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inar 4
Fleurieu Peninsula,  Limestone Coast & Eyre Peninsula

菲尔半岛 , 石灰岩海岸，艾尔半岛



TUESDAY 23 JUNE  Webinar #1  
南澳大利亚旅游概述和新产品介绍

TUESDAY 30 JUNE  Webinar #2  
南澳大利亚经典自驾线路 Road Trips

TUESDAY 07 JULY  Webinar #3
阿德莱德&山区，芭萝莎和袋鼠岛

TUESDAY 14 JULY Webinar #4
石灰岩海岸，菲尔半岛和艾尔半岛

TUESDAY  21 JULY Webinar #5
南澳本地华人旅行社合作产品培训介绍

TUESDAY  28 JULY Webinar #6
南澳特色主题线路设计(高端/户外/亲子/游学/
美食美酒等）



DOMESTIC FLIGHTS
INTO ADELAIDE



WHY SOUTH AUSTRALIA ?  |南澳旅游的独特卖点

天然环境中的野
生动物体验

精致文艺便利的
阿德莱德

旅游景点体验都
在1-2小时车程，
旅游效率高
Accessible 

Provenance

南澳自然奇境 世界级美食美酒



艾尔半岛

弗林德斯山脉

约克半岛

嘉利谷

芭萝莎

阿德莱德

袋鼠岛

墨累地区

河地地区阿德莱德山

菲尔半岛

维多港

麦拿伦谷

石灰岩海岸

南澳大利亚州

阿德莱德



南大洋自驾之旅
Southern Ocean Drive

• 阿德莱德出发，途径大洋路，前往维多利亚
州墨尔本

• 途径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nisula ，袋鼠岛
(可选择)，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 南澳境内建议行程时间：4天3晚（不含袋鼠
岛，阿德莱德周边游览时间，不含大洋路住
宿），可根据行程适当延长

• 自驾地图下载 & Vlog视频和详细英文攻略



南大洋自驾之旅
Southern Ocean Drive

• 第一天：阿德莱德-菲尔半岛

• 第二天:   菲尔半岛-袋鼠岛

• 第三天：袋鼠岛-菲尔半岛-洛贝 Robe

• 第四天：洛贝-库纳瓦拉-甘比尔山-继续前
往大洋路 维多利亚州



南大洋自驾之旅
Southern Ocean Drive

• 第一天：阿德莱德-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INSULA
菲尔半岛

关键词：艺术与葡萄酒，海滨风情，羊驼农场



ABOUT FLEURIEU 
PENINSULA
• The charming Fleurieu Peninsula is less than an 

hour’s drive from Adelaide, and includes the 
McLaren Vale wine region.

• The charming coastal town of Victor Harbor is 90 
minutes drive from Adelaide.

• Known for d’Arenberg winery and their ‘cube’

• Suggested accommodation: McCracken Country 
Club at Victor Harbor

Victor 
Harbor

袋鼠岛

艾尔半岛

约
克
半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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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菲尔半岛

• 迷人的菲尔半岛距离阿德莱德市区不到1小时
的车程，包含著名的葡萄酒产区麦拿伦谷

• 菲尔半岛迷人的海岸线风景如画，海滨小镇维
多港The Victor Harbor 距离阿德莱德市区约90
分钟车程

• 著名的黛伦堡魔方，羊驼农场等都位于菲尔半
岛，也是驾车前往码头杰维斯湾Cape Jervis 乘
坐轮渡前往袋鼠岛的必经之路

• 推荐住宿: 麦拿伦谷酒庄住宿，海边小镇住宿，
McCracken Country Club at Victor Harbor



“袋”你自驾
探索南澳大利亚



沙滩自驾天堂 Self Driving

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insula



麦拿伦谷黛伦堡魔方 d’Arenberg Cube

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insula



黛伦堡魔方 d’Arenberg Cube

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insula



GEMTREE WINES 宝石树
• 宝石树酒庄致力于自然有机酿造葡萄酒过程

• 澳大利亚旅游局终极葡萄酒旅游体验五星酒庄
成员之一。A member of Tourism Australia’s 
Ultimate Winery Experiences.

