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全球最古老的文明带给您的多样体验，
塑造真正难忘的澳大利亚之旅。

“探索原住民体验之旅”是澳大利亚原
住民体验中的重头戏，此一系列内容
精彩纷呈，让您透过其文化底蕴，真
实场景和趣味互动，感受全球最古老
的文明。
当地的原住民导游将向您生动描述此地的文
化渊源，带给您别具特色的旅行体验。澳
大利亚无处不体现出原住民的古老文明，每
一寸土地都讲述着独一无二的原住民故事和
经历。
探索原住民体验之旅由原住民向导带队，
旨在为旅客提供高品质和原汁原味的旅
游体验。该项目隶属于澳大利亚旅游局
（Tourism Australia）发起的探索非凡“澳”
秘（Signature Experiences of Australia）系
列，该计划旨在整合并推广澳大利亚众多杰
出的旅游产品。
原住民向导热情好客、友善宽厚。他们非常
乐意向游客们分享自己身边的奇闻轶事，并
为游客提供深入了解当地文化的机会。他们
生动描绘大自然秀丽奇景，让游客们更深入
地了解澳大利亚。

探索原住民体验之旅设计了各种激动人心的活动和旅行路线，还提供温馨
舒适的住宿环境。详情如下：
自然景观与野生动物

透过不同的视角观察澳大利亚的独特景观，帮
助您更深入地了解该国的天然风光及其独特的
野生动物，还可以享受垂钓的乐趣！

美食体验

在导游陪同下，您可以在丛林美食徒步之旅中
欣赏到澳大利亚令人叹为观止的各种美景，还
可以享受美味的内陆美食，在独具风味的澳大
利亚密林中流连忘返。有兴趣的话，您也可以
体验一把传统狩猎。

激情探险之旅

澳大利亚风景秀丽，可以提供各种令人振奋的
体验供您选择，其中不乏划独木舟、四轮车越
野、远足和四驱车等冒险项目。

艺术与博物馆之旅

探索远古的岩石艺术遗址，深入了解澳大利
亚原住民神话，还可以参加艺术家主导的当
代艺术实践作坊，了解艺术在文化传播中的重
要作用。

沉浸式体验之旅

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还孕育着形形色色的原
住民文化，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和信仰体系并
深深地热爱着这块热土。
在漫长的沉浸式旅程中，您将深入探索现存全
球最古老的群居文化，还会了解原住民的精神
信仰以及他们对这个国家深厚的感情。

海岸与海洋体验

原住民文化不仅诞生于内陆，其与澳大利亚广
阔的滨海地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垂钓、
摸泥蟹、浮潜、划独木舟和游泳，尽情享受美
丽的沙滩及海蓝的河道带给你的舒适和惬意。

丛林与内陆

澳大利亚内陆可供您观看自然风光、体验古老
文化。跟原住民导游一起参观仍在经营的牧牛
场，欣赏内陆峡谷，观赏远古岩石艺术美术
馆和水潭，在看似贫瘠的沙漠中享受大自然
的馈赠。

都市文化之旅

在澳大利亚的城市中心，原住民文化随处可
见，还提供方便的徒步旅行线路，以及博物
馆、美术馆和文化中心。

独特的住宿体验

如果您想彻底沉浸在澳大利亚迷人的地貌景观
中，可以选择住在岛上荒野度假村、游猎帐
篷、精心搭建的小屋等独特的原住民住宿中，
让您的体验更加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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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默岛巴努巴努海滩(Bremer Island Banubanu Beach)度假之旅
戴维森阿纳姆地区游猎 (Davidson’s Arnhemland Safaris) 之旅
3 东阿纳姆地探险之旅
4 卡卡杜文化之旅
5 卡卡杜旅游
6 Karrke原住民文化体验之旅
7 卡卡杜领主与阿纳姆地游猎之旅
8 马鲁库艺术之旅
9 尼特米鲁克之旅
10 普达库原住民文化之旅
11 澳大利亚 RT 之旅 (RT Tours Australia)
12 SeaLink北领地 – 提维群岛（Tiwi Islands）
13 澳大利亚 SEIT Outback 之旅 (SEIT Outback Australia)
14 Top Didj 文化体验与艺术长廊
15 北领地游猎探险之旅
16 澳大利亚原住民旅游大洋航线 - 艾雅斯岩休闲度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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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文化之旅
海
原住民文化及体验之旅
勒韦克角库加门
Koomal Dreaming 之旅
马林娜普原住民画廊
布鲁姆（Broome）真实之旅
Poornarti Aboriginal Tours
Wula Gura Nyinda 生态文化探险之旅

维多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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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本博物馆 – Bunjilaka原住民文化中心
墨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 原住民遗产之旅
Worn Gundidj@Tower Hill

塔斯马尼亚州
37

wukalina Walk 之旅

昆士兰州

南澳大利亚州

澳大利亚北部探险 - 丹特里梦幻一日游
18 梦幻潜水和浮潜之旅
19 森林火焰
20 詹博尔美术馆
21 热带雨林自然公园 - 帕马格瑞原住民体验之旅
22 红沙之魂 (Spirits of the Red Sand)
23 查普凯原住民文化公园
24 澳大利亚原住民旅游大洋航线 - 莫斯曼峡谷游客中心之旅
25 长途徒步文化探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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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佩纳镑度假村 (Wilpena Pound Resort)

新南威尔士州

 大利亚博物馆 - 澳洲第一美术馆
澳
Dreamtime Southern X 探索之旅
41 Ngaran Ngaran 文化发现之旅
42 悉尼皇家植物园 - 原住民文化遗产观光、丛林美食探索及艺术
经典发现之旅
43 沙丘探险之旅
39

40

以上为截至 2019 年 1 月的最新资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集中获取更多关于该综合旅游计划中每个旅游线路的详细信息：www.tourism.australia.com/aboriginal

联系人：Nicole Mitchell | 电子邮件：nmitchell@tourism.austral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