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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y Lodges of Australia
远离尘世，亲近自然，尽享奢华体验……

本手册整理了一系列精品酒店和高端露营地，这些酒店和露营地均为私人
所有并独立经营，分布在澳大利亚最具感染力和独特魅力的几处灵秀之
地。他们的存在，为澳大利亚怡人的阳光和沙滩、丰富多样的景观和广阔
无垠的空间赋予了奢华的体验感，让一切变得更加弥足珍贵。无论何时，
澳大利亚精品酒店都会通过限制接待人数，提供特色景点体验，来为宾客
奉上专属独享的权限。

这些酒店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还会提供卓越的餐饮服务和完善的住宿设
施，给人以舒适奢华的享受，让宾客能以独享的方式探访景点、与当地人
建立联结、了解当地的人文、工艺，享受酒店提供的个性化体验。正是这
一切造就了澳式奢华体验，并展现出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的非凡多样性。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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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100% 再生纸印制

马利根山别墅 (MT MULLIGAN LODGE)
昆士兰州北部内陆地区

希尔奇橡树酒店 (SILKY OAKS LODGE)
昆士兰州丹翠雨林

萨福里菲欣纳酒店  
(SAFFIRE FREYCINET)
塔斯马尼亚州菲欣纳半岛

萨尔萨利斯 (SAL SALIS)
西澳大利亚州宁格鲁珊瑚礁

斯帕瑟顶峰别墅  
(SPICERS PEAK LODGE)
昆士兰州美景环区高地

皮利特海滩别墅 (PRETTY 
BEACH HOUSE)
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周边地区

路易丝酒店 (THE LOUISE)
南澳大利亚州巴罗萨谷

真北号 (TRUE NORTH)
西澳大利亚州金伯利地区及
澳大利亚周边目的地 

阿联酋 ONE&ONLY 沃根谷豪华度
假村酒店 (EMIRATES ONE&ONLY 
WOLGAN VALLEY)
新南威尔士州蓝山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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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 131° (LONGITUDE 131°)
北领地乌鲁鲁

埃尔奎斯特家园  
(EL QUESTRO HOMESTEAD)
西澳大利亚州金伯利地区

南大洋酒店  
(SOUTHERN OCEAN LODGE)
南澳大利亚州袋鼠岛 （目前因整修而停业）

28 30

蜥蜴岛 (LIZARD ISLAND)
昆士兰州大堡礁

18

湖边小屋 (LAKE HOUSE)
维多利亚州戴尔斯福特

16

10

阿卡巴 (ARKABA)
南澳大利亚州伊卡拉-弗林德斯山脉

巴姆鲁平原酒店 (BAMURRU PLAINS)
北领地北端地区

卡佩拉酒店 (CAPELLA LODGE)
新南威尔士州豪勋爵岛

864

海角洛奇酒店 (CAPE LODGE)
西澳大利亚州玛格丽特河

夸利亚酒店 (QUALIA)
昆士兰州大堡礁



澳大利亚完美融合了多样化的
自然体验和奢华享受，是心动

旅行的不二选择……

关于我们
Luxury Lodges of Australia 是一个会员制协会，成立于 2010 年，旨在
为澳大利亚的高端酒店和露营地提供集中宣传，为所有寻求澳大利亚高端旅
游体验的旅客提供重要参考。本系列中所有酒店均为私人所有且独立经营，
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酒店“集团”。这里汇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创业者，他们
个个都对澳大利亚某处独特地区充满热情。他们深知，品味非凡的全球旅行
者寻求的是高档私密住宿享受和个性化体验，因此大力投资建设此类酒店。
这些酒店不仅仅是提供住宿的地方，更可让您畅享其他精彩体验。

我们的奢华体验
澳大利亚拥有独具特色的非凡景点、美妙体验和人文风情，而我们的奢华体
验就与此息息相关。游览这些景点，即可领略澳大利亚的自然多样性、了解
当地文化、当地特色及居民的生活方式。每家酒店都会独创经典体验，以凸
显当地的鲜明特色，例如珍贵的海陆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我们的原住民文
化，以及各色美酒佳肴等。这些酒店与 1,600 多位制造商、导游、艺术家、
生产商和当地人携手合作，共推出超过 250 种体验，让宾客可深入探索所在
地区，真正融入当地。这些体验即为我们独特澳式奢华风格的理想呈现。

我们的目的
这些酒店旨在展现当地的地域风情，并通过提供体验，在宾客与目的地之间
建立起联系。无论是海滨、沙漠、暗礁、岛屿或荒野酒店，还是豪华内陆露
营地、葡萄园度假中心或美食胜地，重要的不是这些酒店之间的相似性，而
是它们如何彰显独特魅力，如何反映澳式体验的多样性与真实性。运营此类
酒店的另一目的则为保护环境及社区。无论是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和恢复景
观，还是促进社区合作和参与等，这种使命感始终是酒店运营的核心所在。
每家酒店都拥有自己的传承故事，可供宾客自行参与探索。如欲了解这些故
事的更多详情，请访问：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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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卡巴隐匿在澳大利亚古老的弗林德斯山脉山
脚下，坐落于广袤的内陆原野中，这片经过精
心改造的土地可以保护万物生灵……它向我们
有力地证明，将旅游和保护密切相连既可改善
当地民生，又能促进野生动物繁衍生息。” 
Holly Tuppen 在 The Long Run 和  
Four Magazine 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机场：奥古斯塔港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驾车 75 分钟可达

 最近的国际机场：阿德莱德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从阿德莱德出发 
 5 小时车程或 1 小时私人包机航程， 
 或从袋鼠岛出发 1.5 小时航程

 客房/套房数量：5 间

 宾客可携 8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阿卡巴 (Arkaba)
Ikara-Flinders Ranges, South Australia
联系方式: +61 (0)2 9030 6312
或 arkaba@wildbushluxury.com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arkaba

 WildBushLuxuryExperiences
 wildbushluxury
 WildBushLuxury

伊卡拉-弗林德斯山脉由数百万年来的地质活动塑造而成，在这片古老的景观中，坐拥多
处澳大利亚蔚为壮观的内陆风光。

阿卡巴以前曾是一片牧羊场，现已变为欣欣向荣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其中栖息着各种珍
奇鸟类和野生动物。阿卡巴真正的奢华之处在于，这里的专业导游经过精挑细选，每次
只接待十位宾客，让他们可以独享占地 60,000 英亩的广阔私人保护区。

阿卡巴的农庄历史悠久，坐拥广袤无垠的田园风光，别具质朴风情。这座坐落在粗粝崎
岖旷野中的古老农庄堪比恬静舒适的绿洲。宾客可在这里享受体贴周到的服务，并在专
业导游的带领下前往内陆地区开展 Wild Bush Luxury 探险体验，感受经典澳式乡村的
盛情款待。

河床上长满了长盛不衰的赤桉树，漫步丛林仿若穿越时空。乘坐越野车展开观猎之旅，
沿途便可欣赏到陡峭的砂岩峭壁和史前山脉的壮美景致。宾客可同阿卡巴的野生动物保
育员一道追寻当地野生动物的踪迹，或与这片土地上的首批居民 Adnyamathanha 人
一起漫步。早在欧洲探险家或殖民者出现之前，Adnyamathanha 人就已在这片土地
上繁衍生息。还可以乘坐观光飞机飞越维凭拿庞的古老环形山脉，或是沿着阿卡巴附近
绚丽多彩的埃尔德山脉的山脊，展开艾尔湖 (Kati-Thanda) 空中游览之旅。傍晚时分，
宾客可登上山巅啜饮一杯，欣赏在世界地质奇观之一维凭拿庞山上上演的日落美景，有
道是，醉人的不是酒，而是风景。等到夜幕降临，也别忘了大胆走出户外，仰望历经五
亿年形成的璀璨星空美景，纵享震撼体验。

阿卡巴 (Arkaba)
 前往 Adnyamathanha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我们仅提供十个尊贵的宾客席位，诚邀您前来踏
上这片占地 60,000 英亩的内陆原野，为救助野
生动物尽一己之力，同时您还可展开观猎之旅，
在这片拥有 6 亿年悠久历史的崎岖地貌上尽情
驰骋。

达人攻略

• 别穿高跟鞋。而是换上舒适的休闲鞋，跟随 
Stuart、Mawson 和 Heysen 的脚步，徒步
探索澳大利亚几处非常值得一探的丛林，或是
驾驶四轮驱动车 (4WD) 在乡道上冒险一番。

• 一到春天，金合欢、小雏菊和沙漠豌豆便如星
罗棋布般点缀在内陆大地上，野生动物亦随处
可见，切勿错过这繁花锦簇的春日胜景。

• 不妨乘坐直升机展开观猎之旅，在空中游览 
Adnyamathanha 原住民的聚居地，从绝佳观
赏位置俯瞰自在翱翔的雄鹰和高大茂密的赤桉
古树，领略这片大地的广袤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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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澳洲，为您奉上真正的观猎旅行体
验……酒店内设泳池、欢乐餐厅，以及周围美
景环绕的休息区，专业向导亦可随时为您提供
服务。不过，当您乘坐飞机飞越玛丽河流域上
空时，高潮时刻才真正来临，此情此景就像是
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与电影《鳄鱼邓迪》中场景
的结合，当身穿卡其布服装的护林员停下马达
后，只听得芦苇丛里的沙沙声、长腿黑颈鹳和
白鹭拍打翅膀掀起的水花声，以及羽毛丰满的
树鸭鸣叫声越来越近。”�
Susan Kurosawa  
在给《澳大利亚人报》的撰文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和国际机场：达尔文国际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3 小时车程， 
 也可搭乘轻型飞机或直升机畅享  
 30 分钟观光航程

 观猎旅行小屋的数量：10 座

 宾客可携 6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巴姆鲁平原酒店 (Bamurru Plains)
Top End, Northern Territory
联系方式: +61 (0)2 9030 6313
或 bamurru@wildbushluxury.com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bamurru

 WildBushLuxuryExperiences
 wildbushluxury
 WildBushLuxury

巴姆鲁平原酒店坐落于玛丽河的河漫滩上，是澳大利亚境内前往奥卡万戈三角洲展开
观猎之旅的理想下榻之处。这些冲积海漫滩、草原树林及红树林湿地中现存澳大利亚
近三分之一的物种，栖息着丰富多样的鸟类和野生动物，而附近的卡卡杜国家公园 
(Kakadu) 和阿纳姆地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荟萃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中，旅客可
享受魅力十足的 Wild Bush Luxury 探险体验。

