为您邀来难以忘怀的宾
客。过去一世纪以来，月神公园经历了巨变，比如最近新建的三层活动场馆，露天台上景色极
其震撼。不妨承包整个公园，或请经验丰富的活动顾问为您量身定制娱乐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地址：18 Lower Esplanade, St Kilda, Victoria 3182
电话：+61 3 9525 5033 | 邮箱：events@lunapark.com.au
网站：lunaparkevents.melbourne

该场馆全年可预约。

亚拉河畔的Leonda
Leonda是墨尔本公认最火热的活动场馆，位于地标性的亚拉河畔，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
（CBD）仅几分钟之遥，堪称承办高格调重大场合的优雅之选。Leonda的美名是基于其对细

地址：2 Wallen Road, Hawthorn, Victoria 3123
电话：+61 3 9819 1933 | 邮箱：events@leondabytheyarra.com.au
网站：leondabytheyarra.com.au

节的专注、散发出的成熟韵味、无懈可击的服务，以及为每位宾客留下的绝佳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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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ix Events活动场馆
Fenix Events素以顶级的餐饮与高格调而闻名，凡是想要举办一场不一样的活动，墨尔本人总
会想到这里。它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外围的一处风景秀美的海滨，擅长承办独特的
盛会，无论是会议、产品发布会或特殊活动都不在话下，还配有两个最前沿的场馆，其所提供

地址：680 Victoria Street, Richmond, Victoria 3121
电话：+61 3 9427 8500 | 邮箱：fenix@fenix.com.au
网站：fenix.com.au

的菜单将引领宾客开启一段品味珍馐之旅。

MARRINER集团–墨尔本广场剧院
在过去12个月里，墨尔本广场剧院经历了细致的修复和大规模的翻新，打造出了令人惊叹、设
施先进的多功能活动场馆，适合举办400-1500人的鸡尾酒会和250-520人的晚宴。凭借绝

地址：154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299 9990 | 邮箱：events@marrinergroup.com.au
网站：forummelbourne.com.au

妙的建筑结构和令人着迷的舞台, 这个场馆拥有墨尔本最著名的舞台之一。

广场宴会厅
广场宴会厅（Plaza Ballroom）位于柯林斯街（Collins Street）的中心地带，即墨尔本著名
的丽晶剧院（Regent Theatre），这一宏伟而餐饮服务完备的场馆适合举办晚宴、公司年会
以及特别活动，可承办200-550人的宴会。这一建于1929年的场馆完美融合了历史美感与现
代优雅。来到这里，谁都会不禁赞叹高耸的穹顶、令人陶醉的西班牙洛可可式建筑、朱丽叶式

地址：191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299 9860 | 邮箱：events@plazaballroom.com.au
网站：plazaballroom.com.au

阳台、定制的灯光设计与古典的水晶吊灯。

River’s Edge Events
River’sEdge Events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附近的北码头（North Wharf），坊间
无人不赞叹于其壮观的亚拉河与都市风光、精巧的设计、柔和的色调以及落地玻璃窗。这里可
容纳多达250个坐席，或650个站席。主厨与当地供应商合作，用应季食材打造现代而创意十

地址：Level 1, 18-38 Siddeley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8488 7519 | 邮箱：info@melbourneeventsgroup.com.au
网站：riversedgeevents.com.au

足的菜谱。

The Park
The Park有太多值得惊叹 – 宁静的景观、奢华的水晶吊灯、开放式的时髦仓库风格装潢、采光
出色的独特拱形窗户，其活动筹办团队因灵活创新而闻名，承办晚宴、鸡尾酒派对、会议和产
品发布会皆不在话下。主厨与当地供应商合作，并考虑到每一季的时蔬品质，打造出一份份摩

地址：36 Lakeside Drive, Albert Park, Victoria 3206
电话：+61 3 8488 7519 | 邮箱：info@melbourneeventsgroup.com.au
网站：theparkmelbourne.com.au

登而富有创意的菜单。

墨尔本水族馆
来到墨尔本水族馆（SEA LIFE Melbourne Aquarium），您能真正浸入壮观的水下世界，在
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中心最独特的功能场馆享用晚餐。这里有五个活动场馆，每一个都
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海洋生物展览。无论是小而精的活动，还是奢华的大型盛会，都充满了品牌

地址：Corner of King & Flinders Streets,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067 8375 | 邮箱：functions@melbourneaquarium.com.au
网站：melbourneaquarium.com.au/functions

独有的创意和高端定制服务。在这里举办活动势必会留下难忘回忆。

86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Metropolis活动场馆
Metropolis活动场馆散发着独特的奢华与精美，让宾客一步入即被征服。这一纽约阁楼式建
筑拥有17米高的圆顶，8米高的窗户，四季皆开的户外阳台，以及视听设备。它坐落于亚拉河
畔，可将弗林德斯街火车站（Flinders Street Station） , 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
公主桥（Princess Bridge）以及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尽收眼底。这一功能多样的场馆
可以承办独特的晚宴、鸡尾酒派对、婚礼接待中心、产品发布会、私人派对、会议和企业活

地址：Level 3, Access via Upper Podium Level, Southgate Melbourne,
3 Southgate Avenue,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8537 7300 | 邮箱：info@metropolisevents.com.au
网站：metropolisevents.com.au

动。

墨尔本博物馆
墨尔本博物馆（Melbourne Museum）是一座标志性的后现代风格建筑，位于城市边缘世界文
化遗产的皇家展览中心（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的正对面。这里有八个主要画廊和临时
展览区，同时还有独家定制的功能厅，这些场馆经调整皆可容纳20至2000人。您是否垂涎于
饰有蓝鲸骸骨的鸡尾酒？是否想要坐在25米高的树林边享受晚餐？是否感兴趣参加澳洲传奇赛

地址：11 Nicholson Street, Carlton, Victoria 3053
电话：+61 3 9270 5051 | 邮箱：museumspaces@museum.vic.gov.au
网站：museumspaces.com.au

驹法雅纳（Phar Lap）的展览？墨尔本博物馆将让您的所有想象统统实现。

Peter Rowland澳大利亚动态影像中心（ACMI）
下次举办活动，不妨考虑充满创意而宽敞的澳大利亚动态影像中心（ACMI）。它地处墨尔本
中央商务区（CBD）的中心 – 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尤其适合举办产品发布会、
企业活动、论坛和庆典。这一令人兴奋不已的现代场馆同时配有世界顶级设备，如内置视听设

地址：Federation Square,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825 0092 | 邮箱：info@peterrowland.com.au
网站：peterrowland.com.au

备、录影棚绿屏、两个最新科技影院，这一理想的展示场馆可将您的愿景轻松实现。

Peter Rowland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GV）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GV）是墨尔本最负盛名的活动场馆。作为澳大利亚最顶级的文化中
心，周边有各种展览和设计空间，将令您的鸡尾酒派对、晚宴、商务活动或产品发布会更加有
趣。主厅十分宽敞，著名的彩色玻璃穹顶令大型活动更显惊艳。移步花园餐厅即可俯瞰Grollo

地址：180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825 0092 | 邮箱：info@peterrowland.com.au
网站：peterrowland.com.au

Equiset 花园，以及众多震撼的雕像，不妨将这里承包下来，举办私人晚宴。

尤里卡89
Eureka 89位于海拔以上300米的尤里卡大厦（ Eureka Tower），堪称墨尔本最惊艳的精品
活动和餐饮场馆。活动筹划人员可为您承办多种类型的活动，并将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活动

地址：7 Riverside Quay,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93 8889 | 邮箱：lara@eureka89.com.au
网站：eureka89.com.au

方案。同时它还占据着亚拉河南岸的绝佳地址，步行很快抵达多个酒店和墨尔本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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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nong Estate
Marnong Estate提供能够容纳8人至400人的会议场地，拥有各色室内外场馆选择，满足各
种议程需求，同时提供美食及酒水。Marnong Estate距墨尔本机场仅需15分钟车程，距墨尔
本中央商务区仅需35分钟。占地1100英亩，风景修理，热心专业的策划团队致力于为所有宾客

地址：2335 Mickleham road, Mickleham, Victoria, 3064
电话：+61 3 0010 5718 | 邮箱：enquiry@marnongestate.com.au
网站：marnongestate.com.au

带来绝佳体验。更提供专属服务，包含四间套房、会议室及私人餐厅。

墨尔本动物园
墨尔本动物园（Melbourne Zoo）为各位来宾骄傲地呈现野性十足的独特场馆和体验，同时
提供餐厅级高级餐饮服务，且几分钟即可抵达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不妨充分利用魅力

地址：Elliot Avenue, Parkville, Victoria 3052
电话：+61 3 9285 9440
邮箱：melbournezoofunctions@restaurantassociates.com.au
网站：zooevents.com.au

十足的室内外功能区，与专业活动筹办人员一同打造完美盛会。

威勒比开放式动物园
威勒比开放式动物园（Werribee Open Range Zoo）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仅30
分钟车程，堪称非洲动物盛会，于静谧的威勒比河畔重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景，同时汇聚了非
洲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这一非洲村同时还提供非洲风情小屋式户外餐饮体验，四周宽阔的草地
尤其适合来宾在此休闲，或举办企业活动和游戏。