• 不同类型旅游体验including ‘Wine and Wander’ 
focusing on flora, fauna and wine.

• 每日运营葡萄酒旅游

WIRRA  WIRRA威拿酒庄
• 澳大利亚旅游局终极葡萄酒旅游体验五星酒庄
成员之一。

• 葡萄酒+巧克力搭配体验很受欢迎，中文导览



COAST & CO

Down the Rabbit Hole Maxwell Wines



COAST & CO
• 高端旅游运营商 Private charter tours (ex Adelaide 

or McLaren Vale)

• Coast & Wine – behind the scenes

• Coast & Fly – helicopter tour

• Coast & Cube – dine at The Cube

• Luxury coastal accommodation 豪华海滨住宿

• 2 x suite 2个套房

• Guesthouse  民宿

• Full lodge 独栋别墅

Website: coastandco.com.au



• 4天3夜或者3天2夜海岸线风光

• 每日徒步4.5-5.5小时

• 住宿于Deep Creek Conservation Park

• 每周一出发，4月1日至9月30日运营

• 包含食物和住宿

• Website: southernoceanwalk.com.au

Pure SA 也可提供一日游包含徒步体验（8小时）

包含在岛上划船，参观Gemtree 酒庄，国家公园几
小时贴近自然徒步等

南大洋徒步之旅



ABOUT FLEURIEU 
PENINSULA
• The charming Fleurieu Peninsula is less than an 

hour’s drive from Adelaide, and includes the 
McLaren Vale wine region.

• The charming coastal town of Victor Harbor is 90 
minutes drive from Adelaide.

• Known for d’Arenberg winery and their ‘cube’

• Suggested accommodation: McCracken Country 
Club at Victor Harbor

Victor 
Harbor

袋鼠岛

艾尔半岛

约
克
半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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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港马拉电车 Horse Drawn Tram

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insula



• 目前关闭中，尚待更新

• 一小时或者两小时Tour

• 零售价
$A59 - 1 hour tour
$A88 - 2 hour tour 

• 澳州规模颇大的羊驼农场

• 四驱越野看袋鼠，考拉

• 澳式农场BBQ午餐选择

• 提供中文服务提前预定

• www.softfoot.com.au

索芙特羊驼农场

Web site www.softfoot.com.au/ 



OCEANIC VICTOR 
与金枪鱼同游

• 该体验位于维多港，距离阿德莱德市区1个半小时

与金枪鱼游泳体验- $120pp

• 可升级海鲜午餐大拼盘

• 冬天不适合游泳，但可提供海样生物平台体验，

适合亲子学生团

• 自然野生动物导览和小企鹅之旅 penguin tour

Website: oceanicvictor.com.au



维特港海上水族馆 Oceanic Victor
与金枪鱼同游 Swimming with Tuna

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insula



大鸭号快艇 The Big Duck Tour

菲尔半岛 Fleurieu Peninsula



南大洋自驾之旅
Southern Ocean Drive

• 第一天：阿德莱德-菲尔半岛

• 第二天:   菲尔半岛-袋鼠岛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 澳大利亚第三大天然岛屿，面积之广足有7
个新加坡之大，人口只有4000多人

• 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亚太第一岛”

• 众多本土野生动物都能够与人类亲密地相处，
被称为“没有围栏的动物园”

• 建议在岛上停留1-2个晚上，更好的感受袋
鼠岛独特魅力



袋
鼠
岛

袋鼠岛

阿德莱德

芭萝莎

石灰岩海岸

阿德莱德山

菲尔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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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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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渡轮往返袋鼠岛 Sealink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纵横袋鼠岛轮渡公司 KI Connect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海豹湾 Seal Bay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飞禽猎鸟秀 Birds of Prey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袋鼠岛野生动物园
Kangaroo Island Wildlife Park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与海豚同游
Swimming with Dolphin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鸸鹋湾薰衣草农场 Emu Bay Lavender Farm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达德利酒庄 Dudley Winery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袋鼠岛东北部海滩和海岸线风光
BEACHES & COASTAL SCENERY OF KI NORTHEAST AREA