巴姆鲁平原酒店提供丰富多样的澳洲野生动物体验：成千上万只鹊雁与河漫滩上的鸢
鸟、白鹭、苍鹭以及水牛和谐混居，而笑翠鸟、鹦鹉、凤头鹦鹉和小袋鼠则栖息在边缘
的林地中。专业导游可带领宾客畅享一系列精彩旅程：河漫滩风扇艇之旅、敞篷四驱车
观猎之旅、垂钓之旅、全地形车观猎之旅、导览式原野徒步之旅、游船观鳄之旅，以及
目的地为卡卡杜国家公园古岩画遗址美术馆的远足之旅。

我们观猎旅行小屋经过精心设计，舒适宜人，让宾客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周围丛林中的
美景，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清晨，宾客会在鹊雁的阵阵啼鸣中醒来，足不出户便能观赏
到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开启美好的一天。不妨“躲在”六米高树梢隐秘处观看野生动
物，或者也可闲坐于清凉的无边泳池里悠然畅饮，安享舒适的 Wild Bush Luxury 探险
体验。除了观猎旅行小屋之外，其周边还有 300 平方公里的区域，专供入住宾客探索
游玩，确保让宾客不受打扰，获享专属内陆探索体验。

巴姆鲁平原酒店野外导游团队热情好客，专注于带领宾客沉浸式领略丛林魅力，而酒店
则像一座避风港，让宾客近距离感受北端独具特色的原野景观。酒店仅有的十间观猎套
房亦与周围的丛林融为一体，使人不由得忘却外面的世界。

巴姆鲁平原酒店  
(Bamurru Plains)

 前往 Jawoyn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酒店提供专用通道通往卡卡杜国家公园边缘占地 
300 平方公里的河漫滩景观，在那里，可以获享
丰富多样的澳洲野生动物体验。

达人攻略

• 于温暖宜人的时节（三月或四月）前来游览，
即可亲眼看到北端地区万物复苏，以及不计其
数的鹊雁（原住民称之为“Bamurru”）在湿
地各处筑巢的景象。

• 建议不要携带高科技电子产品，为了让您感受
到纯粹的 Wild Bush Luxury 探险生活，我们
特意未在观猎旅行小屋内装设电视和网络。这
是为了让您重归自然，沉浸式领略北端地区的
壮阔美景。

• 您不妨带上一本百科全书，并随身携带双筒望
远镜，随时做好增长见识，捕捉精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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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佩拉酒店坐落在全世界景观蔚为壮观
的岛屿上，在澳大利亚的顶级酒店之中
名列前茅。” 
Anthony Dennis 在给  
Fairfax Traveller 的撰文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机场：豪勋爵岛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5 分钟车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悉尼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2 小时航程加上 5 分钟车程

 套房数量：9 间

 宾客可携 10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卡佩拉酒店 (Capella Lodge)
Lord Howe Island, New South Wales
联系方式: +61 (0)2 9918 4355  
或 reserve@baillielodges.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capellalodge

 capellalodge
 capellalodge
 BaillieLodges

卡佩拉酒店是坐落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豪勋爵岛上的精品酒店和私密度假胜地；但
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是 Baillie Lodges 系列中的第一家酒店。游客从澳大利亚东海岸
乘坐短途航班，即可抵达这座真正的“宝岛”，一方被时间遗忘且保留着原始风貌的自
然天堂。

卡佩拉酒店将现代设计不着痕迹地融入迷人的自然环境中，以低调的原柚木色搭配白色
亚麻质感，极具美感的同时，亦凸显了真正的主角，让清澈的海景、令人叹为观止的高
尔山和里奇伯德山熠熠生辉。这里充满海滩风情的家具、海岛主题的艺术品，露台周围
环绕的肯蒂亚棕榈树，为宾客营造出悠闲氛围和简约奢华体验。精致的餐饮和轻松的用
餐氛围是 Baillie Lodges 的一大特色，而酒店创意十足的菜单亦涵盖丰富的当地海鲜
和本岛出产的农产品。

在豪勋爵岛，白天的热门活动之一当属到户外享用一顿漫长又省时的休闲烧烤午餐，除
此之外，也可在奈德海滩喂喂鱼，去移民海滩体验潜水并观赏海龟。在陆地上，这里是
由热带雨林、珊瑚礁和海滩组成的青翠天堂，是数百种稀有和特有的动植物物种的家
园。不妨步行探索亚热带森林和遥远僻静的海湾，观赏于此栖息的美丽迷人的鸟类。水
面之下，世界最南端的珊瑚礁闪耀着千变万化的色彩，斑斓的鱼群十分引人注目，非常
适合浮潜、潜水或乘玻璃底游船游玩观赏。

澳大利亚海滩小屋崇尚无忧自在的氛围，卡佩拉酒店从中汲取灵感，打造出远离喧嚣的
宁静之所，带来奢华的度假享受。

卡佩拉酒店 
(Capella Lodge)

值得一游的理由

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豪勋爵岛是一座亚热带“宝
岛”，历经时间的洗礼依旧保留原始风貌，坐拥
全球最南端的珊瑚礁景观。

达人攻略

• 沿一条小径向下走便可到达野餐区，这是一片
长有两棵大松树的草地，随后，您可以踏上情
人湾的沙滩，独享一方天堂。这里非常适合在
落日余晖下小酌几杯，甚至还可裸泳一番。远
离人群和喧嚣，静享私密空间，实为幸事也。

• 不妨预订抢手的角落软座，坐在这里，只要微
微转头，便可将一切尽收眼底，无论是酒吧中
的活动、呈上餐桌的佳肴，还是从海上升起的
迷人双岳景致，都逃不过食客的眼睛。

• 在豪勋爵岛，烧烤是一项不容错过的体验，而
且岛上保留原始风貌的地方也有燃木烤架提
供。卡佩拉供应的烧烤午餐套餐中包含各色精
美食材，包括新鲜鱼获、路边传统农场提供的
沙拉蔬菜和当地精酿啤酒，令人垂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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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需要远离尘世的喧嚣时，海角洛奇酒店就是
那一片世外桃源。乡村小屋的温馨舒适、五星级
度假村的奢享悠闲，以及繁华都市令人难舍的精
致美食，尽在海角洛奇酒店。置身其中，必让您
流连忘返。” 
Signature Luxury Travel 的  
Lisa Perkovic 说道

 最近的国内机场：巴瑟尔顿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40 分钟车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珀斯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3.5 小时车程

 客房/套房数量：22 间以及一栋四室住宅

 宾客可携 12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参见政策）

海角洛奇酒店 (Cape Lodge)
Caves Road, Margaret River,  
Western Australia
联系方式: +61 (0)8 9755 6311  
或 stay@capelodge.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capelodge

 CapeLodge
 cape_lodge

海角洛奇酒店，坐落在占地 40 英亩的园区中，坐拥独具原始风情的葡萄园、修剪整齐
的花园和当地原始林区，对于那些寻求奢华住宿体验、意欲探求全球优质葡萄酒产区的
宾客来说，此处可谓理想目的地。

敬请宾客前来这处静谧祥和之所，无论是坐在薄荷树的树荫下读书，还是于泳池边手握
葡萄美酒畅饮，均可安然度过美好时光，获享宾至如归之感。酒店亦有提供网球设施和
步道场地，可供精力充沛的宾客自行使用。

酒店位于玛格丽特河地区的中心地带，坐拥绵延超过 160 公里的壮阔海岸线、林地和
洞穴景观，亦有提供多种体验机会，让宾客能畅享徒步、高尔夫球、冲浪和绳索垂降
的乐趣，可谓探险者的天堂。海角洛奇酒店周边云集世界一流的葡萄园、精品酿酒厂、
手工巧克力工坊及风格多样的艺术画廊，对于那些意欲探索当地佳肴美馔的美食达人来
说，此处不容错过。

不妨前往海角洛奇酒店的热门餐厅一饱口福，相信本次体验必将在每位宾客的行程中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主厨 Adam Robson Chew 选用产自果菜园的当地优质农产品，
更有产自西澳大利亚州海和当地农场的水果，精心打造以食材取胜的菜单。

这座私人乡村庄园坐拥 22 间清静私密的客房和套房、一栋四室私人住宅，以及一座占
地 8 英亩的自有葡萄园，这里盛产玛格丽特河地区品质上乘、手工酿制的长相思和设
拉子。

海角洛奇酒店 
(Cape Lodge)

 前往 Noongar Boodja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这里有纯净天然的印度洋、全球知名的酿酒厂，
更有世界上景致格外壮观震撼的秀美森林。

达人攻略

• 不妨前往西澳大利亚州的高级湖滨餐厅，品尝
五道菜式美食盛宴，获享美妙的感官体验。

• 还可探索玛格丽特河地区的多样体验，从别具
特色的酒窖探秘之旅、丈量壮阔海岸线的徒步
之旅，再到海洋这座天然水族馆中的浮潜体
验，精彩不断。

• 日暮时分，宾客可踏上迷人的迪吉里杜管和
洞穴私人游，深入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Wardandi 人的梦幻神灵，并品尝丛林美食，
深入探索原住民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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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奎斯特家园绝对是金伯利地区令人神
往的度假胜地。在此下榻即可获享令人惊
叹的度假生活。” 
Elisabeth Knowles 在给  
Australian Traveller Magazine  
的撰文中写道

 最近的国际机场：库努纳拉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30 分钟包机航程或 2 小时车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达尔文国际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1 小时航程加上  
 2 小时车程或 1.5 小时包机航程

 套房数量：10 间

 宾客可携 16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埃尔奎斯特家园 (El Questro Homestead)
Gibb River Road, East Kimberley,  
Western Australia
联系方式: +61 (0)8 7210 9600 或  
reservations@gdaygroup.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elquestrohomestead

 elquestro
 elquestro

入住埃尔奎斯特家园酒店即可获享卓越体验，不仅能在遥远之地享受当地的盛情款待，
还可前往西澳大利亚州的金伯利地区，尽情探索美不胜收、广阔无垠的内陆原野景致。
埃尔奎斯特家园占地面积约为 700,000 英亩，作为全球最后几处真正的边域地带，坐
拥陡峭的砂岩山脉、峡谷、瀑布和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