慕尼黑酒馆
慕尼黑酒馆（Munich Brauhaus）正对南码头的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是精心打造的餐
饮胜地。250个海滨坐席上均可眺望壮美的河景，酒馆同时还配有三间酒吧和私人功能厅与晚

地址：K Road, Werribee, Victoria 3030
电话：+61 3 9285 9440
邮箱：werribeezoofunctions@restaurantassociates.com.au
网站：zooevents.com.au

地址：45 South Wharf Promenad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45 8335 | 邮箱：urbanevents@urbanpurveyor.com
网站：munichbrauhaus.com

宴厅，是举办30人小型活动或庆典的理想场馆，亦可承办多达1100人的大型盛会。

Alfred place by Rockpool Events
Rockpool Events旁的Alfred Place活动场馆令人过目难忘。这里有高穹顶、触感滑润的大理
石和色泽饱满的翡翠，这些装饰艺术风格的宝石在这一充满文化气息之地必将让酒吧和餐厅闪
耀。此地可举办大大小小各种活动，这里的菜单由集团的餐饮与品牌总监Neil Perry的监督下
打造，一如既往地保持了Rockpool餐饮集团旗下所有餐厅所秉承的可持续时蔬和永远在进步

地址：7 Alfred Place,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8687 1109 | 邮箱：urbanevents@urbanpurveyor.com
网站：rockpoolevents.com

的烹饪手法。

ENCORE圣科达沙滩
ENCORE圣科达沙滩坐落于地标性的圣科达海滨浴场（St Kilda Sea Baths），距离墨尔本
中央商务区（CBD）仅15分钟。在这里可观览圣科达前滨全景，明亮的开放式场馆凝聚了摩
登设计。每一处独特的空间都将内部装潢延伸至露天娱乐区，可单独租用，亦可与Republica

地址：10/18 Jacka Boulevard, St Kilda Victoria 3182
电话：+61 3 9259 5600 | 邮箱：events@rockpool.com
网站：encorestkilda.com.au

and Captain Baxter一同打造2000人的大型海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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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国立图书馆
维州国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Victoria）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的中心，是墨尔
本最独特的地标建筑之一，堪称举办活动的独特场馆。这里有19世纪遗产级的宏伟画廊、宽敞

地址：328 Swanst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8664 7327 | 邮箱：venuehire@slv.vic.gov.au
网站：slv.vic.gov.au/about-us/hire-our-spaces

的现代化场馆与会议中心，图书馆的场馆管理团队将为您的打造难忘的活动，留下美好回忆。

The Big Group玻璃大厅
玻璃大厅复杂精巧的设计与通透的全景窗户相结合，充分发挥壮观的亚拉河景和周边俯瞰景的
优势，打造无与伦比的活动体验，还专门聘请世界著名建筑师Hecker Guthrie打造美轮美奂的
内部装潢，配备最前沿的音像技术、The BigGroup集团一流的活动统筹管理及世界顶级餐饮

地址：Olympic Boulevard, Olympic Park, Victoria 3001
电话：+61 3 8412 0115 | 邮箱：enquire@theglasshouse.com.au
网站：theglasshouse.com.au

服务。这里是举办成熟雅致活动的理想场馆，可容纳150至1000人，以及500个座椅。

The Big Group壁画厅
壁画厅位于墨尔本的中央商务区（CBD），临近多个安全停车场、酒店、公共交通站点，配有
无障碍设施、最新音箱设备、免费WiFi，楼层布局设计多样且极具灵活性，为您提供可自由调
整的餐饮选项，并配备一名活动管理者竭诚为您服务。世间流传着这里曾经的奢华，如今它的

地址：Level 6, Myer Melbourne, 314-336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8416 9700 | 邮箱：office@muralhall.net.au
网站：muralhall.net.au

现代感之上则镀有一层复古余晖，绝对堪称墨尔本最独特的活动承办场馆之一。

奥蒙德公司集团
奥蒙德公司集团旗下的活动中心坐落于墨尔本的中央商务区（CBD）边缘落英缤纷的科尔达街
区。装饰艺术风的世界文化遗产 – 奥蒙德厅（Ormond Hall）为一处精致的怀旧之地，暖意十
足而引人入胜的美感可为会议晚宴和接风会带来无尽承办灵感。其中The Bar颇有欧洲传统酒
吧的风范，它四面围裹着华美的平行墙体，尤其适合举办接风仪式。雅致的户外亭台与花园则

地址：557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Victoria 3004
电话：+61 3 8416 9791 | 邮箱：concierge@thebiggroup.com.au
网站：ormondcollective.net.au

尤其适合承办休闲活动。

The Big Group – Luminare
穿过市中心的小巷,我们将带领您登上露台，在这里，墨尔本和菲利普湾的美景将一览无
余。Luminare的调色板设计令您联想到夜空，为各种活动提供温馨又精致的场地。白天，这

地址：Corner Browns Lane & York Street, Victoria 3205
电话：+61 3 8416 9791 | 邮箱：office@luminare.net.au
网站：luminare.net.au

里清风和煦，鲜花盛开，阳光灿烂。夜晚，您可尽享墨尔本天际迷人的灯光夜景，令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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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

橡木岭酒庄
橡木岭酒庄坐落于亚拉河谷的中心，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仅有一小时车程，18英
亩的葡萄园连绵起伏，由此可眺望亚拉河谷。这里有一间酒窖，以及可容纳150人的单穹顶餐
厅，足以呈现此地的至尊享受：屡获殊荣的美酒、珍馐品味之体验、绝佳的选址，还可为会
议、奖励旅游、董事会、户外晚宴、产品发布会和年末庆典提供多样的餐饮服务。

地址：864 Maroondah Highway, Coldstream, Victoria 3770
电话：+61 3 9738 9900 | 邮箱：info@oakridgewines.com.au
网站：oakridgewine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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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城市/周边

阿利亚酒店公寓
阿利亚酒店公寓毗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距离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及众多墨尔
本热门的景点名胜交通便利，因而备受欢迎。公寓设施一流，为游客带来奢华、充满空间艺术

地址：285 City Road,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8102 3990 | 邮箱：info@ariahotelapartments.com.au
网站：ariahotelapartments.com.au

灵感的住宿体验，配备完善的厨房设施、免费WiFi，并为会展旅游团提供特别帮助。

弗林德斯灵气公寓
弗林德斯灵气公寓坐落于南岸区、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及墨尔本皇冠逍遥之都（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沿河对岸，可步行至墨尔本南十字星火车站（Southern Cross
Station）、弗林德斯大街车站（Flinders Street Station）、阿提哈德体育场（Flinders Street
Station）、墨尔本板球场（MCG）、达克兰滨海港区（Docklands）购物区及墨尔本的顶级
剧院。弗林德斯灵气公寓提供单卧或两卧标准型及豪华型公寓，从阳台可观赏到五光十色的城

地址：707/534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8648 4178 | 邮箱：info@auraonflinders.com.au
网站：auraonflinders.com.au

市与河流美景。

墨尔本短期住宿公寓式酒店
与传统酒店大相径庭，墨尔本短期住宿公寓式酒店提供宾至如归的舒适体验。公寓式酒店位于
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和南岸区（Southbank）中心地带，宾客可自由选择，可步行至
墨尔本城市主要景点。单卧、双卧和三卧公寓均配有独立阳台、客厅/餐厅，以及齐全的厨房

地址：241 City Road,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8256 7500 | 邮箱：info@shortstay.com.au
网站：shortstay.com.au

和洗衣设施。宾客可免费享用WiFi 、室内温水游泳池和健身房等娱乐设施。

墨尔本庞德山北岸酒店
墨尔本庞德山北岸酒店位于墨尔本繁华的市中心，可步行至墨尔本皇冠逍遥之都
（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墨尔本会展中心（MCEC）、阿提哈德体育场
（Etihad Stadium）、南十字星火车站（Southern Cross Station）、达克兰滨海港区
（Docklands）商业区及南岸区（Southbank）沿岸美景。墨尔本庞德山北岸酒店拥有时尚
酒吧/咖啡厅、顶楼健身房，提供高端奢华的住宿体验，多套公寓可将城市全景尽收眼底。可

地址：560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823 7070 | 邮箱：info@punthill.com.au
网站：punthill.com.au

同时提供单卧和双卧公寓。

探索南岸酒店
从探索南岸酒店步行即可到达墨尔本会展中心（MCC）、南岸餐厅和皇冠逍遥之都（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公共交通便捷，有公交、火车、电车及City Link收费公路。探
索南岸酒店提供空间宽敞的单卧、双卧及三卧公寓，装饰风格时尚，地理位置幽静。所有公寓
均配备设施齐全的厨房、独立洗衣房、餐厅及客厅。24小时的前台服务确保宾客在酒店内及停

