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密爾頓島宣傳冊HAMILTON ISLAND



交通方便/ 地處大堡礁正中心/ 全年熱帶氣候/ 廣泛的活動選擇/ 美食美酒/ 多樣的住宿/ 獨特的社區與活動

地理位置和交通資訊 
漢密爾頓島位於澳大利亞昆士蘭海岸，地處大堡礁的中心
地帶，地理位置優越。 在聖靈群島的74個島嶼中，它是
最大的有人居住的島嶼。 從北到南4.5公里，從東到西3公
里，位於布里斯班以北約887公里處（空中飛行距離）。

它是大堡礁中唯一擁有自己商業機場的島嶼。 前往漢密爾
頓島（機場程式碼：HTI）非常容易。 從雪梨（2小時）、
墨爾本（3小時）和布里斯班（90分鐘）都有短途直飛班
機。 另外，從大陸上的艾爾利沙灘乘坐1小時船程的快船
也可到達漢密爾頓島。

為何選擇漢密爾頓島？

美酒佳餚
餐廳和咖啡館 
漢密爾頓島上有各式各樣的餐廳供您選擇。

Bommie 餐廳 - 位於漢密爾頓島遊艇俱樂部的高級餐廳

The Clubhouse 俱樂部餐廳 - 在漢密爾頓島高爾夫球場享用午餐與美景

coca chu - 將東南亞的濃郁口味與澳式風格完美融合在一起

Manta Ray - 在家庭友好的環境中享用現代澳式佳餚，擁有漢密爾頓島碼頭的美景

Marina Café - 碼頭旁全天提供早餐，點心與香氣馥鬱的咖啡

Marina Tavern - 悠閒的的酒館風格用餐環境

Mariners 餐廳 - 觀賞絕佳的船塢美景，品嘗新鮮海味（晚餐僅供 14 歲以上客人）

One Tree Hill 獨樹山 - 提供小吃和點心，可俯瞰山景與大海

Pizzeria and Gelato Bar -在悠閒及家庭友好的披薩店享用美味的披薩，自製霜淇淋和咖啡
師製作的咖啡

Pool Terrace 餐廳 - 供應早中晚三餐，俯瞰珊瑚景飯店泳池

Romano’s 義大利餐廳 - 位於船塢旁，供應獨具匠心的義大利美食

Sails 帆船餐廳 - 可俯瞰猫眼海灘的休閒泳池邊餐廳

TAKO 墨西哥餐廳 - 道地的墨西哥街頭小吃

Hamilton Island Wildlife Café - 設於島上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的餐廳，提供咖啡與輕食小點。

外賣餐廳與酒吧
海灘閣/ Bob’s Bakery麵包店/ Bommie 甲板/花園酒吧/冰淇淩店/島嶼酒吧/ Marina Café 
咖啡廳/ Marina Tavern 澳式酒館/ One Tree Hill 獨樹山/ Pizzeria and Gelato Bar/ 炸魚薯條
店/ 珊瑚回廊/ 帆船酒吧

請注意：餐廳和咖啡館營業時間可能會更改，請參閱漢密爾頓島網站或應用程序最新開放日期和時
間。 建議在入住前預訂餐廳，請訪問：www.hamiltonisland.com.au/restaurantbooking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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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管道
機場接送
提供從機場或碼頭到飯店的往返免費接送服
務。

島上免費穿梭巴士
提供免費的島上穿梭巴士，運行時間為每天早
上 7 點至晚上 11 點。

四處走走
島上大部分地點都在步行距離中。 從飯店區域

及猫眼沙灘步行至碼頭區只需要 10 分鐘。

高爾夫球車
高爾夫球車是漢密爾頓島的主要交通管道之一。 可按
過夜、半天或全天出租。 住在度假屋別墅、遊艇俱樂
部與 qualia 度假村的客人可在住宿期間免費使用。

建議提前通過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

buggybooking 預訂球車。

請注意：高爾夫球車最多可乘坐 4 人。 四歲以下的乘
客必須乘坐規定的兒童座椅，需自費提前預定（每輛
球車最多可放置兩個安全座椅），駕駛者需要年滿 2 
1周歲。 租用者需要提供完整的駕照。 需要信用卡作
為租用擔保。

氣候 
漢密爾頓島與北半球的檀香山及南半球的模里
西斯同緯度，終年為熱帶型氣候，平均溫度為 
27°C。

島裙礁

搭船約 50 分鐘

大堡礁 

搭船約一個半小時或搭飛機約半小時

白天堂海灘 

搭船約半個小時

心型礁 

搭直升機或水上飛機約半個小時

一月 31°C / 87°F

二月 30°C / 86°F

三月 29°C / 84°F

四月 27°C / 80°F

五月 24°C / 75°F

六月 22°C / 71°F

七月 22°C / 71°F

八月 23°C / 73°F

九月 25°C / 76°F

十月 28°C / 82°F

十一月 29°C / 84°F

十二月 30°C / 86°F

漢密爾頓島有超過 65 多項活動可供選擇，可滿足各種興趣愛好和體能水
准。 遊覽大堡礁或附近的白色天堂沙灘，遊經風光明媚的聖靈群島，在
澳大利亞最棒的球場打一輪高爾夫球，在水療或眾多泳池中的任一泳池放
鬆身心。 您還可以充分享用其中一些免費的活動，其中包括 20 公里的步
道探險，或參與一些非機動水上運動。