家园酒店犹如远方的归处，静静地矗立在悬崖之边，宾客在此即可将张伯伦河和张伯伦
峡谷的美景尽收眼底。这处静谧之所低调恬淡，别具一格。埃尔奎斯特家园可为宾客奉
上丰富多彩的体验，其中包括导览式自驾之旅、丛林之旅、文化之旅和自然之旅，更可
体验观鸟、峡谷徒步，或在清澈瀑布和岩池中畅游、乘坐观光飞机展开游览之旅及前往
边远地带野餐，而这些精彩体验正是这座酒店的核心特色所在。

待探索过这片神奇的大地后，宾客便可在热气腾腾的泽比第温泉中舒适泡浴、窝在澳洲
古树猴面包树下悠然读书、在可俯瞰张伯伦峡谷景致的泳池中快意畅游，或是和本地的
小袋鼠群一起在树荫下休憩。埃尔奎斯特家园提供各种各样的优质餐饮环境，从僻静悬
崖顶上的双人桌，到家园酒店内可供宾客安坐，畅所欲言分享一天探险故事的宽敞游
廊，可谓将其所处壮观震撼的地理位置运用得淋漓尽致，这里也因此而享誉盛名。

从最近的小镇库努纳拉出发，驱车 90 分钟即可轻松抵达埃尔奎斯特家园，或者也可乘
坐私人飞机前往。酒店拥有 10 间客房和套房，无论何时，均可接待至多 20 位宾客。

埃尔奎斯特家园 
(El Questro Homestead)

 前往 Balanggarra 和  
 Nyaliga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埃尔奎斯特家园坐拥崎岖的山脉、星罗棋布的小
片雨林，更有热气缭绕的温泉和壮美的峡谷和瀑
布，宛若坐落在金伯利地区中心地带的一处人间
胜境。

达人攻略

• 不妨在埃尔奎斯特家园管理员的陪同下乘坐直
升飞机展开失落之城和美里美里瀑布游览之
旅，之后还可在纯净天然的美里美里瀑布池中
清凉畅游，同时亦可享用美味的野餐午餐。

• 宾客还可在泽比第温泉茂密的棕榈树丛中度过
悠闲的午后时光，在忙碌一天后尽情放松，重
焕身心活力。

• 不妨抢先预约订位，在星空下享用私密晚餐，
或在悬崖边上设桌品味佳肴。埃尔奎斯特家园
以其可在各色壮丽的内陆景点中打造美食体验
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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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 One&Only 沃根谷
豪华度假村酒店 (Emirates 
One&Only Wolgan Valley)

“ 如您所知，当您将车停在门口，走进这座山谷度假胜地
的那一刻起，便可静待某些特别之事悄然发生。度假村
周围环绕着如屏障般矗立的高耸悬崖，为您阻隔外面世
界的纷纷扰扰。诚然，最先打动您的是壮丽的风光，随
后才是各种细微末节。这里拥有豪华别墅的惬意舒适、
公共住宿空间的高雅别致，更有从厨房端出的各色精致
佳肴，宾客可在此获享丰富体验，留下难忘回忆。” 
Weekend Australian Magazine  
的编辑 Christine Middap 如是说。

 最近的国内机场：悉尼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车程 2.5 小时

 最近的国际机场：悉尼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车程 2.5 小时

 别墅数量：40 栋

 宾客可携任意年龄段的儿童入住

阿联酋 One&Only 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 
(Emirates One&Only Wolgan Valley)
2600 Wolgan Road,  
Wolgan Valley, New South Wales
联系方式: +61 (0)2 9199 1811 或   
reservations@oneandonlywolganvalley.com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wolganvalley

 EmiratesOneandOnlyWolganValley
 WolganV
 WolganV

阿联酋 One&Only 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是一家超豪华度假村酒店，坐落于位列世界
遗产名录、雄伟壮观的大蓝山区，距离悉尼西北部仅 2.5 小时车程。度假村位于占地 
7,000 英亩的碳中和保护区与野生动物保护区间，可在隐世之地提供无与伦比的奢华享
受，为宾客打造澳洲特色丛林体验。

度假村坐落于两座国家公园之间，周围栖息着众多当地野生动物，坐拥美不胜收的自然
风光，兼有保护区和遗址，同时还配备豪华设施，提供美馔佳饮，自成一派，独具风
格。

度假村拥有 40 栋高级雅致的独栋别墅，其面积仅占保护区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每栋别墅均配备单独的恒温泳池、双面壁炉和私人游廊，可让宾客饱览沃根谷及其嶙
峋砂岩峭壁的壮美景致。度假村中心处的主农庄区设有多家餐厅，而这些餐厅均供应
现代澳式风味美食，践行真正的从农场到餐桌的理念。度假村还有一处遗迹观光区及 
One&Only 水疗中心。该水疗中心可谓疗愈身心的养生胜地，该水疗中心可谓疗愈身心
的养生胜地，其水疗服务选用澳洲 100% 纯天然精品水疗产品 Sodashi。

度假村拥有种类繁多的当地野生动物、引人入胜的迷人景观和丰富多彩的田园传统，宾
客可参加野生动物观猎之旅、自然徒步之旅、遗址游览之旅、山地骑行和骑马等精彩刺
激的系列户外活动，领略其中的无限乐趣。度假村亦欢迎宾客参与环境日常保护活动，
同热情好客的野外导游一起保护这片独具特色、壮观迷人的土地，携手共筑美好未来。

 前往 Wiradjuri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阿联酋 One&Only 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坐落
于保护区内，可为宾客奉上无可挑剔的服务，更
有野生动物和遗址观赏之旅带来与众不同的奢享
体验。无论宾客意欲开展短期逍遥游，或是想安
度悠长假期，均可在此获享理想住宿体验。澳大
利亚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此。

达人攻略

• 冬季，不妨在 Valley Bar & Terrace 的篝火
前停下车，品味芳香扑鼻的美酒：1832 沃根
金酒。这款精酿金酒酿造工艺复杂，地道醇
正，因采用了产地特有的植物，濡染到当地的
人杰地灵之气。

• 探索沃根谷的方式丰富多样，宾客可骑马、自
驾、骑山地自行车，还可徒步探索，于山谷和
周边峭壁的众多小径中自在穿梭。

• 夜晚时分，不妨走出户外，静静观赏沃根谷上
空广袤的璀璨苍穹，喜欢睡前小酌一杯的宾客
还可以自行带上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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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小屋 (Lake House)

“ 重要的是，这里拥有宽敞的空间、清新的空气
和明媚的阳光，正是这些丰富元素才得以唤醒
活力和健康，而这是许多其他国家/地区所梦寐
以求的特色。” 
Billionaire Magazine

 最近的国内和国际机场：墨尔本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75 分钟车程

 套房数量：33 间

 宾客可携任意年龄段的儿童入住

湖边小屋 (Lake House)
4 King Street, Daylesford, Victoria
联系方式: +61 (0)3 5348 3329  
或 reservations@lakehouse.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lakehouse

 LakeHouseDaylesford
 lakehousedaylesford
 LakehouseDF

这里拥有精致的餐饮、浓厚的艺术氛围，更有自然美景和世界一流的卓越服务。欢迎来
到戴尔斯福特的湖边小屋。宾客可在这座小屋中尽情享用美酒佳肴，燃烧如火激情。酒
店拥有一支优秀专业、热情好客的接待团队，由业界传奇人物、厨艺总监 Alla Wolf-
Tasker AM 掌舵，致力为宾客提供精美新颖的菜品和源自知名酒窖的葡萄美酒。

锐意独创，不断出新，以及对起源产地深怀敬意，这就是湖边小屋的独特之处。长久以
来，湖边小屋餐厅都被誉为澳大利亚的热门餐厅之一，还荣获两顶“厨师帽”认证。

随着 Dairy Flat Farm 的加入，湖边小屋团队也在加紧努力，不断提高可持续奢享体验
的标准。湖边小屋厨房的多数原材料均供应自草本植物园和蔬菜园，另外一些食材则源
自传统果园、橄榄园和葡萄园。湖滨小屋的宾客可在住宿期间获享专属农场游览体验。

酒店拥有时尚雅致的单间公寓、套房和别墅，周围环绕着占地 6 英亩、向下可绵延至戴
尔斯福特湖的乡村花园。每间客房均设有出自知名艺术家兼酒店合伙人 Allan Wolf-
Tasker 之手的艺术作品，而且人们也经常能在店内工作室中看到 Allan Wolf-Tasker 
辛勤创作的身影。

戴尔斯福特可谓南半球的矿泉之乡。宾客还可前往 The Spa 水疗中心享受护理，而该
水疗中心的灵感则源自“农场到水疗”理念。宾客还可打场网球、在无边泳池的池边放
松身心、探索蜿蜒穿过矿泉并延伸至袋熊国家森林 (Wombat State Forest) 的湖滨小
径，亦可漫步游览就坐落在戴尔斯福特、近在咫尺的迷人村庄。

当太阳缓缓从湖对岸落下时，宾客不妨前来备受欢迎阿盖尔图书馆酒吧 (Argyle 
Library Bar) 或泻湖甲板 (Lagoon Deck)，与同行宾客相聚一堂，尽情畅聊一天的探
险奇遇。

 前往 Dja Dja Wurrung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尽情享受湖边小屋享誉盛名的热情款待，让身心
得到满足。于各种细节处感受健康生活。

达人攻略

• 不妨踏上尊享 Dairy Flat Farm 游览之旅，
湖边小屋美食菜单中的多种原材料就出自这
座农场。

• 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展开一天的探索之旅，认
识那些以饱满热情践行“农场到餐桌”理念的
农户、生产者和酿酒师。这里有采用有机和生
物方式种植的生产者、种植稀有品种的农户、
制作山羊及绵羊奶酪的生产者，以及酿造苹果
酒、啤酒和葡萄酒的酿酒师、烘焙师等。湖边
小屋的高级面包房亦有推出慢发酵酸种面包和
维也纳甜酥面包，是不容错过的美味。

• 私密树顶矿泉水疗中心 (Private Treetop 
Mineral Spa) 所处的位置十分奇特，坐落在
静谧的树顶小屋中，屋内设有私密的圆形水疗
浴缸，可直接欣赏到屋外的湖滨垂柳，敬请宾
客前来游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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蜥蜴岛 (Lizard Island)
“ 我们承认，我们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