地址：12-16 Kavanagh Street,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94 5600 | 邮箱：pking@questapartments.com.au
网站：questsouthbank.com.au

车场的安全，可提供免费WiFi及客房送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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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Entertainment公司
关于我们
Solution Entertainment并不是只是市场上随意一家提供全方位活动和娱乐的服务商，而是
一独一无二的全方位活动和娱乐的策划服务商。十多年来，Solution Entertainment一直致
力于帮助品牌和消费者建立关系、交流互动和发展进阶。其团队成员都是具有商业头脑的创意
人士和独具创造力的商业人才，能够为您呈现理想结果。

运作方式
创新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打破陈规，呈现超出预期的完美效果。我们呈现的作品不仅仅只
是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发出“哇哦”的惊叹（尽管我们确实喜欢引起轰动!），它更是一种意
义深远性作品，在您的活动结束很久之后，依然产生巨大影响。

主营业务
•

活动策划，管理&设计

•

活动执行&后勤工作

•

娱乐活动预定, 策划&管理

•

品牌体验&激励

•

创新概念发展

地址：Ground Floor, 30 Inkerman Street, St Kilda, Victoria 3182
电话：+61 3 9826 3994 | 邮箱：info@solutionentertainment.com.au
网站：solutionentertainment.com.au

Triumph Leisure Solutions公司
TLS是澳大利亚顶尖创意制作服务商之一。我们以将活动策划创意与前沿技术、创新设计、多
层AV、戏剧声光效果、现场娱乐、特效相结合而闻名。我们作为客户澳洲活动团队，支持客户
各项诉求。我们以合理的投入提供一站式制作，响应式服务，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
TLS坚持至臻至善，提供了全局性蓝图理念，不仅能够打造、呈现、管理大型演示，还具备策
划精彩绚丽的小型“大创意”制作。我们可以让你的下一次活动变得更加精彩，今天与我们一
起，我们将创造一个令人难忘的体验，这场体验将充满激情，欢乐，以及世界级娱乐。

地址：1A, 1-5 Railway Avenue, Wahroonga, New South Wales 2076
电话：+61 410 529 823 | 邮箱：info@tlsolutions.com.au
网站：tlsolution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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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nex有限公司
Arinex（“创造激励人心的难忘体验”）是澳大利亚顶级会议服务行业专家，专注于会议
管理、住宿、注册、赞助、展览、特殊活动、奖励旅游、旅游管理以及先进会议技术等服
务。Arinex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从后勤管理转移到设计创造，实现专业会议组织者角色转
变。Arinex与客户协作，倾听他们的目标，并凭借卓越技能，开展活动项目策划与执行，以呈

地址：91-97 Islington Street, Collingwood, Victoria 3066
电话：+61 3 8888 9500 | 邮箱：enquiry@arinex.com.au
网站：arinex.com.au

现出富有成效而物超所值的的完美作品。

ASN Events公司
ASNEvents公司在全澳及海外举办超过70多场研讨会、学术会议和公共活动，活动规模小到
100人，大到25,000人。ASNEvents所具有的关键优势在于，他们专注于负责任的财政决
算。ASN Events完全主导活动，其团队更是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实现风险最小

地址：9/397 Smith Street, Fitzroy, Victoria 3065
电话：+61 3 5983 2400 | 邮箱：mp@asnevents.net.au
网站：asnevents.net.au

化、成本控制和最优化收益目标。

AusEvents™公司
AusEvents™是一家专注于生命科学及科技活动的专业会议服务商。AusEvents™团队具备丰
富经验,与会议服务行业、政府部门、高等学府及其他利益相关团体联系紧密，以成功向生物技

地址：Suite 4, Level 4, 627 Chapel Street, South Yarra, Victoria 3141
电话：+61 3 9828 1400 | 邮箱：events@ausbiotech.org
网站：ausbiotech.org

术及科技行业提供研讨会、代表大会、高峰会、贸易展览、投资会议及专业发展课程等服务。

澳大利亚旅游管理有限公司（Australian Tours
Management Pty Ltd）
澳大利亚旅游管理公司（Australian Tours Management Pty Ltd，简称“ATM”）是一家
久负盛名且屡或殊荣的旅游管理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能够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无
论是策划公司活动、商务会议、颁奖典礼还是产品发布会，ATM都以客户公司目标为核心，提
供创新解决方案。ATM深谙本土情况，并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一切旨在提供可靠的服务来节

地址：Level 1, 28 Victoria Street, Carlton, Victoria 3053
电话：+61 3 9662 1599 | 邮箱：teh@atmtravel.com.au
网站：atmtravel.com.au

省宝贵的时间和资源从而确保项目的成功执行。

EMG Events服务商
EMGEvents位于墨尔本，是一家具有战略思维和创新驱动型的一站式活动服务商。EMG
Events也是澳洲唯一一家具有国际认可ISO质量保证认证的活动服务商，并在20余年的从业历
程中享有盛誉。通过对项目管理采取透明的阶段式方法，团队对协作与沟通充满激情。其活动

地址：Suite 2, Level 2, 554 Church Street, Richmond, Victoria 3121
电话：+61 3 9427 9494 | 邮箱：letstalk@emgevents.com.au
网站：emgevents.com.au

执行以创新为基础；发展创造独一无二的沉浸式活动体验。

ICMS有限公司
ICMS具有长达几十年行业经验，涉及领域包括开发、销售、营销及协调。并成功策划、执
行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国内外会议。无论是谈判、策划和财务管理，还是关系建立、执行和报
告，ICMS都具备专业技术及前瞻性方案，帮助您的团队完成一场真正成功的活动策划，为参

地址：Suite 2, 191 Riversdale Road, Hawthorn, Victoria 3122
电话：+61 3 9810 0200 | 邮箱：success@icms.com.au
网站：icms.com.au

会代表、演讲者、参展商、赞助商、主办者和组委会提供具有标杆意义的积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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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创意策划活动公司
我们是一家创意营销和活动策划机构,

专长于面向企业和协会的精品营销及推广活动、奖励旅

游、大型会议、特别活动和品牌活化服务。我们的团队拥有创意营销人员、活动策划经理，提
供平面设计和网页设计、拍摄、剪辑及制作等一系列服务，能够灵活地与客户开展密切合作，

地址：Suite 38, 456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Victoria 3004
电话：+61 3 9866 4111 | 邮箱：events@kenteraevents.com.au
网站：kecreative.com.au

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我们的办公地址位于圣基达路。

Leishman Associates公司
Leishman Associates为专业会议和活动管理提供创新而全面的解决方案，Leishman
Associates在不同种类行业中拥有丰富广泛的经验，他们知道“一切以人为本”。联系经验丰

地址：Level 3, 170 Elgin Street, Carlton, Victoria 3053
电话：+61 3 6234 7844 | 邮箱：paula@laevents.com.au
网站：leishman-associates.com.au

富的Leishman Associates团队，将参会代表时刻转化为难忘记忆。

澳大利亚MCI公司
MCI相信当人们携手共聚时，奇迹便会也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自1987年以来，MCI一直致
力于通过举办各场鼓舞人心的会议、代表大会和协会管理项目来帮助不同公司和协会建立联
系。其专业目的地旅游服务及目的地会展组织都得到Ovation Global DMC的鼎力支持。MCI
拥有超过35年的活动承办经验，成功承办的活动遍布全澳，并且近期在澳大利亚会议和活动
（Meetings and Events Australia）行业授奖中被授予2016年度会议和活动组织奖（2016

地址：Level 2, 369 Royal Parade, Parkville, Victoria 3052
电话：+61 3 9320 8600 | 邮箱：lynn.fairbrass@mci-group.com
网站：mci-group.com

Meetings and Events Organisation of the Year）。

Talk2 Media and Events公司
Talk2 Media and Events公司使命是为客户打造物超所值的体验。其引领行业的运作方式意
味着他们处于跨行业变化的最前沿。精心制作的节目反映了当下趋势，并将这些趋势转化为舞
台上的特色和内容。Talk2 Mediaand Events可以评估如何帮助您强化业务目标市场的参与策

地址：Level 7, 60 City Road,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电话：+ 61 3 7000 0500 | 邮箱：info@talk2.media
网站：talk2.media

略以及如何巩固您的品牌资产。

Think Business Events公司
Think Business Events公司认为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向客户所倾注的非凡信心。其两位
公司负责人所具备的深度会议管理经验在他们所培养的专业团队中表现异常明显，这种经验
在他们为维持一贯高标准的服务而开发的过程中同样表现突出。从墨尔本和悉尼业务活动中
可以看到，Think Business Events为协会、政府和教育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会议组织者

地址：Unit 17, 3 Westside Avenue, Port Melbourne, Victoria 3207
电话：+61 3 9417 1350 | 邮箱：enquiries@thinkbusinessevents.com.au
网站：thinkbusinessevents.com.au