威洛比角Cape Willoughby

位于袋鼠岛达德利半岛Dudley Peninsula

鸸鹋湾Emu Bay 

位于袋鼠岛北部海岸North 

Coast



滑沙（Sandboard） 独木舟（Kayak）

胖胎自行车（Fat bike） 沙滩四驱摩托（Quad Bike）

袋鼠岛户外活动 Outdoor Activities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南大洋自驾之旅
Southern Ocean Drive

• 第一天：阿德莱德-菲尔半岛

• 第二天:   菲尔半岛-袋鼠岛

• 第三天：袋鼠岛-菲尔半岛-洛贝



海岸线风光 Coastal Scenery and Nature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金斯顿小镇 Kingston SE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洛贝 Robe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南大洋自驾之旅
Southern Ocean Drive

• 第一天：阿德莱德-菲尔半岛

• 第二天:   菲尔半岛-袋鼠岛

• 第三天：袋鼠岛-菲尔半岛-洛贝

• 第四天：洛贝-库纳瓦拉-甘比尔山-维州
大龙虾雕塑

世界自然遗产岩洞

和牛农场

南澳岩龙虾各种海鲜



库纳瓦拉 Coonawarra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纯正和牛肉 Mayura Station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甘比尔山:蓝湖
Mount Gambier: Blue Lake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甘比尔山：洞穴花园
Mount Gambier: Umpherston Sinkhole

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



EYRE PENINSULA

艾尔半岛

野生动物之都，海鲜前哨，未被触及的南澳秘地



ABOUT EYRE PENINSULA

• Well-known for fresh seafood (tuna, kingfish, 

oysters, abalone) and “swim with” experiences of 

‘Swim with the sealions’ and ‘Shark-cage dive’

• 7 hour drive from Adelaide to Port Lincoln

• QantasLink and Regional Express ADL-PLO

• Gawler Ranges Wilderness Safaris ex PLO

• Suggested accommodation: Port Lincoln Hotel



关于艾尔半岛
• 因新鲜的海鲜而闻名,盛产海鲜四大金刚 (tuna 

金枪鱼, kingfish, oysters 生蚝, abalone 鲍鱼) 以

及各种海洋生物同游体验（跟海狮游泳 Swim 

with the sealions 大白鲨笼潜 Shark-cage dive’等

体验，最新网红景点“西瓜大道粉红湖”

• 从阿德莱德出发自驾7小时到林肯港

• 澳航QantasLink 和 Regional Express 阿德莱德-林

肯港直飞 (有inbound价格）

• 高勒山脉Wilderness Safaris （林肯港出发）

• 建议住宿: Port Lincoln Hotel



艾尔半岛旅游地图



艾尔半岛目的地总览
•林肯港 Port Lincoln
•柯芬湾 Coffin Bay
• Whyalla
•天空之境 Lake Gairdner National Park
•高勒山脉 Gawler Ranges National Park
• Talia Cave
• Nullarbor



林肯港 -野生动物与海鲜之都

•大白鲨笼潜

•与海狮同游

•近海、远海海钓

•酒庄品酒

•蓝旗金枪鱼排及刺身

•帝王虾、乔治王鳕鱼

•鲍鱼、龙虾等其他海产



Adventure Bay Charters
•大白鲨笼潜 Shark Cage Dive
潜水方舱，表面潜水笼，深潜潜水笼

•与海狮同游 Swim with Sealions
•私人包船

•中文客服

•高级生态旅游认证 Eco-Tourism Certificate
•南澳2019探险类No.1产品
https://adventurebaycharters.com.au/