让我们有机会帮助保护、发展和保存蜥蜴岛及
周围大片珊瑚礁的天然价值。” 
Phillipa Coates,  
在给《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撰文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和国际机场：凯恩斯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乘坐观光飞机飞越大堡礁，航程 1 小时

 客房/套房数量：40 间

 宾客可携 10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蜥蜴岛 (Lizard Island)
Great Barrier Reef, Queensland
联系方式：免费电话（澳大利亚）1800 837 204 
固定电话（美国）+1 716 276 0104 
或 luxury-aus@delawarenorth.com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lizardisland

 lizardisland
 lizardisland

蜥蜴岛是澳大利亚最北端的海岛沙滩度假村，其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就坐落于大堡礁，
距离凯恩斯北部 240 公里，只能搭乘观光飞机飞越大堡礁和碧蓝海水，航行 1 小时到
达。

岛上坐拥 24 座洁白的沙滩、占地面积超过 1,000 公顷的国家公园，更有 360° 无死
角、清澈碧蓝的美丽海景。

蜥蜴岛上仅有一座度假村，且度假村仅设 40 间客房和套房，以及一座日间水疗中心。
宾客抵达时，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宁静怡人的氛围，岛上的自然美景随之映入眼帘，尊享
体验感油然而生。

沙滩依旧保持着原始风貌，偶尔才有人踏足。在清澈透明的海水下，可见珊瑚礁环绕着
岛屿，犹如缤纷炫目的水下花园。巨蚌慵懒地躺在海床上，而闲不下来的黑斑石斑鱼则
时刻保持着警惕。蜥蜴岛上栖息着闻名于世的海洋生物。

蜥蜴岛魅力无边，除了有千姿百态的珊瑚礁外，岛上还推出了惊险刺激的潜水等水上活
动，宾客可前往著名的鳕鱼洞畅享潜水体验，或直接从沙滩出发参与浮潜，观赏多彩珊
瑚花园景观和绚丽鲜艳的热带鱼类。附近的缎带礁则以其举办的全球知名的大型精彩捕
鱼比赛而享负盛名。

宾客可乘坐免费电动小艇，前往私人沙滩品尝特别呈献的各色美食和饮品，还可参加
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目的地为澳大利亚海洋研究站 (Australian Museum's Marine 
Research Station) 的参观旅程、前往岛上至高点库克瞭望台的徒步之旅、一日水疗护
理和日落开胃酒巡游。

餐食奉行简单美味的理念，且精选当地新鲜农产品炮制而成。Saltwater 餐厅的菜单每
天都会推陈出新；宾客还可在幽静的沙滩上享受美味的野餐午餐，或伴着落日余晖在沙
滩上享用双人美馔。

 前往 Dingaal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敬请前来这座与世隔绝的岛屿度过悠然假期，领
略大堡礁的奇妙景观，让心灵和感官得到充分
滋养。

达人攻略

• 宾客可乘坐电动小艇前往蜥蜴岛幽静的私人沙
滩。不妨带上野餐篮，多花几个小时尽情探索
一番。切勿错过海岛南面的蓝泻湖，那里迷人
的碧蓝海水轻轻地拍打着白色沙滩，景致好
不美丽。

• 从屈臣氏湾的沙滩浮潜一小段距离即可到达 
Clam Gardens，它位于锚湾的拐角处，那里
栖息着一大群巨蚌和奇妙的珊瑚礁生物。

• 夜幕降临，不妨前往 Driftwood Bar，参加驻
店专业调酒师精心打造的金酒品酒会，享受美
妙味蕾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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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 131° (Longitude 131°)

“ 在北领地的东经 131°，选择入住 Dune 
Pavilion，可将正前方的乌鲁鲁以及右侧不
远处卡塔丘塔的景致尽收眼底，感受双重
的视觉震撼。我回想不出比这更滋养心灵或
让人难忘的景象，在瞬息万变的光线的照射
下，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红色都随之显现，依
稀可见蓬毛兔袋鼠的身影在滨刺草丛中一闪
而过。真想旧地重游。” 
Susan Kurosawa  
在《澳大利亚人报》中如是说

 最近的国内机场：艾尔斯岩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15 分钟车程

 N最近的国际机场：悉尼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3 小时航程加上 15 分钟车程

 套房数量：16 间

 宾客可携 10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东经 131° (Longitude 131°)
Uluru, Northern Territory
联系方式: +61 (0)2 9918 4355  
或 reserve@baillielodges.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longitude131

 longitude131
 longitude131
 BaillieLodges

东经 131° 坐落于澳大利亚广袤无垠的红土中心 (Red Centre)，可远眺乌鲁鲁卡塔丘
塔国家公园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原野景观，为宾
客带来经典而丰富的多样体验。

东经 131° 设有多座豪华别墅，致力在澳大利亚的这片精神圣地上为宾客呈献经典体
验，带领其饱览壮美的沙漠景致，了解这片大地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及历史，获得真
正意义上的心灵平和。

狩猎风帐篷阁秉承首批开拓者的精神和融合的设计理念，为现代旅客重新打造，从外观
上看宛若漂浮在锈红色沙丘上，同时亦能彰显可持续发展理念。宾客可从床头向外远
眺，观赏乌鲁鲁随光线照射变幻色彩的震撼奇景，或是窝在阳台上温暖舒适的睡袋里，
欣赏清凉夜色下的美景。帐篷阁中配有现代化陈设、出自原住民艺术家之手的艺术品，
更有空间宽敞、供应各色美食餐点的套房内餐吧，其精致程度颠覆您对帐篷野营的简陋
印象。入住东经 131°，有一项不容错过的体验，那就是在酒店导游的亲自带领下，前
往探索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展开精彩冒险之旅。通过这些体验，宾客不仅能了解
标志性沙漠景观背后的故事，还有机会探索自然遗产，聆听有关这片土地的传统守护者 
Anangu 人的古老创世传说。

沙丘别墅 (Dune House) 位于东经 131° 的中心地带，设有悬挑屋顶，可饱览全景
景致，而豪华沙漠营地则以此为据点，呈扇形向外散布开来。此处便是畅享悠闲时光、
品味鸡尾酒，以及饱览乌鲁鲁变幻多彩美景的理想之地。宾客可品尝到精选当地食材炮
制而成的珍馐美馔，更有澳大利亚优质生产商供应的美酒佳肴，享用美食的同时，亦能
远眺澳大利亚精神圣地的美景。宾客可前往 Spa Kinara 水疗中心享受原住民式护理疗
程，尽情放松身心，或是光临 Dune Top，在落日余晖中啜饮美酒，同时欣赏乌鲁鲁和
卡塔丘塔的壮美景致，为一天的内陆探索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前往 Anangu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深入了解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化，尽情探索澳
大利亚红土中心位列世界遗产名录标志性自然景
观的变幻奇景。

达人攻略

• 日出时分，不妨在导游的带领下绕着巨石徒步
游览，深入探索原住民聚居地，领略标志性乌
鲁鲁、卡塔丘塔和沙漠的壮美景致。

• 待夕阳沉入地平线以下后，宾客不妨投入 
Dune Top 的恒温休闲泳池中畅游一番，也可
在维纳斯带的美丽光晕在暮色中升起时，走进
沙漠沐浴这空灵之光。

• 晚餐结束后，返回自己的豪华帐篷，窝在温暖
的定制睡袋里，顶着璀璨的南部星空啜饮几口
睡前小酒。

• 澳洲刺蜥的身影也值得留意一下，它们会嗖
地蹿上酒店周围的红色沙丘。为了生存，这
种蜥蜴会从头到脚地伪装自己，并通过皮肤
来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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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根山别墅  
(Mt Mulligan Lodge)

“ 当破晓后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马利根山上时，整
座山便会发出红色光芒，宛如熊熊燃烧的火
焰，为昆士兰州的内陆大地也染上一层玫红色
彩。但鲜有人知的是，这座雄伟的高山绵延 18 
公里，其面积为乌鲁鲁的五倍。在马利根山的
山脚下，平静的水堰映照出周围环境的倒影：
枝条垂吊而下的千层树和火红的岩壁，走运的
话您还能看见在浅滩中戏水的小袋鼠 Kevin。
从露台上观赏到的景致是如此迷人，以至于我
忍不住想拿出画架和水彩颜料，将此刻的美景
绘于画布之上。” 
Kendall Hill 在  
Qantas Travel Insider 上如是说

 最近的国内和国际机场：凯恩斯机场 
 35 分钟直升机航程或  
 2.5 小时自驾探险车程

 客房/套房数量：10 间

 所有年龄的儿童均可入住

马利根山别墅 (Mt Mulligan Lodge)
Mount Mulligan, Queensland
联系方式: +61(0)7 4777 7377
或 reservations@northernescape.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mtmulliganlodge

 MountMulliganLodge
 mountmulliganlodge

马利根山别墅背靠绵延 18 公里、由砂岩组成的雄伟马利根山，在昆士兰州粗犷的内陆
环境为宾客奉上奢享悠闲体验。

马利根山别墅位于凯恩斯西北 160 公里处，坐落在占地 28,000 公顷的役牛牧场里，
而这座牧场承载着历史上著名淘金热和采煤热的印记和故事。马利根山别墅诚邀各位宾
客前来，观赏蕴含深远原住民意义的迷人景观，并从中领略内陆风情。

酒店一次仅接待 20 位宾客，所设空间宽敞的客卧别墅与周围景致相得益彰，宾客下榻
于此，即可获得迷人的田园奢享生活体验。每座别墅都是一方宁静天地，它们远眺桉树
林立环绕的淡水堰，亦坐拥马利根山千变万化的壮美景色。

酒店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内陆位置，并从精彩迷人的历史中汲取灵感，精心设计了一
系列美妙体验。这些体验包括导览式金矿区探索之旅（其中包括展示澳大利亚最为古
老、至今仍在运作的碎金机）、历史悠久的马利根山煤矿及废弃小镇探索之旅、全地
形车 (ATV) 探险之旅、主厨定制野餐篮体验、尖吻鲈垂钓体验、直升飞机观光飞行之
旅、导览式自然徒步之旅，更可前往役牛牧场，体验其运作模式。