服务。

Waldronsmith Management公司
Waldron Smith Management是澳大利亚顶尖专业会议服务商之一，并与当地组织委员会及
其国内外同行协作频繁。每年，我们都会成功管理一系列国际性及全国性会议，涉及协会、社
会团体等广泛部门。同时，我们在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设有运营完善的分公司，一些高等
教育行业客户也来自我们这些分公司。我们聚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并赋予您的会议以激情

地址：119 Buckhurst Street, South Melbourne, Victoria 3205
电话：+61 3 9645 6311 | 邮箱：gerard@wsm.com.au
网站：waldronsmith.com.au

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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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朗和柏拉连（Geelong & The Bellarine）
距墨尔本一个小时车程，是适合全年进行冒险、团队建设、社交、探索与放松的目的地。从吉
朗的城市中心到海边村庄，吉朗和柏拉连是奖励旅游的天然之选。
吉朗是维多利亚州第二大城市，坐落于面北的海湾，充满活力。可以坐船巡游、乘飞机飞越海
湾，也可以乘坐古香古色的旋转木马。随着工业空间被改造成无数创意中心和美妙餐馆，这个
充满活力的城市一跃成为知识创新中心，也是住宿和玩乐的极佳地点。柏拉连实现了滨海生活
方式、乡村特色、饕餮美食的完美平衡。在屡获殊荣的高尔夫球场一展球技，和海豚一起比肩
齐游或勇敢迎接团队跳伞挑战。
柏拉连的种植者、生产商、酿酒厂、葡萄酒酿造师为您打造独一无二的美食和葡萄酒体验。菜
单彰显了丰富的当地特产及精品，家族经营的酿酒厂被迤逦美景环绕，带来维多利亚州最佳酒
窖体验。
吉朗和柏拉连拥有众多顶级酒店住宿和场地，为何不让吉朗和柏拉连激发您的团队精神。作为
区域内屡获殊荣的会展机构，吉朗商务活动策划Business Events Geelong将确保您的活动项
目顺利进行，无论何种规模或风格，在各方面都达到最高标准。

地址：Level 1, 48 Brougham Street, Geelong, Victoria 3228
电话：03 5244 7103 | 邮箱：info@begeelong.com.au
网站：businesseventsgeelong.com.au

ARK:MEDIA
ARK:MEDIA专长于策划执行定制的媒体策略，是横跨多个行业的领先媒体机构。尤其擅长品
牌推广、内容制作、创意设计、赞助获取，以及传统媒体、数字媒体及社交媒体渠道的媒体
发布。

珂莱斯威克澳毛纺织集团

商务运营的时间要求及内部资源的缺乏使很多组织难以为其成员和合作伙伴策划参与度高、富

珂莱斯威克澳毛纺织集团（Creswick Woollen Mills）在其70周年之际，荣获RACV旅游杂

动一路顺畅。

志评选的维多利亚州最佳旅游景点奖。作为澳洲最后一座具有染色能力的羊毛纺织厂，珂莱斯
威克澳毛纺织集团专注于使用天然纤维，在澳大利亚主营各类针织品、配饰和家居用品。天然
纤维质地柔软奢华，以透气性著称。珂莱斯威克澳毛纺织集团位于巴拉瑞特（Ballarat）与戴
尔斯福德（Daylesford）之间，对于一日游的游客、度假者及各种大型及小型旅游团是绝对的

有创见的营销活动。通过策划与管理媒体、市场营销和传播需求，ARK:MEDIA令您的营销活

从概念形成到最终发布，ARK:MEDIA具备启动一项新营销活动的专业技能，也清晰如何令您
目前的营销活动迈向正确的方向。与ARK:MEDIA携手，您的机构将在媒体、市场营销及传播
策略上获得超出预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这些策略将超越您的机构成员及商业伙伴的期待。

理想目的地。参观的亮点包括亲密接触羊驼，参与互动讲解“细纱之旅”。在新开业的咖啡馆
品尝咖啡和蛋糕，放松身心。工厂直营店位于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
对面，是购物的好去处。

地址：145 Threrry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1800 338 837 | 邮箱：info@creswickwool.com.au
网站：creswickwoo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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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怡安风险服务公司
怡安风险服务公司（Aon Risk Services）是全球领先的保险经纪，专门为会展、会议、贸易
展等提供保险业务。怡安可提供以下风险保险：活动资金短缺/取消、恶劣天气的影响、租赁

地址：201 Kent Street, Sydney, New South Wales 2001
电话：+61 2 9253 7697 | 邮箱：philip.sunshine@aon.com
网站：aon.com.au

或使用的所有设备及责任，包括通常由场地强加的责任，其他责任不在此承保范围。

Bayside Coaches
Bayside Coaches专长于为公司、大会、商务及旅游团提供出行服务。我们以高水平的服务和
高灵活度为傲。我们的新型车队为您提供所有现代化装备，包括最新的安全配置。我们的司机

地址：2 Winston Court, Moorabbin East, Victoria 3189
电话：+61 3 9532 2115 | 邮箱：don@baysidecoaches.com.au
网站：baysidecoaches.com.au

与车队将致力于满足每一个团队规模的需求。

巴克斯马什长途汽车/澳大利亚长途汽车之旅
澳大利亚长途汽车之旅（Coach Tours of Australia）是旅游业和运输业行业内的一家优质的
客车服务供应商。提供接驳、一日游、长住团体、教育文化旅游、会议和博览会接送服务。同

地址：6 Bond Street, Bacchus Marsh, Victoria 3340
电话：1800 660 530 | 邮箱：enquiries@ctoa.com.au
网站：ctoa.com.au

时专门从事入境包机旅行团的策划与行程安排工作。旅游行程灵活多变，也可私人定制。

Be Challenged
Be Challenged专门打造互动团队建设活动，融娱乐性和参与度为一体，带您畅游当地或享受
千载难逢的体验。Be Challenged旨在将个人转变为协作者，成为高效的团队一员。Be
Challenged可以承办5人至5,000人以上的团体项目、会议及晚宴活动，并根据公司的目标、

地址：10/27 Ascot Vale Road, Flemington, Victoria 3031
电话：1300 723 470 | 邮箱：darcy@bechallenged.com.au
网站：bechallenged.com.au

团队规模、地点和时间安排量身定制。

摩宁顿半岛商务活动推广
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仅一个小时车程的摩宁顿半岛风景区，拥有场馆与活动的完美
结合。场馆为大型会议活动提供了隐秘的私人休息场所。探索葡萄园、烹饪课程和“帽子”餐
厅，参加户外活动，如高尔夫运动，与海豚共舞，树上冲浪或泡温泉放松。让我们帮助您找到

地址：359B Point Nepean Road, Dromana, Victoria 3936
电话：+61 3 5950 1573 | 邮箱：businessevents@tourism.mornpen.vic.gov.au
网站：businesseventsmorningtonpeninsula.com.au

理想的场馆，为您提供方案、制定参观计划，助您节省时间。

维多利亚州商务活动推广
维多利亚州拥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级目的地、节庆活动及场馆，是奖励旅游和会议
的天然首选。您可以在这里体验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自驾游，享受亚拉谷混酿
（Yarra Valley），或在格兰屏（Grampians）探索维州的自然奇观。维多利亚州商务活动
策划Business Events Victoria是维多利亚州会展机构，帮助您满足奖励旅游和大会的各种需

地址：15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8662 5432 | 邮箱：info@businesseventsvictoria.com
网站：businesseventsvictoria.com

求，确保您举办一场成功而令人难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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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迪戈市
欢迎来到本迪戈（Bendigo）！本迪戈位于维多利亚州市中心，美丽的历史建筑和现代街景散发
着浓郁的商业气息、艺术色彩和文化底蕴。从墨尔本开车前往交通便捷，每日有接驳车服务，也
有从墨尔本来的定期列车，甚至还有私人包机可以到达。在这里，独一无二的高级场馆、瑰丽的
历史文化建筑及大型展览馆可供您选择。本迪戈商务活动策划Bendigo Business Events团队可

地址：41-43 Myers Street, Bendigo, Victoria 3552
电话：+61 3 5434 6247 | 邮箱：d.holland@bendigo.vic.gov.au
网站：bendigo.vic.gov.au

以协助您办理住宿、登记、赞助及提供本地信息。

丹恩活动租赁
丹恩活动租赁（Dann Event Hire）以设计为中心，专注于客户、品质及服务，引领家具租赁
行业。无论大规模或是私人需求，潮流家具将令您的活动或品牌环境焕然一新。丹恩活动租赁
专门提供照明、高品质餐饮设备、大帐篷等引领潮流的家具。产品种类繁多，可以确保您的品

地址：77-83 Sutton Street, North Melbourne, Victoria 3051
电话：1300 131 299 | 邮箱：hello@danneventhire.com.au
网站：danneventhire.com.au

牌或活动脱颖而出。

Execudrive公司
作为经验丰富的企业活动司机供应商，Exeudrive公司的司机待人礼貌、职业素养高，并提供
安全可靠的服务。该公司提供墨尔本接机服务，保证宾客开启奢华的目的地之旅。

地址：Level 17, 31 Quee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016 0046 | 邮箱：info@execudrive.com.au
网站：execudrive.com.au