Calypso Star 
•大白鲨笼潜
表面潜水笼

•与海狮同游

•高级生态旅游认证

•荣获多次全澳及南澳主要旅游奖项
https://sharkcagediving.com.au/



Triple Bay Charters

•近海海钓

•私人包船

•成团人数：6人

https://www.triplebaycharters.net.au/



柯芬湾 -南澳最好的生蚝
•品尝刚出水的新鲜生蚝

Oyster Farm Tours, Pure Oyster Farm

•海鲜餐厅

1802 生蚝吧， Coffin Bay HQ

•柯芬湾国家公园风景如画的海岸线



柯芬湾生蚝农场之旅
Coffin Bay Oyster Farm Tours 

• 穿特别的衣服走入水中采集生蚝的特别体验

• 直接从水中捞起品尝最新鲜美味生蚝

• 亲手教你如何开生蚝的课程

• 标准生蚝农场旅游是每人六个生蚝，可以选择

升级更多生蚝或者升级至包含雷司令酒和当地

特色海鲜拼盘作为午餐

• 零售价: 至少澳币$40 起，提供佣金

• 至少两人起订，一般为1-2小时，请注意出发时
间

• 可提前预约中文服务

• 可打包预定林肯港至柯芬湾往返接送$40pp

Website: oysterfarmtours.com.au



PURE 生蚝农场

• 船游生蚝农场

• 品尝新鲜生蚝

• 生蚝养殖介绍及开生蚝教学

• 可以提供酒水及午餐

• 价格：$75零售价格

• 成团人数：3

• 往返林肯港接送：$40每人

网站: https://www.coffinbayoysters.com.au/



Whyalla -艾尔半岛前站与大乌贼同游

•大白鲨笼潜

•与海狮同游

•近海、远海海钓

•酒庄品酒

•蓝旗金枪鱼排及刺身

•帝王虾、乔治王鳕鱼

•鲍鱼、龙虾等其他海产



2019 澳大利亚旅游社交媒体最受欢迎照片
网红打卡点 Lake MacDon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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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大道 - Lake MacDonnell
•全澳独一无二的双色湖

•距离林肯港6小时车程

•从阿德莱德坐飞机最近的

机场是Ceduna机场，然后开车

•无明显季节性



天空之镜 -高勒山脉 Gawler Ranges National Park

行程：林肯港3-4日往返。 https://gawlerrangessafaris.com/



Talia Cave -西海岸最佳日落观赏地

距离林肯港3小时车程，石灰岩洞中游大量海鸟栖息，附近可露营及观星。



Nullarbor -南澳最佳观鲸地

•距离林肯港7小时车程

•南露脊鲸观鲸平台

•小飞机观鲸+观景船

•每年6-9月



艾尔半岛旅游项目本土运营商

• Australian Coastal Safaris 中高端及定制游

• Australian Wildlife Adventures 平价团及中高端游，西澳南澳跨州

• Tour South 中文服务，中高端及定制游



AUSTRALIAN COASTAL SAFARIS
• 林肯港&柯芬湾精华游

• 2 days /1 night  两天一夜

• 感受澳大利亚最好的海鲜，海岸线风景和野生动物
体验

• Hunt & Gather 一日游海鲜体验

• 在沙滩上钓鱼，采集野生鲍鱼，现场烹饪

• 可增加大白鲨笼潜或者与海狮同游体验

• 私人定制，精品小团，豪华游多项选择

• 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旅游协会会员

Website: australiancoastalsafaris.com.au



AUSTRALIAN WILDLIFE ADVENTURES
• 林肯港周边旅游 (example tour)