在尽情探险一天后，宾客还可在游廊上的户外浴缸中尽享沐浴之乐，在 Sunset Bar 欣
赏色彩变幻的内陆天空景观，在主别墅区或泳池露台上悠闲读书，亦可品尝每日推陈出
新的菜单，为内陆生活体验增添别样风味，或是坐在劈啪作响的篝火旁，仰望群星璀璨
的夜空。

 前往 Djungan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酒店坐落在昆士兰州内陆地区一处占地 28,000 
公顷的幽静牧牛场中，坐拥马利根山的壮美景
致。

达人攻略

• 不妨释放内心的野性，驾驶全地形车在内陆车
道上畅意驰骋。

• 雨季一过，宾客便可踏上峡谷徒步之旅。这场
徒步之旅可不适合胆小之人，因为宾客要在四
周都是高耸悬崖的巨石上爬上爬下，穿越茂密
的植被，之后才可到达风景如画的峡谷，堪称
练胆之旅。终点处清爽怡人的水潭让人不禁想
畅游一番，以此来犒赏自己一路的辛劳。

• 当您在立式桨板上欣赏河堰的优美风景时，
请留心观察，因为您可能有幸看到鸭嘴兽的
身影。

• 晚餐享用完毕后，宾客即可漫步向山上走去（
朝着 Sunset Bar 的方向），沿途仰望星光璀
璨的南部夜空，顺势再喝杯睡前小酒。

• 澳洲鹭鸨值得您留意关注，这可是澳大利亚特
有的走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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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利特海滩别墅  
(Pretty Beach House)

“ 此处便是梦幻之地。天然、滋养、奢华 
— 一切尽在皮利特海滩别墅……” 
The Vista 博客的创始人  
Julia Ashwood 如是说

 最近的国内机场： 
 悉尼机场或纽卡斯尔国际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从悉尼或纽卡斯尔出 
 发，90 分钟车程或乘坐水上飞机  
 20 分钟航程（仅限从悉尼出发）

 最近的国际机场：悉尼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90 分钟车程或乘坐水上飞机 20 分钟航程

皮利特海滩别墅 (Pretty Beach House)
83 Highview Road, Pretty Beach,  
New South Wales
联系方式: +61 (0)2 4360 1933  
或 stay@prettybeachhouse.com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prettybeachhouse

 prettybeachhouse
 prettybeachhouse

皮利特海滩别墅堪称奢华休闲体验的象征。从悉尼市中心出发，驾车 90 分钟或乘坐短
途水上飞机即可到达酒店。酒店仅设四栋陈设精美的别墅，营造出悠闲私密、雅致亲切
的氛围，同时亦提供个性化服务，为宾客奉上澳洲特色海滨奢享体验。

酒店高居于皮利特海滩的悬崖之上，周围环绕着古老的杯果木树林，坐拥碧波荡漾的布
罗肯湾水域美景。皮利特海滩别墅提供难得机会，帮助宾客彻底恢复活力或是尽情展开
探索，可以说这里就是他们体验浪漫生活、重焕身心健康、享受探索乐趣的私人乐园和
探险基地。

海滨砂岩峭壁边设有徒步小径，宾客可由此轻松前往金色沙滩和海湾。其他探险活动则
包括在原住民带领下的国家公园文化之旅、珍珠养殖场参观之旅、划艇和帆船体验、水
上运动、山地骑行和网球运动。宾客还可在原住民欢迎仪式（额外收取费用）中享受热
情款待，欣赏欢歌曼舞，聆听长老讲述梦幻时代传说，收获真正难忘的回忆。这场欢迎
仪式会在原住民岩画遗址附近举行，这些岩画作品均由当地 Darkinjung 部落创作，创
作时间可追溯至约 2,000 年前。

酒店拥有四栋陈设完善的别墅，一次可接待至多八位宾客。餐饮体验是皮利特海滩别墅
的一大亮点。酒店会根据每位宾客的需求推出每日应季菜单，随后将菜单交由厨艺精湛
的厨师精心炮制，而厨师则会巧妙融合丛林食材和当地食材，并在菜单中加入新鲜的当
地海鲜和农产品。酒店可提供各式餐饮服务（专属窖藏酒单亦值得探索，须支付额外费
用），更有别墅迷你吧、不限量无线网络和电影、山地自行车等礼遇。

 前往 Darkinjung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酒店享有身处悉尼郊外、就在国家公园之内的优
越地理位置，专为宾客奉上澳洲豪华酒店所特有
的沉浸式丛林、海湾和海滩体验。

达人攻略

• 宾客可悠闲漫步 20 分钟，穿过当地原始植物
群落，抵达坐落于 Box Head 的原住民梦幻
圣地顶端。沿途欣赏醉人美景的同时，亦可 
180 度饱览周围五条航道的壮美景致，其中
包括从布罗肯湾到棕榈海滩及巴伦乔伊灯塔的
无限风光。

• 不妨踏上沉浸式布罗肯湾珍珠养殖场之旅，
在当地航道上起帆开航，挑选钟意的珍珠带
回家中。

• 通过厨师用餐区用餐体验，宾客可坐在厨房台
面旁边同主厨私下交流，不仅能感受私密氛
围，还能增长见识。如此精彩体验不容错过。

 套房数量：4 座别墅

 宾客可携 13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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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利亚酒店 (Qualia)
“ 夸利亚酒店现已跻身全球优质酒店之列。它位于

汉密尔顿岛的北端，汉密尔顿岛本身位于圣灵群
岛的中心，将大堡礁大约分为两部分。此处可谓
享受美妙海岛假期的理想目的地。” 
James Litston 在 The Telegraph 
– Luxury 的撰文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机场：汉密尔顿岛大堡礁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5 分钟车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凯恩斯港机场和布里斯班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1 小时 40 分钟航程加上 5 分钟车程

 套房数量：60 座私人别墅，部分别墅配备私人泳池

 宾客可携 16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夸利亚酒店 (Qualia)
Hamilton Island, Queensland
联系方式: +61 (0)2 9433 0444 
或 reservations@qualia.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qualia

 qualia
 qualiaresort
 qualia

夸利亚酒店坐落于汉密尔顿岛幽静的最北端，周围环绕着美不胜收的大堡礁美景，以独
特的风格诠释着世界一流的奢华体验和卓越的现代设计。这里的每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
计，确保宾客在此可放松身心，同时亦能获得丰富的感官体验。

夸利亚酒店的北面阳光充沛，是宾客每日驻足欣赏美景的理想之地。酒店拥有 60 座独
栋精美别墅，其中许多别墅还配备私人休闲泳池，宾客置身其中，即可饱览圣灵水道的
壮丽景致。

夸利亚酒店内设两家别具特色的餐厅和一家魅力十足的夸利亚水疗中心 (Spa qualia)。
该水疗中心提供纯正的澳式水疗套餐，涵盖一系列旨在平衡身心、协调身心的全面焕活
护理。

入住夸利亚酒店，宾客即可轻松前往圣灵地区令人心驰神往的景点，包括怀特港、其他
众多广袤空旷的海岛沙滩及大堡礁，同时还可优先在汉密尔顿岛的专属锦标赛高尔夫球
场上享受挥杆乐趣。这座风景优美的球场是澳大利亚唯一一座位于其自有岛屿上的 18 
洞高尔夫球场，新手球员和职业高尔夫球手均可在这里大展身手。

若宾客的最终目标是和同伴共度美好时光，夸利亚酒店的工作人员便会为其安排免费海
滩接送服务。宾客可借此难得的机会，在田园般幽静的海滩上享受双人美味野餐。

 前往 Ngaro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夸利亚酒店坐落于大堡礁的中心地带，是一处可
静享奢华体验的私密天地。夸利亚酒店提供直观
友好的服务，为宾客带来备受赞誉的卓越奢华体
验，成为彰显澳式风格的一方绿洲。

达人攻略

• 敬请宾客前往大堡礁，体验前所未有的标志
性“心形礁”泻湖游览体验。

• 私人海滩接送服务。宾客可享受私人接送服
务，前往当地众多僻静海滩中的其中一座，品
尝野炊大餐。还可尽情沐浴圣灵群岛的明媚阳
光，畅享游泳及浮潜乐趣。

• 亦可品尝清酒和刺身，深入领略日本文化的魅
力。餐厅以部分上等清酒单独搭配澳洲品质上
乘的刺身级鱼肉，让宾客尽情享用美食，同时
亦能了解日本古老而知名的一大饮食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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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福里菲欣纳酒店  
(Saffire Freycinet)

“ 塔斯马尼亚州孤悬于世界边缘，给人以遥远偏僻
之感。而萨福里菲欣纳酒店坐落在绵延起伏的
群山、沙滩和崎岖半岛的碧蓝海湾之间，到了这
里，这种感觉会越发强烈。酒店提供高端澳式奢
享体验：多间套房内配备镶边窗户，可让宾客饱
览海景。酒店的高档餐厅亦会奉上鲍鱼盛宴和海
岛美酒，以供宾客享用。” 
《星期日泰晤士报》旅行杂志

 最近的国内机场： 
 霍巴特国际机场或朗塞斯顿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从任一机场出发，2.5 小时车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霍巴特国际机场和墨尔本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1 小时航程抵达霍巴特或朗 
 塞斯顿，再加上 2.5 小时车程

 套房数量：20 间

 宾客可携任意年龄段的儿童入住

萨福里菲欣纳酒店 (Saffire)
Freycinet, Tasmania 
联系方式: +61 (0)3 6256 7888  
或 stay@saffire-freycinet.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saffire

 SaffireTasmania
 saffirefreycinet
 SaffireTasmania

萨福里菲欣纳酒店坐落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东部海岸，是一处豪华海滨度假胜
地，以其精致的个性化服务风格及与当地人文的巧妙融合为特色。

萨福里菲欣纳酒店选址巧妙，可远眺哈泽德山脉、菲欣纳半岛和大牡蛎湾的纯净水域，
将人类的设计灵感和自然之美完美糅合，呈现令人惊叹的壮美景致。

酒店设有 20 间豪华套房、专属日间水疗中心、餐厅、宾客休息室和酒吧，亦会提供一
系列优质服务、室内及室外健身设施和当地美味佳肴，与此同时，宾客还可欣赏原始景
观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