ExpoNet – 助力品牌建立
ExpoNet的愿景就是让您的品牌全方位地走入生活。通过创造一个人们可以联结、庆祝及互
动的环境，帮助展示客户品牌，提升参与度，保证高投资回报率。通过策划执行大型会展活
动，ExpoNet帮助打造成功品牌。作为活动执行合作方，ExpoNet倾听、创造并交付优秀的

地址：PO Box 232 South Melbourne, Victoria 3205
电话：+61 3 9676 7777 | 邮箱：info@exponet.com.au
网站：exponet.com.au

产品及解决方案，确保活动一举成功。与ExpoNet成为活动合作伙伴，必将马到成功。

墨尔本Gray Line旅游公司
墨尔本Gray Line旅游公司在维多利亚州提供各式各样的包机和高级观光旅游服务。如果您想为
小团体或个人寻找一个可选的观光旅游团，或者甚至想为有特定需求的大团体寻找长途汽车包
机服务，墨尔本Gray Line旅游公司可以助您一臂之力，为会议和活动提供特别的解决方案，

地址：45-53 Ricketts Road, Mount Waverley, Victoria 3149
电话：+61 3 9538 6676 | 邮箱：reservations@grayline.com.au
网站：grayline.com.au

为世界各地的会议活动组织方及代表团提供放心之旅。

哈里活动制作公司
哈里租赁公司（Harry the hirer）为会展业提供产品租赁服务。我们为各种规模的活动服务，
包括晚宴、颁奖典礼、贸易展、大会和大型活动。我们出租的产品包括新式家具、视听设备、
照明设备、显示配件、大帐篷、展览设计施工、厨房和餐饮设备及日用织品。我们满怀激情，

地址：81-91 Burnley Street Richmond, Victoria 3121
电话：+61 3 9429 6666 | 邮箱：michaelf@harrythehirer.com.au
网站：harrythehirer.com.au

以专业服务为您将愿景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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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姆市
休姆市（HumeCity）拥有众多与众不同的体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目的地。休姆市距墨尔本
机场仅几分钟路程，到中央商务区交通非常便利，是一日游的完美之选。休姆市的城镇与田园

地址：1079 Pascoe Vale Road, Broadmeadows, Victoria 3047
电话：+61 3 9205 2200 | 邮箱：contactus@hume.vic.gov.au
网站：hume.vic.gov.au

风光为维州重大会议提供理想设施。欣赏城市天际线风光、迷人酒庄或质朴的历史文化建筑。

ICMI演讲者智库
作为澳大利亚领先的演讲者机构，ICMI是您下次活动的完美合作伙伴。ICMI为主办单位提供可
靠的演讲人才来完成会议、活动和内部职能的沟通，并帮助他们吸引观众。ICMI有超过3000
多名在册演讲者与表演者，并拥有30多年的活动经验。咨询项目顾问，让ICMI帮助您打造下

地址：Level 2, 159 High Street, Prahran, Victoria 3181
电话：+61 3 9529 3711 | 邮箱：icmi@icmi.com.au
网站：icmi.com.au

一场令人难忘的活动。

ICMS专业会议顾问公司
ICMS专业会议顾问公司成功为协会、政府和企业客户举办屡获殊荣的国家和国际会议，其中
包括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大型而复杂会议。澳大利亚ICMS拥有52年行业经验，呈现高度的专业

地址：Level 2, 120 Clarendon Street, Southbank 3006
电话：+61 3 9682 0500
网站：icmsaust.com.au

性、奉献精神和创造力。

ICON活动表演供应商
ICON活动表演供应商为各种活动，小至私密聚会大至上百人的公司活动，提供合适的演出人
员。一流的演艺班底，满足任意场合或预算，一切皆有可能。立即联系ICON Entertainment

地址：77 Cobden Street, South Melbourne, Victoria 3205
电话：+61 3 9686 4776 | 邮箱：info@iconent.com.au
网站：iconent.com.au

帮助您打造令人难忘的活动，享受最精彩的演出。

Ideal Corporate Accessories
域拥有15年的专长经验。本地及海外采购确保各类会议服务，包括品牌背包、挂绳、促销礼品
及制服。便捷的仓储设施毗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节省时间和花费。ICA可以将您的

地址：113/87 Gladstone Street, South Melbourne, Victoria 3205
电话：+61 3 9699 3381 | 邮箱：sales@corporateaccessories.com.au
网站：corporateaccessories.com.au

会议物料送至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

Info Salons
Info Salons是一家专门针对活动策划执行行业的全方位技术服务供应商，为全球领先的会议和
贸易展组织者提供定制的注册解决方案。致力于为所有参会者提供个性化的无缝高科技登记体

地址：Level 1, 69-75 Reservoir Street, Surry Hills, New South Wales 2010
电话：+61 2 9211 7344 | 邮箱：isa@infosalons.com.au
网站：infosalonsgroup.com

验。Info Salons闻名于世的现场服务带来格外别致的活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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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机场
墨尔本机场是维多利亚州通向世界的大门。无宵禁和黄金地段使旅游、货运和贸易保持全天24
小时运营。单一航站楼为来自全世界的乘客在安排国内和国际航班上提供最大的灵活度。机场
位于中央商务区（CBD）西北22公里处，通过高速公路从市中心到机场约22分钟的车程，为

地址：Tullamarine, Victoria 3043
电话：+61 3 9297 1600
网站：melbourneairport.com.au

参会代表的到达和出发行程提供了充足选择。

墨尔本礼帽工坊
墨尔本礼帽工坊（Melbourne Millinery Workshops）由墨尔本知名的女帽制造商Kim
Fletcher和Serena Lindeman合资组成，为入境旅游团体、企业团队和社交圈提供活动体
验，参加者将享受到充满娱乐性的创作体验。与维多利亚赛马俱乐部及弗莱明顿赛马场的紧密

地址：Room 602, 37 Swanst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523 0711 | 邮箱：info@melbournemillineryworkshops.com.au
网站：melbournemillineryworkshops.com.au

联系，使其成为墨尔本杯赛马节上最完美的搭配活动。

Microflite直升机公司
非凡体验，无尽目的地！Microflite直升机公司（Microflite Helicopter Services）作为维多
利亚州顶级直升机服务商，携手墨尔本及维多利亚州的主要旅游服务商，提供通往令人叹为观
止的目的地的奢华难忘出行体验。Microflite出色的安全记录、豪华的设施和无与伦比的座位

地址：17B/60 Siddeley Street, Docklands,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8587 9700 | 邮箱：info@microflite.com.au
网站：microflite.com.au

数确保为大小型旅行团提供世界级定制服务。

Microhire视听设备公司
Microhire自1987年起一直是活动策划专业人士的视听设备合作伙伴完美之选，在墨尔本及
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带来无以伦比的活动体验。作为数字技术的权威机构，Microhire拥有最广
泛、最先进的技术库存和数字服务，创新承诺保证完美的世界一流水平。Microhire拥有300
多个员工，专注服务，擅长创意与技术，从简单的日常活动用品到独特而意外的设备，一应

Venues

Events

Conferences

Exhibitions

AV

IT

地址：Unit 9, 331 Ingles Street, Port Melbourne, Victoria 3207
电话：+61 3 9646 9882 | 邮箱：info@microhire.com.au
网站：microhire.com.au

俱全。

Moreton租赁公司
Moreton租赁公司（Moreton Hire）拥有遍布澳大利亚最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在墨尔本、悉
尼、黄金海岸、布里斯班、昆士兰北部、新加坡、英国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广阔的地理分布
使Moreton租赁公司在澳洲范围内轻松地为国际企业的本地展览提供支持。Moreton租赁公司
的产品及服务包括标准展台、展览定制加工、家具、设备、标识系统、视听设备、照明、显示

地址：260 Fairbairn Road, Sunshine West, Victoria 3020
电话：+61 3 9300 5700 | 邮箱：experience@moreton.net.au
网站：moreton.net.au

器、亚麻织品、大帐篷、地板、空调、加热设备和劳动雇佣。

Murrays长途汽车、巴士及豪华轿车公司
Murrays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地面运输服务提供商，在澳大利亚范围内提供配有专业司机的豪华
长途汽车、巴士及豪华轿车。每辆车均由专业的后勤人员通过最先进的控制中心，进行每周7
天、每天24小时的监控和质量控制。Murrays在提供高质量的运输解决方案方面拥有超过50年

地址：Unit 6, 2 Somerville Road, Footscray, Victoria 3011
电话：13 22 59 | 邮箱：enquiries@murrays.com.au
网站：murrays.com.au

的经验，Murrays值得信任，提供安全而准时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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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xton演讲者智库
作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也是南半球最大的演讲者机构，Saxton有超过50年的经验，代表澳
大利亚各领域内最佳和最全面的演讲者和演艺人员。从会议颁奖庆典、慈善活动、团队建设及
其他一切，我们提供一支由30多名顾问和支持性专业人士组成的高素质团队，热衷于为您的活