• 1 day tour 一日游

• 体验澳大利亚最佳海鲜和野生动物体验

• 可增加大白鲨笼潜或者与海狮同游体验

• 定制，私人，精品小团体验

• 旅游产品可以从阿德莱德至西澳或者反向，双州产品

• 高级生态旅游认证

Website: australianwildlifeadventures.com.au



新中文旅游运营商：TOUR SOUTH
坐标艾尔半岛林肯港

• 精品小团，四驱车，中英文服务

• 专注南澳内陆，艾尔半岛，西线观鲸，

越野包车和摄影观星团等行程

• 整合生蚝农场，大白鲨笼潜，

与海狮同游等其他艾尔半岛体验

• 新成立的精品小团及定制游运营商

Website: www. toursouth.net

Email: ben.yuan@toursouth.net



TOUR SOUTH -越野摄影团

• 半日游，一日游，多日游（艾尔半岛全覆盖）

• 所有行程2人成团，多日游附带摄影讲座及指导

• 拥有国家公园执照，半日游一日游可选择在林肯港
及柯芬湾国家公园内的沙丘或海滩越野。

• 无季节性，全年均可开团

• 具有Tag-along执照，可以为客人安排租车，我们作
为头车，用车载电台沟通，为客人提供极致澳洲自

驾体验。



TOUR SOUTH -西线观鲸团

• 林肯港/阿德莱德出发

• 包含Talia Cave，西瓜大道等著名景点

• 提供野生动物摄影指导

• 林肯港3天往返，阿德莱德7天往返包含南澳内陆团

• 提供高精度双筒望远镜

• 专业级相机镜头租赁

• 每年7-8月观鲸团开团



艾尔半岛住宿情况

•中高端酒店别墅 -主要集中在林肯港

•中低端酒店 -各个沿海城镇

•房车公园 -各个沿海及内陆城镇

•国家公园露营看星星篝火独特体验



艾尔半岛公共交通与租车自驾

•航班 -阿德莱德至Whyalla, 林肯港, Ceduna均有直飞航班

•巴士 -阿德莱德至林肯港单程10小时

•租车 - Avis, hertz, Thrifty等租车公司（需注意off road条款）

•自驾 -阿德莱德至林肯港7小时自驾



南澳旅游局 |  保持紧密联系

1. 提问: 旅行社如何或者更详细的南澳业内旅游资讯?
回答: 前往 www.trade.southaustralia.com
Your dedicated trade website, with comprehensive product listing with a 
variety of itineraries. Product also available via Specialist themes of 
Walking, Luxury, Food and Wine, Adventure, Golf, Cycling, Micro Breweries 
and more…

2. 提问:  如何获得最新南澳产品资讯和培训机会?
回答: 前往 trade.southaustralia.com, 在网页最底下
订阅南澳旅游局业内邮件 SA Snippets
Dedicated monthly trade newsletter. Includes new products and updates on 
amendments and changes to existing commissionable products

3. 提问：如何获取南澳旅游推广最新图片和视频？
回答: 注册并登录 www.media.southaustralia.com



TRADE WEBSITE | TRADE.SOUTHAUSTRAL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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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WEBSITE | TRADE.SOUTHAUSTRAL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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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行程推荐

• Visit trade.southaustralia.com
and click on the itineraries tab

• Experience Based Itineraries

• More road trip ideas



SOUTH AUSTRALIA | 联系我们
Got a complicated questions?

Email: trade@sa.gov.au

Vivienne Li 李璇
Manager, Eastern Markets 
亚洲市场经理
South Australian Tourism Commission
+61 8 8463 4592 (Adelaide)
vivienne.li@sa.gov.au

Alexandra Paxinos 潘欣妍
Senior Marketing Executive, North Asia 
北亚区高级市场执行
South Australian Tourism Commission
+61 8 8463 4620 (Adelaide)
Alexandra.paxinos@sa.gov.au



新浪微博 @南澳大利亚旅游局 南澳大利亚旅游局官方微信



Q&A  有奖问答

• 1.  列举麦拿伦谷三个值得去的酒庄



Q&A  有奖问答

2.  艾尔半岛上林肯港可以游玩的4个项目



Q&A  有奖问答

3. 列举两种可以前往西瓜大道粉红湖的方式
和所需时间



Q&A  有奖问答
4.  请说出菲尔半岛旅游的三个关键词



Q&A  有奖问答

5. 说出石灰岩海岸的三个独家特色旅游体验？



Q&A  有奖问答

6. 如果我想要从阿德莱德出发经大洋路自驾
旅游去墨尔本，也想去袋鼠岛，建议应该至少

几天？



SOUTH AUSTRALIA | REWARDS WONDER

南澳大利亚，奇境犒赏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