酒店推出 20 多种精心设计的体验，让宾客可真正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环境，例如，在原
住民带领下徒步深入探索其聚居区，和当地养蜂人一起探秘蜜蜂大世界，或是前往附近
的海洋养殖场品尝鲜美牡蛎。Schouten Island 经典体验专为宾客设计，可助其深入探
索东部海岸。这里遍布空旷岛屿、原始林区和幽静海滩，时刻等待着人们前来探索。

袋獾体验为宾客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仅能近距离接触自然保护环境中的袋獾，同
时还能参与相关行动，携手救助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

在萨福里菲欣纳酒店的 Palate 餐厅里，经验丰富的厨师团队会炮制新颖独特的美食，
将当地新鲜食材的本真风味提升至全新层次。酒店提供各式餐饮服务，包括早餐、美食
品鉴或单点晚餐。

萨福里菲欣纳酒店的水疗中心和健身房对所有宾客开放，让他们在那里暂避喧嚣，得以
疗愈身心、抚平烦忧、重焕活力。

 前往牡蛎湾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酒店坐落于菲欣纳国家公园 (Freycinet 
National Park) 附近，四周完全为当地原始海滨
丛林所包围，轻易便可让人忘却外面的世界。

达人攻略

• 步行至酒杯湾，穿过与哈泽德山脉之间的地
峡，饱览半岛沿途的风光。

• 宾客可在图维尔角灯塔观赏壮丽的日出美景，
夏日时节来临时还可欣赏醉人景致，找寻鲸鱼
出没的身影。

• 不妨踏上 Schouten Island 经典体验之旅，
与海洋野生动物来个近距离互动。还可游览澳
洲毛皮海狮的栖息地，观赏白腹海雕，并与成
群海豚共同巡游。

• 清晨不妨徒步攀登阿莫斯山，俯瞰菲欣纳国家
公园的壮美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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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萨利斯 (Sal Salis)

“ 宁格鲁珊瑚礁全长 260 公里，因而成为澳大利亚规
模最大的海岸珊瑚礁，那里还栖息着 250 种珊瑚和
超过 520 种鱼类。宁格鲁珊瑚礁还以鲸鲨、蝠鲼、
座头鲸、儒艮和海龟著称。奇妙的是，在清澈透明的
海水中，浮潜者轻轻松松便可接触到海洋生物，而且
在萨尔萨利斯的主酒店区内，我甚至偶尔还能看到远
处有座头鲸的身影。” 
Angie Raphael 在 Perth Now 的报道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机场：埃克斯茅斯机场 
 （利尔蒙斯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1.5 小时车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珀斯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2 小时航程抵达埃 
 克斯茅斯再加上 1.5 小时车程

 套房数量：15 座野外帐篷和 1 座蜜月帐篷

 宾客可携 10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萨尔萨利斯 (Sal Salis)
Ningaloo Reef, Western Australia
Contact: +61 (0)8 9949 1776 
或 info@salsalis.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salsalis

 Sal Salis Ningaloo Reef
 salsalisningaloo

澳大利亚的内陆和礁石在此交汇……萨尔萨利斯宁格鲁珊瑚礁酒店 (Sal Salis 
Ningaloo Reef) 是一处生态型豪华帐篷营地，坐落于开普岭国家公园 (Cape Range 
National Park) 内，并俯瞰宁格鲁珊瑚礁，二者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萨尔萨利斯设有 15 座宽敞的野外帐篷和一座蜜月帐篷，均轻巧地安设在沙丘之间，宾
客下榻于此即可俯瞰珊瑚礁景致。酒店所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前往探索西澳大利亚
州珊瑚海岸、重归自然的真正理想住处。

珊瑚礁距离海岸仅几米远，与其缤纷多彩的珊瑚和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共同散发着迷人
魅力。宁格鲁海岸也被公认为是一处最适合与鲸鲨同游的地方，这些庞然生物体型虽
大，但却性格温和，每年都会沿着海岸迁徙。和座头鲸共游也是一大精彩体验。海滨沙
丘和开普岭国家公园内的峡谷可带来陆生野生动物体验，宾客在营地内及周围地区即可
见到红大袋鼠、岩大袋鼠、针鼹、鸸鹋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身影。

萨尔萨利斯悉心保护着这片原始而美丽的原野上脆弱的生态系统。每座野外帐篷均设有
配备环保型马桶和热水淋浴的套间浴室，更有异常舒适的睡床，在这里可饱览印度洋的
壮美景致。

营地社交中心亦设有休息室、酒吧和图书馆区。厨师制作的餐食可供宾客共同享用。

酒店的奢华之处就在于，宾客可获享野外体验、重归自然、亲近生态环境的难得机会。
这里有一支充满热情、知识渊博的导游队伍，他们随时都可陪同宾客体验浮潜、展开皮
艇探险之旅，还可带领他们徒步游览崇山峻岭中的壮美峡谷。

夜晚时分，宾客可躺在海滩上举头遥望银河，欣赏在南部夜空中闪烁的漫天璀璨繁星。

 前往 Yinikutira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不妨走出帐篷，前往宁格鲁海岸这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尽情探索壮丽美景。

达人攻略

• 注意看，当您在鹿角珊瑚和珊瑚礁头间浮潜
时，有时还会发现住着小丑鱼的软珊瑚、巧妙
伪装自己的章鱼，更有绚丽多彩的海蛞蝓。

• 留心点，小海龟会迅速将头浮出水面，深吸一
口气后便再次游走，您不妨竖起耳朵仔细听。

• 虽说宁格鲁珊瑚礁可能是吸引宾客的主要亮
点，但萨尔萨利斯亦能让宾客尽情领略美不胜
收的陆地景观，其中就包括独具特色的曼都曼
都峡谷及其原住民，以及珍稀的黑足岩袋鼠、
红大袋鼠、岩大袋鼠、细尾鹩莺、红隼和斑
胸草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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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奇橡树酒店  
(Silky Oaks Lodge)

 最近的国内和国际机场：凯恩斯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1 小时车程

 树屋数量：40 间

 宾客可携 10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希尔奇橡树酒店 (Silky Oaks Lodge)
The Daintree, Queensland
联系方式: +61 (0)2 9918 4355 
或 reserve@baillielodges.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silkyoakslodge

 silkyoakslodge
 silkyoakslodge

希尔奇橡树酒店坐落于枝繁叶茂的雨林树冠层中，俯瞰流水潺潺的莫斯曼河，亦毗邻位
列世界遗产名录的丹翠国家公园 (Daintree National Park)。

酒店所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从酒店出发即可前往当地壮丽迷人的自然景点，其中就包
括丹翠雨林、莫斯曼峡谷、大堡礁和苦难角。从酒店出发，亦可轻松前往附近道格拉斯
港的时尚餐厅和购物区。

酒店拥有 40 间清静私密的树屋套房，每间套房均配备宽大阳台，更有可随午后微风轻
轻摇曳的吊床。宾客可下榻于此放松身心，俯瞰清澈见底的莫斯曼河，在茂密雨林的环
绕中安享奢华度假体验。

宾客不妨前往露天树屋餐厅用餐，欣赏雨林的此情此景此声，在不同寻常的环境中享用
独具现代澳式风格的精致餐点。

希尔奇橡树酒店推出经典体验，包括瑜伽、自助徒步旅行，以及莫斯曼河畅泳或皮艇之
旅。更有一系列个性化体验，包括当地原住民 Kuku Yalanji 人带领下的探险之旅、直
升机飞行之旅及大堡礁浮潜和潜水体验。

备受欢迎的 Healing Waters 水疗中心为宾客奉上系列护理项目。此系列护理均选用澳
大利亚原产的 Sodashi 天然护肤系列产品，其灵感就源自古老的原住民信仰，即水是
一种焕新和赋生的力量，而莫斯曼河中静静流淌的疗愈之水便是有力证明。

 前往 Kuku Yalanji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丹翠雨林位列世界遗产名录，其林龄超过亚马逊
雨林，林中氛围清凉宁静，一片盎然生机，值得
体验一番。

达人攻略

• 不妨沿着无花果树旁的急流小径徒步游览，身
临其境地领略雨林中的美景和大自然的音符。
纵身跃入淡水水塘中，感受只有大自然才能给
予的清爽体验。

• 宾客从附近的道格拉斯港小镇出发，即可获享
一系列大堡礁探索体验，包括乘豪华双体船展
开巡游之旅，以及在五彩缤纷的鱼类和珊瑚中
浮潜和潜水。

• 夜凉如水，宾客不妨在露天的丛林悬挑平台上
啜饮美酒，不论是荔枝马提尼调百利甜 9 金
酒，还是选用当地 Mt Uncle Iridium 朗姆酒
调制而成的姜汁莫吉托，都是不错的选择。

" 您不可能对这里的环境无动于衷。酒店毗邻丹
翠国家公园，那里栖息着 74 种哺乳动物、种类
数量为哺乳动物两倍的爬行和两栖动物，以及 
330 种鸟类……这是一处友好宜人的目的地，
让人们可享有恰到好处的奢华体验，同时亦能获
得丰富的物质享受……” 
Susan Kurosawa 在澳大利亚 
《愿望杂志》的撰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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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洋酒店  
(Southern Ocean Lodge)

“ 人们都在为南大洋酒店遭受的损失而痛惜，但
酒店老板 James 和 Hayley Baillie 却在致力
于重建酒店，使其重获新生。‘南大洋酒店建
成之后，宾客便会前来入住，而且之后他们还
会再度光临。’James 说道。的确如此，我们
（和宾客）肯定会再度光临。” 
Susan Kurosawa  
在《澳大利亚人报》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机场：金斯科特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50 分钟车程

 最近的国际机场：阿德莱德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 
 30 分钟航程加上 50 分钟车程

 套房数量：22 间

 宾客可携 10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南大洋酒店 (Southern Ocean Lodge)
Hanson Bay, Kangaroo Island, 
South Australia
联系方式: +61 (0)2 9918 4355  
或 reserve@baillielodges.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southernoceanlodge

 southernoceanlodge
 southernoceanlodge
 BaillieLodges

南大洋酒店坐落于袋鼠岛荒凉的南部海岸，是 Baillie Lodges 系列中的旗舰酒店，但
在 2020 年的丛林大火中不幸遭到烧毁。这家备受赞誉的豪华酒店目前正在重建，计划
于 2023 年重新开业。