地址：Level 1, 344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Victoria 3004
电话：+61 3 8866 4000 | 邮箱：info@saxton.com.au
网站：saxton.com.au

动匹配合适的演讲者。

media

SDP传媒
SDP 传媒是一家备受推崇的一站式媒体服务公司，提供专业的摄影和视频制作服务。拥有超过
20年的行业经验，对墨尔本各大场馆及周边环境了如指掌，长期的成功源自始终如一地卓越服
务。SDP 传媒拥有一支多元化团队，将根据预算和截止日期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员及合

地址：5/131 Hyde Street, Footscray, Victoria 3011
电话：+61 3 9077 5010 | 邮箱：admin@sdpmedia.com.au
网站：sdpmedia.com.au

适的解决方案。无论您的需求是什么，SDP 传媒以最佳方式呈现您的品牌故事。

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SkyBus）提供7种服务，包括往返于奥克兰、黄金海岸、墨尔本、阿瓦隆机场
（Avalon Airport）至市中心，以及墨尔本直达圣基尔达（St Kilda）、南岸（Southbank）、
达克兰滨海港区（Docklands）、弗兰克斯顿（Frankston）和贝赛德（Bayside）的服务。
我们墨尔本机场和奥克兰机场往返市区的服务，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运行，全天不间断。

地址：29 Francis Briggs Road, Melbourne Airport Victoria 3045
电话：1300 SKYBUS ( 1300 759 287 ) | 邮箱：info@skybus.com.au
网站：skybus.com.au

免费的中央商务区（CBD）班车，可享受免费车载Wi-Fi，方便快捷，车次频繁，经济实惠。

Southern印刷公司
Southern Colour是澳大利亚印刷业的一颗璀璨之星，以热情专注的服务而知名。Southern
Colour为各类展览和会议提供印刷服务，成功完成了许多大型项目，包括世界青年与学生旅
行会议、国际护士大会、国际糖尿病会议等。除了印刷节目单和指南（通常为长期、多分页项

地址：2 Southpark Close, Keysborough, Victoria 3173
电话：+61 3 8796 7000 | 邮箱：croberts@southerncolour.com.au
网站：southerncolour.com.au

目），Southern Colour也可按需承接小量印刷。

澳洲维珍航空公司
澳洲维珍航空公司提供每日香港墨尔本往返直飞服务，A330-200机型。乘客可选商务舱和经
济舱服务，在飞行中享受美味的飞机餐和娱乐设备。抵达墨尔本后，乘客可以在我们遍布澳大

邮箱：vigs@virginaustralia.com
网站：virginaustralia.com

利亚及新西兰的航线直接转机。

亚拉山脉区域旅游机构
距离墨尔本中央商务区和机场只需一个小时车程的亚拉谷（The Yarra Valley）和丹德农岭
（Dandenong Ranges）是维多利亚州最为壮观的奖励旅游目的地。亚拉谷商务活动策划
Yarra Valley Business Events公司提供专业支持，将活动组织者直接与经验丰富的运营人员
联结，量身定制令人难忘的奖励旅游计划。乘坐热气球看日出，跳进大桶中压榨葡萄的欢庆纪
念、在标示性景点普芬比利蒸汽火车（Puffing Billy Railway）上用餐或在帽子酿酒厂享受饕

电话：+61 3 8739 8000 | 邮箱：info@yarravalleybusinessevents.com.au
网站：yarravalleybusinessevents.com.au

餮盛宴，欢迎联系我们组织一次高品质的亚拉谷和丹德农岭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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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大西洋餐厅
海鲜餐厅是所有感官的盛宴，可谓真正做到将海洋搬到餐盘中。每天，厨师都会精心挑选出最
新鲜的优质鱼肉、牡蛎和甲壳生物为食材。您在休闲地享受享受佳肴的同时，还能眺望河景，
或陶醉于私人宴会厅带给您的亲密体验。您也不妨走下台阶来到地下酒吧The Den，点一杯新

地址：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 8 Whiteman Street,
Southbank, Victoria
电话：+61 3 9698 8888 | 邮箱：reservations@theatlantic.com.au
网站：theatlantic.com.au/the-atlantic

奇的鸡尾酒，或到隔壁的外卖店Fish & Chippery来一点小吃。

名厨Andrew McConnell – Builders Arms 酒店
Builders Arms酒店建于1853年，2012年由知名厨师Andrew McConnell进行翻新。Builders
Arms拥有酒吧、气氛热闹的中餐厅Ricky & Pinky、私人用餐空间及庭院。私人活动可以选择
经典的西式菜单，也可以选择正宗的Ricky & Pinky中式宴席。Bowery Room是一个灵活空
间，光线充足，带有开放式厨房，并铺有抛光的地板，可承办60人坐席或 90人的鸡尾酒会式宴
会。Private Dining Room是一个私密的包厢，可以俯瞰格特鲁德街（Gertrude Street），并

地址：211 Gertrude Street, Fitzroy, Victoria 3065
电话：+61 3 9417 7700 | 邮箱：info@buildersarmshotel.com.au
网站：buildersarmshotel.com.au

可容纳18位宾客。

名厨Andrew McConnell – Cumulus Inc.餐厅
位于墨尔本著名艺术时尚区的Cumulus Inc餐厅是热闹非凡的交际中心，提供由名厨Andrew
McConnell烹制的殿堂级美食。餐厅包含三个私人用餐空间，其中还包括Arc One画廊，毗邻
餐厅的一个当代澳大利亚艺术空间。这一特别的艺术空间带来独一无二的机会，享受置身于最

地址：45 Flinders Lane,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50 1445 | 邮箱：info@cumulusinc.com.au
网站：cumulusinc.com.au

新艺术展览的就餐体验。

名厨Andrew McConnell – Cutler & Co.餐厅
这是备受赞誉的名厨Andrew McConnell所开设的旗舰“双帽”餐厅，彰显了他对非凡食材和
难忘的就餐体验的无限热情。私密的餐厅空间以休闲的装饰风格呈现珍馐，餐厅可容纳32位宾
客，也可承办120人的鸡尾酒会。Cutler & Co位于菲茨罗伊（Fitzroy）的一家旧金属工厂，
而菲茨罗伊正是墨尔本首个市郊工业区。餐厅不仅提供以分享式佳肴为特色的自选菜单，还提

地址：55 - 57 Gertrude Street, Fitzroy, Victoria 3065
电话：+61 3 9419 4888 | 邮箱：info@cutlerandco.com.au
网站：cutlerandco.com.au

供有每日更新的大厨精选（Chef’s Selection）菜单，完美诠释时令风味。

名厨Andrew McConnell – Supernormal餐厅
Supernormal灵感源自著名厨师Andrew McConnell最喜爱的亚洲美食经历。其所提供的菜
品受到东京、上海、首尔和香港餐厅美食风味的影响。经典佳肴得到重新演绎，最受欢迎的菜
品就此诞生。穿过餐厅，经过开放式厨房，一个壮观的圆形楼梯通向私密用餐空间，配备视听

地址：180 Flinders Lane,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2/157 Fitzroy Street, St Kilda, Victoria 3182
电话：+61 3 9650 8688 | +61 3 9525 4488
邮箱：info@supernormal.net.au | canteen@supernormal.net.au
网站：supernormal.net.au

设备和卡拉OK。餐厅可容纳40位坐席，也可承办60人鸡尾酒会。

Donovans餐厅
欢迎来到Donovans – 我们的“海滩之屋”以及我们热爱分享的温馨家园。Donovans位于圣
基尔达海滩（St.Kilda beach），为客人提供难忘的墨尔本就餐体验。一边欣赏着美丽海湾风
景，一边品味着美妙的地中海风味美食，感受着餐厅特有的轻松氛围，Donovans带给您家一

地址：40 Jacka Boulevard, St Kilda, Victoria 3182
电话：+61 3 9534 8221 | 邮箱：eat@donovans.com.au
网站：donovans.com.au

般的感觉。Donovans同时还提供有独具魅力的私人包厢，保证您享有私密的海湾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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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Public餐厅
Melbourne Public（MP）餐厅极富标志性的室内设计灵感源自20年代的工业风格，抛光的
黄铜，外露的横梁和标志性的历史特征。MP餐厅拥有一个朝北的露台，并配有可伸缩的屋顶
和暖气设施。Citizen厅为食客提供高级用餐体验以及无可比拟的私人空间。MP团队始终如
一地成功兑现每项服务承诺，从最初的概念到最终的呈现，凭借30多年的经验来用心安排一

地址：11 Dukes Walk,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268 7600 | 邮箱：alex@melbournepublic.com.au
网站：melbournepublic.com.au

切。MP餐厅最多可容纳1000位宾客。

Locanda私厨
Locanda私厨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拥有优越地理位置，并具有两个独特空间，既
可单独使用，又可结合在一起用以举办大型活动。餐厅有窖藏葡萄酒的楼层，一张意大利大理
石打造的分享式餐桌以及一盏悬挂的玻璃吊灯，如此雅致的环境完美适合于少至六人的私人聚

地址：186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635 1228 | 邮箱：info@locanda.com.au
网站：locanda.com.au

会大至110人的奢华庆典。餐厅菜品皆源自维多利亚和澳大利亚顶级食材。

Akachochin餐厅
Akachochin是一家现代化的居酒屋，以传统的日式烹饪调羹最优质的时蔬。参会代表们可与
厨师长一起清早前往当地鱼市，挑选最新鲜的食材，也可在寿司吧学习如何处理并制作生鱼

地址：33 South Wharf Promenad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245 9900 | 邮箱：info@akachochin.com.au
网站：akachochin.com.au

片、手卷和寿司卷。这一体验与清酒相得益彰，同时还有多达50种清酒供宾客品尝。

P

NGPO
BA

Bangpop餐厅
Bangpop是南码头唯一一家泰式餐厅，采用当地时蔬打造原汁原味的泰式菜肴。菜单上每一
道菜肴都适合大家分享，宽大的桌子尤其适合多人聚会。各位参会代表可提前预定泰式烹饪
课，一部分人学习如何做泰式晚餐，另一部分则准备经典泰式鸡尾酒，最终合并成为一场自己

地址：35 South Wharf Promenad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245 9800 | 邮箱：info@bangpop.com.au
网站：bangpop.com.au

动手打造的盛宴。

Bohemian 酒吧餐厅
Bohemian Wine Bar利用现代风味制作分享式菜肴，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提供以完美食物和
葡萄酒搭配。这家店提供有六种葡萄酒、奶酪和熟食，客人们还可以与我们侍酒总监一道，享
受一节关于霞多丽（Chardonnay）的大师级课程。购买店内任何葡萄酒，团队客人均可享受

地址：35 Dukes Walk,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96 3774 | 邮箱：office@thebohemian.com.au
网站：thebohemian.com.au

优惠价格，并提供外带服务。

The Common Man餐厅
The Common Man当属最出色的澳洲酒馆，在城市天际线下拥有大片的露天草坪。在墨尔本重
要赛事期间，开放预定专属的观赏空间，或者仅仅来一顿午餐，尝试一次正宗的后院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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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39 Dukes Walk,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96 3774 | 邮箱：office@thecommonman.com.au
网站：thecommonman.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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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t Market餐厅
从醒目亮丽的条纹华盖到俯瞰餐厅的巨型长角牛等特色来看，Meat Market可不是你所认为的
一般普通的牛排餐厅。Meat Market中央开放式厨房为您的活动提供场地。在与我们的厨师一
起制作完美汉堡的同时，了解维多利亚“农场到餐桌”的哲学。客人们在这里学习食谱，接受

地址：53 South Wharf Promenad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008 8953 | 邮箱：info@meatmarketsouthwharf.com.au
网站：meatmarketsouthwharf.com.au

培训，然后回到家中为家人一展身手。

Plus 5餐厅
Plus 5是一家独特的精品场馆，正对墨尔本会展中心。在这个活力四射的文化遗产之地，您可
以啜饮独特的传统鸡尾酒，品尝可口的共享菜肴和西班牙式餐前小吃。这里有一间独特的私人
宴会厅，可容纳多达10位宾客，并配备了带棚的河景阳台，非常适合举办精品活动，并展示当

地址：37 South Wharf Promenad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682 0091 | 邮箱：functions@plus5bar.com.au
网站：plus5bar.com.au

地辉煌的海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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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观光&
活动赛事体验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s）是维多利亚州和澳大利亚最壮观的景区之一，也是奖励旅游独特之选。菲利普岛自然公园是一个自负盈亏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维持和保护菲利
普岛上的野生动物和环境，使团体游客有机会在天然环境下近距离观赏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岛上丘吉尔岛（Churchill Island）传统农庄、考拉保育中心、诺比司中心（The Nobbies Centre）和
世界闻名的企鹅归巢景点之间仅相距10分钟的车程。

企鹅归巢

独特的企业体验

企鹅归巢景点提供多种观景选择，小型团体可以在沙滩边清点企鹅的数目，细心周到的工作人
员会给予指引，也可以在全新的地下观景台观看企鹅归巢，最多可接待4000人团体。

野生海洋绿色船舶游
绿色船舶是菲利普岛自然公园的最新旅游方式，游客们在这里可以饱览菲利普岛海岸线的壮美

诺比司中心

风光，近距离观赏世界上最大的澳大利亚毛皮海豹聚居地。

凭 借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 Wo r l d Wi d e F u n d f o r N a t u re ） 全 新 打 造 的 “ 南 极 之 旅 ”
（Antarctic Journey）所运用的尖端技术，体验震撼的悬崖栈道，俯瞰此起彼伏的巴斯海峡

拯救澳大利亚野生动物

（Bass Strait）水域。诺比司中心最多可接待400人团体。

这里有极具竞争力的团队建设活动，可为企鹅、负鼠或蝙蝠建造家园并放置上企业标志，以帮
助改善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的恢复。

丘吉尔岛传统农庄
独一无二的丘吉尔岛占地57公顷，作为传统农庄对外开放给旅游团体。丘吉尔岛可接待大小型

短尾鹱迁徙

团体，最多可接待5000人，活动包括传统农务、挤牛奶、剪羊毛、马鞭表演、牧羊犬放牧和

每年9月，短尾鹱都会迁徙至菲利普岛，在岛上的沙丘洞里度过夏天，孵化唯一的卵。团体游

铁匠锻造等。丘吉尔岛是举办晚宴和其他各种客户娱乐活动的理想场所。

客可以坐在Woolamai海滩沙丘上观赏短尾鹱迁徙至菲利普岛。之后可至毗邻的Woolamai冲
浪俱乐部享受私密晚宴。

考拉保育中心
这一生态旅游景点荣获澳大利亚最高的生态旅游评级，与常见的动物园不同，考拉保育中心令
游客可以漫步在考拉的自然栖息地近距离观赏澳大利亚的特有动物。企业团体游客还可以在工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是一家完全自给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维持和保护独菲利普岛独一无二的
野生动物和环境。

作人员陪同下探索“幕后”之旅，观赏考拉。

餐饮
经验丰富的餐饮团队以采用当地食材为傲，为活动定制菜单。从野餐篮到大小型团体的晚宴活
动等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可供选择。

会议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拥有若干定制场地，满足各种会议需求。

地址：1019 Ventnor Road, Phillip Island, Victoria 3922
电话：+61 3 5951 2800 | 邮箱：marketing@penguins.org.au
网站：penguin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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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芬山博物馆协会
地理位置

深夜灯光秀

疏芬山（Sovereign Hill）位于历史悠久的巴拉瑞特（Ballarat）市中心，距离墨尔本90分钟

太阳落山后，在疏芬山的表演项目仍在继续，为游客呈上震撼的声光秀。

车程，距离墨尔本机场70分钟车程。
疏芬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重要时期的见证之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故事流传至今。疏芬山是
澳大利亚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金矿区繁华与热闹的缩影，黄金就在涓涓小溪中流淌，身着当年装
束的人们再现当年风貌。工作坊、酒店和剧院全部保留当时的风貌。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参观地
下矿区，并且遇上正在工作或进行交易的铁匠、糖果商和蜡烛工人。无论10人的旅游团、100
人的团队建设活动，还是4000人的奖励旅游，疏芬山可以满足任何团体的需求。

地址：Bradshaw Street, Ballarat, Victoria 3350
电话：+61 3 53371100 | 邮箱：enquiries@sovereignhill.com.au
网站：sovereignhil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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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ravel Australia旅游公司
Wel-Travel Australia是获得完全合法和有保险的目的地管理公司（DMC）。我们与国际同行
一起为会奖旅游提供服务。Wel-Trave Australia在墨尔本、悉尼、黄金海岸和珀斯均设有办
事处和团队，业务遍及整个澳大利亚。Wel-Travel Australia在印度孟买设有一支运营团队，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设有当地经理。Wel-Travel Australia积极向国际市场推介澳
大利亚，目标市场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所有亚洲（韩国除外）国家，以及阿联酋、卡塔
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东欧在内的中东地区。作为澳大利亚旅游出口委员会
（Australian Tourism Export Council）的活跃成员，Wel-Travel Australia洞悉来自汽
车、银行、保险、制药、化妆品、软件和硬件公司等行业的动向。Wel-Travel Australia期待
与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合作互赢，共同发展澳大利亚业务。

地址：11/15 McEwan Road, Heidelberg Heights, Victoria 3081
电话：+61 3 9457 3300 | 邮箱：sales@weltravel.com
网站：weltravel.com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澳大利亚大奖赛
体验2018劳力士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澳大利亚大奖赛所带来的顶级娱乐和前所未有的交
流机会。全球最顶尖的赛车手将汇聚墨尔本，参加F1新赛季开幕赛，没有什么比在赛事期间能

地址：Level 5, 616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Victoria 3004
电话：+61 3 92587100 | 邮箱：corporate@grandprix.com.au
网站：grandprix.com.au