新酒店将轻巧地坐落于陆地之上，其占地面积与原酒店的面积相同。酒店融入多处特殊
细节，其中包括精选当地食材炮制而成的精致美食、窖藏尊享葡萄酒、当地艺术品和委
托工匠打造的家具陈设，更有袋鼠岛海岸沿线的迷人风光，致力将南大洋酒店打造成众
多人心中的宝藏度假胜地。新酒店还会加入一些富有灵感的创新之处。Baillie Lodges 
的创始人 James 和 Hayley 认为，能重建这家酒店可以说是他们的荣幸，而且他们也
在探寻方法，以期进一步完善南大洋酒店的设施和体验。

南大洋酒店 2.0 也会像原酒店一样得到精心设计，与袋鼠岛壮美的原野景致融为一体，
呈现出好似漂浮于悬崖顶之上的效果。主厅 (Great Room) 将设在中心位置，可通往宾
客休息室、酒吧和餐厅，亦同样坐拥南大洋令人惊叹的美景，而且宾客只要从酒店的豪
华双开门进来便可看到。无论是这里合作无间的团队，还是白色沙滩以及南大洋上电闪
雷鸣、怒海狂涛的全景景致，都会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宾客的到来。

值得一游的理由

在袋鼠岛上，时间会悄然变慢，而更广阔的世界
似乎也渐渐在消失。这里的狂野之美和坚韧毅力
吸引着游客一次次故地重游。

跟随我们的旅程

• 在袋鼠岛上，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植被，所有
景观都在经历着全面新生。对于澳大利亚丛林
中古老的 Yakka 树来说，火就是产生新生命
的必要条件。

• 在我们英勇无畏的酒店经理的带领下，多位
伙伴和业界同仁共同组成清理小队，他们开
展一系列辛勤工作，帮助清理了南大洋酒店
的旧址。

• 酒店先前有座苗圃，苗圃里约有 2,500 株从
当地原生物种繁殖而来的幼苗和插枝，而它们
均已经人工之手移栽，沿着崎岖的悬崖顶生根
发芽，形成一整片生机勃勃、不易燃的沿海石
楠灌木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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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瑟顶峰别墅  
(Spicers Peak Lodge)

“ 从布里斯班出发驾车仅两小时即可到达酒店，或者也可
选择多数人的首选交通方式，那就是乘坐直升机飞行，
航程约 30 分钟。酒店所在地海拔高达 1,100 米，四
下寂静无声，周围是广袤的世界遗产区，不由得透露出
一种遗世独立之感，让人更觉遥远偏僻。” 
Fiona Harari 在 The Weekend Australian 
Magazine 的撰文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和国际机场：布里斯班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从布里斯班出发， 
 90 分钟车程；从黄金海岸出发，2 小时车程

 套房数量：10 间套房，2 栋私人别墅

 宾客可携任意年龄段的儿童入住 
 （参见政策）

斯帕瑟顶峰别墅 (Spicers Peak Lodge)
Wilkinsons Road, Maryvale,  
Scenic Rim, Queensland
联系方式: +61 (0)7 4666 1083  
或 peaklodge@spicersretreats.com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spicerspeak

 SpicersPeakLodge
 spicerspeaklodge
 peaklodge

斯帕瑟顶峰别墅是澳大利亚海拔数一数二的非高山山中酒店，其所在地海拔高达 1,100 
米，放眼望去，周围尽是壮美景致，包括位于昆士兰州东南部、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大
分水岭国家公园 (Main Range National Park)、大分水岭和美景环区。

酒店提供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均旨在为宾客提供宝贵机会，让其亲身体验澳大利亚原
野蔚为壮观的美景，包括自然徒步之旅、自驾探索之旅、直升机观光之旅、观星之旅、
山地自行车探险之旅和日落野餐。

酒店中的建筑独具特色，均采用石材、玻璃和华美木材建造而成，为宾客带来视觉震
撼。酒店内外的设施包括无边泳池、温泉水疗中心、网球场、导览式徒步小径和山地自
行车道、蔬果园、户外篝火、僻静野餐区、配备图书馆和壁炉的宾客休息室、带有望远
镜的观景台、设有恒温休闲泳池的酒店内日间水疗中心、酒吧和餐厅。

酒店内屡获殊荣的 Peak Restaurant 供应风格鲜明的现代澳式餐饮。餐厅亦对为宾客
奉上“澳洲上乘美食体验”而深感自豪，因为这些美味佳肴均精选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
优质农产品炮制而成，并且还会搭配应季当地农产品。食物本身的价值结合无懈可击
的烹饪技艺，形成独特的餐饮风格，由此为宾客和美食评论家带来惊喜和愉悦的用餐体
验。

斯帕瑟顶峰酒店坐落在昆士兰州高地东南部美丽而崎岖的原野地区，设有十间豪华套房
和两栋私人别墅，并以独特方式将闲适惬意的住宿体验和精致餐饮完美融合。

 前往 Gidhabal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这座在澳大利亚海拔数一数二的非高山酒店占
地 8,000 英亩，背靠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
公园，可谓享受全包型奢华度假体验的理想下榻
之处。

达人攻略

• 这座占地 8,000 英亩的酒店周围遍布众多景
色优美的野餐场所，宾客不妨自行准备野餐
篮，前往其中一处享受野餐乐趣。酒店会为宾
客设桌服务，让宾客在自行车骑行或散步结束
后前来此处休憩，享受冰镇香槟的同时亦能欣
赏迷人景致。

• 还可乘坐观光直升机遨游长空，飞越雄伟的
大分水岭，并在您的私人山地目的地 Mount 
Mistake 的山顶空地降落，随后便可俯瞰洛吉
尔谷的纯粹美景，而且放眼望去，空无一人，
尽是广袤辽阔的景色。

• 来一场篝火旁的星座夜话：夜晚时分，不妨围
在篝火旁聆听导游讲解星座知识，同时欣赏夜
空中星系盘旋的壮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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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酒店  
(The Louise)

“ 路易丝酒店及其受推崇的内部餐厅 
Appellation 均坐落于全球享负盛名的葡萄园
产区内，堪称享受美酒佳肴的胜地，可让您获
得感官满足，让快乐加倍。酒店设有 24 小时
开放的雪松桑拿房、可俯瞰葡萄园和橄榄园的
无边泳池，更有妙不可言的美食体验，吸引着
宾客走出套房，尽情享受。” 
Hannah Lott-Schwartz 在《Travel + 
Leisure》漫旅旅游杂志中写道

 最近的国内和国际机场：阿德莱德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75 分钟车程

 套房数量：15 间

 宾客可携 10 岁及以上儿童入住

巴罗萨谷路易丝酒店 (The Louise Barossa Valley)
375 Seppeltsfield Road, Marananga,  
South Australia
联系方式: +61 (0)2 9918 4355 
或  reserve@baillielodges.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thelouise

 thelouisebarossavalley 
 appellationbarossavalley
 thelouisebarossa 
 appellationrestaurant

路易丝酒店享有优越地理位置，坐落于平缓起伏的葡萄园和一座座错落有致的小农场之
间，充分利用了南澳大利亚州闻名于世的巴罗萨谷得天独厚的条件。酒店的 15 间套房
均设有挑高休闲空间（配备明火炉灶和储满美食的吧台）、阴凉的庭院和铺满大理石的
套间浴室，而且每间套房均有独立私人露台，可让宾客饱览周围葡萄园的美景。

宾客可在酒店中心区悠闲用餐，同时还能观赏弧形曲面墙壁与室外景观线条和谐成趣的
景致。休闲空间内饰有委托当地艺术家创作的作品，真实地展现当地风情及其人文风
貌。

入住路易丝酒店有项不容错过的体验，那就是前往 Appellation 餐厅享用美食。这家餐
厅的餐饮团队会根据季节变幻，从自有果菜园采摘食材，并从所在社区的种植者和农户
那里采购多种农产品来炮制应季佳肴。酒店设有步入式酒窖，其酒单中的葡萄酒亦屡获
殊荣，在巴罗萨产区、南澳大利亚州乃至全球其他地区都堪称上等佳酿。

巴罗萨产区是名副其实的葡萄酒之乡，设有几十多场定制品酒会、调酒会及其他体验供
宾客选择，其中多项体验还会有路易丝酒店团队提供的专属私人酿酒师介绍。巴罗萨谷
的精彩体验不只有美酒佳肴，宾客还可在巴罗萨农贸市场与当地种植者亲密交谈、参观
附近的艺术画廊、乘坐热气球浮在空中俯瞰美景、享用日出野餐早餐的同时观赏袋鼠、
徒步或骑自行车穿越丛林小径、参加烹饪课程、香水调制或金酒调酒课程。

对于全球独具慧眼的旅客来说，路易丝酒店历来就是美食旅游胜地，而与此同时，此处
也是探索巴罗萨谷的奢华下榻之处。

 前往 Kaurna 原住民聚居地

值得一游的理由

这处豪华美食胜地坐落于葡萄酒之乡的心脏地
带，是远离尘嚣、重归自然、真正享受慢生活的
理想之地。

达人攻略

• 每个周六早晨，巴罗萨农贸市场都热闹非凡，
成为该地区美食文化的集结地。不妨手握咖
啡，在当地生产者和农户之间悠然穿梭，买些
可口小吃以备明天享用。

• 一月底至四月底是葡萄采收的季节，宾客可趁
此良时前来游览。看着葡萄经历着采摘、去叶
及碾碎等一道道工序，您可能也会情不自禁地
沉醉于这个过程中。

• 宾客还可骑电动自行车尽情探索，沿着绵延无
尽的葡萄园兜风，亦可游览当地酿酒厂、咖啡
馆和村庄。

• 不妨乘坐热气球漂浮在巴罗萨谷的谷底上空，
俯瞰葡萄园和果园（以巴罗萨山脉为界，向上
可延伸至伊登谷）交织而成的如画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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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北号  
(True North)

 最近的国内机场：如从金伯利出发， 
 则为布鲁姆国际机场或库努纳拉机场（视旅行方向而定）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从布鲁姆出发，10 分钟车程。 
 从库努纳拉出发，1 小时车程。（提供接送服务）