够在毗邻赛车场的豪华套房举行会议或活动更好的方式，给客户或员工带来更深刻的印象了。

维多利亚极致之旅
在墨尔本游客中心，维多利亚极致之旅（Best of Victoria）为您提供预订服务。专业团队致
力于提供本地信息，帮助游客计划并预订在墨尔本及维多利亚周边地区的所有旅行需求。维多

地址：Melbourne Visitor Centre, Federation Square,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928 0000 | 邮箱：chris@bestof.com.au
网站：bestof.com.au

利亚极致之旅提供各色旅游手册、地图和游客指南，每周7天帮助解决各种会议需求。

维多利亚赛马俱乐部
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吸引全球各地的赛马爱好者和游客参与其中。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是澳大
利亚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作为澳大利亚历史标志，如今成为融体育运动、美食、葡萄酒、时
尚和社会交往于一体的盛事。弗莱明顿赛马场（Flemington Racecourse）也可全年为奖励

地址：448 Epsom Road, Flemington, Victoria 3031
电话：+61 3 8378 0678 | 邮箱：tourism@vrc.net.au
网站：flemington.com.au

旅游和户外活动需求服务。
墨尔本会议局 墨尔本奖励旅游策划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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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秘境步行旅游公司
墨尔本秘境步行旅游公司（Hidden Secrets Tours）致力于提供墨尔本当地巷道的步行指
南，是定制游览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步行之旅的不二之选。自2004年以来，墨尔本这
座城市的大情小事尽在秘境步行旅游公司掌握之中，能够结合旅行时间为游客设计多种最优的
线路行程，满足五花八门的兴趣爱好，打造愉悦身心的感官盛宴，让游客尽情享受徒步旅行的
慵懒闲适和品质服务。不论是一个小时的步行行程，还是贵宾美食奖励旅行，步行之旅是探索

地址：813/37 Swanst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
电话：+61 3 96633358 | 邮箱：office@hiddensecretstours.com
网站：hiddensecrets.com

墨尔本的最佳方式。

墨尔本足球俱乐部
墨尔本足球俱乐部是澳洲本土球赛 – 澳大利亚足球联赛的创始俱乐部。俱乐部是城市的一部
分，位于澳大利亚最具标志性的体育场馆 – 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板球这一独特的运动与举世闻名的体育场馆相结合，客户体验包括团队建设练习、娱乐活动或
进行板球运动等。

地址：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Brunton Avenue,
East Melbourne,Victoria 3002
电话：+61 3 9652 1106 | 邮箱：experiences@melbournefc.com.au
网站：melbourneexperiences.com.au

墨尔本私人个性之旅
MPT旅游与生活方式集团（MPT Travel and Lifestyle Group）专门提供一系列精心定制的
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周边地区行程，为游客定制专属体验以满足个性化需求。集团的企业活动部
门为企业活动、奖励旅游、团队建设或圣诞节活动打造众多意义非凡且令人难忘的极致体验，

地址：1/240 Chapel Street, Prahran, Victoria 3191
电话：+61 3 9529 3212 | 邮箱：info@mpttravelandlifestyle.com.au
网站：mpttravelandlifestyle.com.au

在打破常规的同时，始终如一地呈现超出预期的成果。

墨尔本之星观景摩天轮
墨尔本之星（Melbourne Star）是南半球唯一的巨型观景摩天轮，位于达克兰滨海港区
（Docklands），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独一无二的空间可容纳两人至1000人，包括极受欢
迎的墨尔本之星美食体验套餐。

地址：101 Waterfront Way, Docklands, Victoria 3008
电话：+61 3 8688 9688 | 邮箱：nicole.hill@melbournestar.com
网站：melbournestar.com

月光之旅野生动物保护园
在月光之旅野生动物保护园（Moonlit Sanctuary），团体游客可以探索10公顷的丛林，邂
逅濒临灭绝的物种，喂食大袋鼠、沙袋鼠和触摸考拉，欣赏五颜六色的鸟类、爬行动物、澳洲
野犬和其他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夜晚，月光之旅举世闻名的亮灯之旅，带领游客蜿蜒穿过保
护区内的动物栖息地，倾听湿地蛙群的歌唱，观看茶色蛙嘴夜莺、袋鼬、袋獾、猫头鹰，以及

地址：550 Tyabb-Tooradin Road, Pearcedale, Victoria 3912
电话：+61 3 5978 7935 | 邮箱：info@moonlit-sanctuary.com
网站：moonlitsanctuary.com.au

给袋鼯、袋鼠和草原袋鼠喂食。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是南半球最大的露天市场！它位于墨
尔本市中心，是维多利亚州美食、文化和生活中心。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观赏市场古老的棚
屋、低价买到各种新鲜农产品、服装、皮具、珠宝和纪念品。配有导游的步行之旅可体验19世

地址：Corner Elizabeth & Victoria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电话：+61 3 9320 5835 | 邮箱：tours@qvm.com.au
网站：qvm.com.au

纪时期传统集市的市井繁华、人声鼎沸和旧事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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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富酒庄
预订罗富酒庄餐厅（Rochford’s Restaurant）成为您下一次团体会议的举办地。餐厅开阔宽
敞，光线充足，非常适合为宾客提供娱乐、产品发布、企业宣讲、团队建设活动等。客人还可
以远眺餐厅周围绵延的亚拉山脉。对于奖励旅游和团队建设活动，游客可以选择时令菜肴搭配

地址：878-880 Maroondah Highway, Coldstream, Victoria 3770
电话：+61 3 5957 3333 | 邮箱：faye@rochfordwines.com.au
网站：rochfordwines.com.au

美酒、或是漫步葡萄藤间。罗富酒庄餐厅有一片开阔的户外场地，非常适合举办大型活动。

澳洲物语纪念品店
在旅游业拥有25年经验的礼品商店品牌澳洲物语（Something Aussie）土产店，如今已经
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概念店，并在澳大利亚业界享有声誉。凭借对澳大利亚市场的深刻洞
察和认知，澳洲物语能为各式聚会会议和奖励旅游提供最优的产品选择、最可靠的质量保证、
最具竞争力的价值和最贴心的服务。澳洲物语为10-400人的团体提供便捷全面的购物体验，

地址：400 Victoria Street, North Melbourne, Victoria 3051
电话：+61 3 9329 8622 | 邮箱：kuan@somethingaussie.com.au
网站：somethingaussie.com.au

并可针对客户的需求为企业定制会议礼品。

Vicinity-查斯顿购物中心
查斯顿购物中心（Chadstone Shopping Centre）是南半球最大的购物中心，也是世界各地
购物者的圣地。该中心拥有550多家店铺、全新的HOYTS电影院、独具一格的艺术品、露台、
美丽的花园，以及便捷交通，带来澳大利亚任何其他购物中心无法匹及的体验。查斯顿购物中
心拥有35家国际奢侈品设计师品牌门店、高端国际零售商、旗舰店的特别系列、两大餐饮区和
澳大利亚唯一的乐高乐园探索中心（Legoland Discovery Centre）。坐拥2300万人次的年

地址：1341 Dandenong Road, Chadstone, Victoria 3148
电话：+61 3 9563 3355 | 邮箱：chadstone.marketing@vicinity.com.au
网站：chadstone.com.au

客流量，查斯顿购物中心力臻为每一个购物者创设最优质的购物体验。

DFO南码头奥特莱斯
DFO南码头奥特莱斯提供超过170个澳大利亚和国际品牌，包括Armani，Coach，Michael
Kors，Nike和Ugg等。这里是墨尔本一站式时尚购物中心，可享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设计师品
牌折扣，最高可达三折。南码头长廊（South Wharf Promenade.）拥有各色河畔餐厅和咖

地址：20 Convention Centre Place, South Wharf, Victoria 3006
电话：+61 3 9099 1111 | 邮箱：esther.liu@vicinity.com.au
网站：dfo.com.au

啡厅，您可挑选一家享受别具风情的用餐体验，令一天的行程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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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致谢
重要支持者及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高级合作伙伴

STRATEGIC PARTNERS

PREMIUM PARTNERS

墨尔本会议局提供全方位服务，员工及代表分布于全球五个国家，总部设于墨尔本。
欲获取更多信息，了解关于在墨尔本投标、策划及组织一流商业活动的服务，请联系：
合作伙伴及广告咨询（澳大利亚）
电话：+61 3 9002 2222
邮箱：membership@melbournecb.com.au
partnerships@melbournecb.com.au
墨尔本总部
电话：+61 3 9002 2222
邮箱：info@melbournecb.com.au
伦敦
电话：+44 ( 0 ) 20 7836 7766
邮箱：europe@melbournecb.com.au

纽约 – Myriad Marketing
电话：+1 212 206 7632
邮箱：northamerica@melbournecb.com.au
吉隆坡
电话：+6012 884 8388
邮箱：kualalumpur@melbournecb.com.au
上海 – JCIM潔心MICE行銷
电话：+86 21 5569 7757
邮箱：shanghai@melbournec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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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与您在墨尔本相见
melbournecb.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