 最近的国际机场：珀斯机场和达尔文国际机场 
 到达酒店所需时间：2 小时航程加上陆路接送时间

 客舱数量：18 间

 宾客可携任意年龄段的儿童入住（参见政策）

真北号 (True North)
联系方式: +61 (0)8 9192 1829  
或 experiences@truenorth.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truenorth

 truenorthaustralia
 truenorthaustralia
 MVTrueNorth

真北号探险之旅历来是澳大利亚备受推崇的旅游体验之一。所有行程均会根据相关活动
来制定，专为那些独具慧眼、真正想探索澳大利亚偏远海滨胜地的旅客设计。

本次体验特意未安排长时间的海上航行，而是提供了丰富的日常活动，包括徒步、垂
钓、浮潜、潜水、野餐、自然历史之旅、文化活动等。真北号为澳大利亚注册船舶，在
澳大利亚航行期间无需离开澳大利亚水域，这就意味着在真北号上每天都是活动日。

真北号的目的地包括金伯利地区、崎岖山脉全景、壮美峡谷和磅礴瀑布，以及纯净原始
的罗利沙洲；保留原始野生风貌的西澳大利亚州西南海岸，那里坐拥布雷默峡谷和玛格
丽特河葡萄酒产区；迷人的阿布洛霍斯群岛；闻名于世的宁格鲁珊瑚礁；蒙特贝洛群
岛；美丽的悉尼及周边地区，更有围绕南澳大利亚州艾尔半岛开展的海鲜观猎之旅。

真北号致力于探索其他船舶无法到达之地。多搜探险船只一同深入探索，让宾客近距离
体验原野魅力。大多数巡游旅程均会配备船上直升机，以将宾客探险体验提升至全新维
度。

宾客人数上限为 36 人，且每次体验均会有 22 名澳大利亚船员陪同。客舱宽敞舒适，
均采用现代装潢，且还配备套间浴室。

从真北号下船的宾客都会止不住感叹“这真是我体验过的最棒的假期！”。不妨亲自前
来，一探究竟。

 前往 Yawuru 原住民聚居地（布鲁姆镇）

值得一游的理由

真北号专为探寻僻远之地设计，旨在带领宾客发
掘鲜为人知的海滨胜地，纵享极致舒适体验。

达人攻略

• 乘坐真北号游览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旅客可
选择自己的专属探险体验。每场旅行都截然
不同。

• 罗利沙洲是澳大利亚鲜为人知的景点之一，由
三座陆架环礁构成，坐拥 300 多平方公里的
原始珊瑚栖息地。

• 宾客可开展导览式徒步之旅或乘专属直升机游
览，获享罕见 Wandjina 和 Gwion Gwion 原
住民岩画的专属观赏体验。

• 还可乘坐直升机，抵达位于遥远西澳大利亚
州远北区的 Eagle Falls，在此风景如画的理
想之地享受野餐乐趣。宾客只能乘坐直升机
到达。

• 不妨展开精彩的乘船探险之旅，领略水平瀑布
令人震撼的磅礴气势。 “ 15 分钟后，当我再次踏上邮轮顶部的直升

机停机坪，我还是止不住地连连感叹。‘我
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可不是一次巡游，而
是一次真正的探险。’Howson（真北号船
主）看着我惊叹的表情说道。” 
Natasha Dragun  
在《澳大利亚人报》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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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选择，探秘澳洲……

澳洲野生动物之旅 (Australian Wildlife Journeys) 
由澳大利亚独立拥有和经营的野生动物旅游运营商提
供，可带领宾客领略澳大利亚壮美的自然环境，让其
获享非凡体验。体验还包含众多标志性沉浸式野生
动物观赏活动，包括观鸟、赏鲸、有袋动物探秘和
浮潜。

澳大利亚一流高尔夫球场联盟 (Great Golf 
Courses of Australia) 为宾客提供澳大利亚多家
主要高尔夫球场的使用权，包括澳大利亚位列“世
界百佳高尔夫球场”名单的球场：班布哥沙丘高尔
夫球场和班布哥失落世界高尔夫球场、威克姆角高
尔夫球场、金斯顿-希思高尔夫球场、新南威尔士球
场、皇家墨尔本高尔夫球场（东场和西场）。

澳洲精彩徒步之旅 (Great Walks of Australia) 可
提供美妙的澳洲特色徒步体验，带领徒步者欣赏全球
蔚为壮观的地貌景观。这些徒步活动可激励旅客徒步
探索澳大利亚丰富多样的景观，让宾客组成亲密的几
人小队，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重归自然，同时深入了
解自然环境，进而心怀感恩之心。

澳大利亚文化景点 (Cultural Attractions of 
Australia) 为行业主导型联合组织，汇聚澳大利亚的
标志性艺术和文化景点，携手为世界呈献澳大利亚卓
越的文化体验。各处景点均推出可提前预订的优质体
验，确保宾客获享非凡享受和周到服务。

探索原住民体验 (Discover Aboriginal 
Experiences) 是一系列由原住民带领展开的体验，
宾客将踏上启迪人心的颠覆之旅，聆听原住民分享
其聚居地相关的故事，借原住民之口深刻领略景观
魅力。该系列可为宾客提供丰富多样的体验，包括
全地形车骑行之旅、皮艇之旅、徒步之旅、垂钓之
旅、捕蟹之旅、观光之旅，以及艺术之旅和美食之
旅。

精彩钓鱼探奇协会 (Great Fishing Adventures) 
是澳大利亚杰出垂钓运营商的一大联盟，他们团结
一致，携手致力提升澳大利亚作为世界级垂钓目的
地的形象。除提供每家垂钓运营商的简要介绍外，
精彩钓鱼探奇协会还重点介绍了澳大利亚多项出众
的垂钓体验，其中亦会提供不同垂钓类型的诀窍，
包括咸水垂钓、淡水垂钓，以及深海垂钓和飞蝇钓
探险等类型。

澳洲终极酒庄体验 (Ultimate Winery Experiences 
Australia) 汇聚澳大利亚知名葡萄酒产区中屡获殊荣
的系列优质酒庄。这些酒庄不仅是品尝和购买葡萄酒
的地方，同时还可为宾客提供别具特色的多样体验，
包括酒窖参观、餐饮服务和私人游览体验。

我们在此也向您推荐众多其他“联合组织”，以帮助打造真正的
沉浸式澳洲旅游行程，让旅客投入兴趣和热情，尽情探索澳大利
亚的多彩体验。他们都能在各自专业领域提供卓越体验，让宾客
的澳大利亚精品酒店系列旅程更趋圆满。

敬请访问：signatureexperiences.australia.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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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斯茅斯 ✈

袋鼠岛 ✈

珀斯/Boorloo ✈

✈ 阿德莱德/Tarndanya

墨尔本/
Narrm ✈

悉尼/
Warrane ✈

达尔文/
Gulumerrdgen ✈

布里斯班/
Meeanjin ✈

✈ 凯恩斯/Gimuy

✈ 艾丽斯斯普林斯

堪培拉 ✈

霍巴特/nipaluna ✈

✈ 乌鲁鲁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维多利亚州

南澳大利亚州

西澳大利亚州

北领地

新南威尔士州

昆士兰州

塔斯马尼亚州

布鲁姆/Rubibi ✈

库努纳拉 ✈

豪勋爵岛 ✈

✈ 汉密尔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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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究竟有多大？

1 阿卡巴 (Arkaba)

2 巴姆鲁平原酒店 
(Bamurru Plains)

3 卡佩拉酒店 
(Capella Lodge)

4 海角洛奇酒店 
(Cape Lodge)

5 埃尔奎斯特家园 (El 
Questro Homestead)

6 阿联酋 One&Only 沃
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 
(Emirates One&Only 
Wolgan Valley)

7 湖边小屋 (Lake House)

8 蜥蜴岛 (Lizard Island)

9 东经 131° 
(Longitude 131°)

10 马利根山别墅 
(MT Mulligan Lodge)

11 皮利特海滩别墅 (Pretty 
Beach House)

12 夸利亚酒店 (qualia)

13 萨福里菲欣纳酒店 
(Saffire Freycinet)

14 萨尔萨利斯 (Sal Salis)

15 希尔奇橡树酒店
(Silky oaks Lodge)

16 南大洋酒店 (Southern 
Ocean Lodge)
目前因整修而停业）

17 斯帕瑟顶峰别墅 (Spicers 
Peak Lodge)

18 路易丝酒店 (The Louise)

19 真北号 (True North)

中国 印度 东南亚 美国英国/欧洲

规划您的旅程
澳大利亚热情好客且交通便利。澳大利
亚幅员辽阔，拥有丰富多样灵秀壮美的
旅行目的地，因此条理清晰地规划旅
游行程并非易事。Luxury Lodges of 
Australia 的网站上有提供一些实用工
具，如您计划前往这片大陆上的偏远
之境或特别之地，便可用其规划您的旅
程。

这些酒店与 1,600 多位制造商、导游、艺术
家、手工艺人和当地人携手合作，共推出超过 
250 种个性化体验，让宾客可深入探索所在
地区，真正融入当地。您可根据目的地、体验
或酒店分类浏览这些体验、其他旅行计划及偏
好。网站还提供“推荐活动及体验时间”这一
实用筛选条件，有助于用户按照年份和季节对
体验进行分类。

我们亦有提供行程建议，让您宝贵的假期时间
尽可能实现无缝衔接，而其目的在于尽量节
省途中时间，让您最大限度地把握好时间，
尽情体验各处不可思议的目的地。我们会提供
一些简要信息，其中包括有关前往任意一处澳
大利亚精品酒店或中途换酒店的重要提示，这
可是您规划旅程时的宝贵指南。多家酒店均建
有直升机停机坪，以及通往飞机跑道的近距离
通道，方便旅客乘坐私人飞机或包机。无论您
是想直接预订，还是通过喜爱的旅行社为您代
劳，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均可
作为您规划旅游的第一站。

图片由澳大利亚旅游局提供 

有一点可以肯定，澳大利亚绝
不仅仅是一处旅游目的地，它
有更多可供探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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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ylodgesofaustralia.com.au
 LuxuryLodgesOfAustralia
 luxurylodgesofaustralia
YOUTUBE LuxuryLodgesOfAust
Vimeo luxurylodgesofaustralia
#luxurylodgesofaustralia

本手册整理了一系列精品酒店和露营地，这些酒店和露营地
均为独立经营，分布在澳大利亚最具感染力和独特魅力的几

处灵秀之地，为宾客带来难忘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