陸上 活動藝術課程/ 高爾夫球車拉力賽/ 灌木叢漫步 - 二十多公里的登
山小徑/ 小醜魚俱樂部/ 街機遊戲/ 卡丁車/ 漢密爾頓島高爾夫球俱樂
部 - 18洞錦標賽球場/ 保齡球/ 兒童娛樂區 - 跳躍城堡、臉部彩繪、工藝
品/ 兒童四驅車/ 迷你高爾夫/ 四輪越野車遊覽/ 園區慢跑/ 零售店/ Spa 
wumurdaylin 芳療按摩/ 運動俱樂部和健身房/ 在獨樹山的落日/ 網球/ 漢
密爾頓島野生動物園

空中活動 提供在聖靈群島、白色天堂沙灘、大堡礁和心形堡礁上空的直
升飛機、固定翼飛機及水上飛機飛行/心形礁之旅，包含直升機飛躍白天
堂沙灘，心形礁，並在心形礁平臺停留 90 分鐘，僅供漢密爾頓島的客
人。

水上活動 雙體船/ 租用小艇/ 全天遊覽大堡礁/ 白天堂沙灘一日遊和半日
遊/ 海釣/ 高速噴氣快艇/ 水上摩托艇/ 獨木舟/ 包船/ 水肺潜水/ 浮潜/ 
立式帆板/ 圓形香蕉船/ 尋找海龜之旅/ 日落帆船/ 泳池/ 聖靈群島與大堡
礁浮潜與深潜遊覽/ 夕陽巡航/ 水上滑板和滑水/ 聖靈群島和大堡礁水肺
潜水與浮潜之旅/ 滑翔傘

請注意：活動可能會按實際情況改變，請參攷漢密爾頓島官網或 APP，査詢最新的
開放日期和時間，建議提前預定。

活動



Beach Club 海濱俱樂部 – 精品時尚
海濱俱樂部是成人的綠洲。 坐落於熱帶花園環抱之中的 57 間房間全部都面向猫眼沙灘，每一間都擁有私人庭院或者陽臺。 絕佳的海灘邊的地理位置，
無邊泳池，專屬餐廳與休息室，無兒童干擾的環境與私人化的服務，使得海濱俱樂部成為最受情侶與夫妻歡迎的避世飯店。

海濱俱樂部 1 張特大床或成對的單人床（根據要求），最多可住 2 人/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海濱俱樂部專項服務包括 每天在海濱俱樂部餐廳享用單點早餐/ 漢密爾頓島機場與碼頭往返接送/ 司機服務/ 夜床服務/ 使用雙體船、帆板、皮划艇、槳
板（SUP）和浮潜設備/ 使用健身房、水療中心、桑拿和網球場/ 獨享海濱俱樂部休息室和無邊泳池/ 免費 WiFi

請注意：海濱俱樂部不接待未滿 18 歲的房客入住

住宿選擇

qualia – 極致的奢華
qualia 位於漢密爾頓島最北端的僻靜處，可以看到聖靈群島的景色。 作為一片澳大利亞風格的綠洲，qualia 提供屢獲殊榮的豪華住宿體驗和友好的服
務。 這是一個真正特別的地方，一切都經過精心的考慮，您可以在這裡完全放鬆心靈。 獨家設施包括一個私人海灘，兩個無邊泳池，兩個餐廳和 Spa 
qualia。

背風閣 帶有大曬臺的 Studio 房型/ 1 張特大床或 2 張單人床（根據要求），最多可住 2 人/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迎風閣 帶恒溫泳池的一臥室套房/ 1 張特大床或 2 張單人床（根據要求），最多可住 2 人/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 查看房型圖B
海濱別墅 帶有私人無邊泳池與一間客人房的一臥室別墅/ 2 張特大床或成對的單人床（根據要求），最多可住 4 人/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qualia 提供一系列包含晚餐的套餐選擇：qualia Classic - 住宿與早餐，qualia Gourmet - 住宿，早餐與晚餐

qualia 專享服務包括 每天在 Long Pavilion 享用點單式早餐/ 在 qualia 享用所有非酒精飲料（不包括混合飲料）/ 私人泳池（僅限迎風閣）/ 在住宿期間
使用電動高爾夫車/ 漢密爾頓島 24 小時司機服務/漢密爾頓島 VIP 往返機場與碼頭接送/ 夜床服務/ 在圓石灘使用雙體船、沙灘皮划艇和浮潜設備， 在
猫眼沙灘使用帆板和槳板（SUP）/ 使用度假村內的泳池、餐廳、健身房、圖書館和水療中心/使 用島上的健身房、水療中心、桑拿與網球場/ 免費WiFi

請注意：qualia不接待未滿16歲的房客入住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Beach-Club/Beach-Club-Floor-Plan.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qualia/Leeward-Floor-Plan.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qualia/Windward-Floor-Plan-A.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qualia/Windward-Floor-Plan-B.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qualia/Beach-House-Floor-Plan.jpg


Reef View Hotel 珊瑚景飯店 – 住宿寬敞舒適
珊瑚景飯店的特色在於房間非常寬敞，配套設施齊全，適合情侶夫妻、家庭與朋友不同類型的旅行者。 所有房間都配備有私人陽臺，或可俯瞰秀美的風
景熱帶花園，或者展望美輪美奐的珊瑚海，最高層有 18 間配套設施齊全的套房。 飯店正面對著猫眼沙灘，從飯店到大部分餐廳都是步行距離。 另外，
珊瑚景飯店還擁有一個餐廳，一個游泳池和活動預定中心。

花園景觀房（1 - 4 層）/ 2 張加大雙人床，最多可住 4 人/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珊瑚海景雙床房（5 - 18 層）/ 2 張加大雙人床，最多可住 4 人/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珊瑚海景大床房（13 - 18 層）/ 1 張特大號床，1 張沙發床，每房最多可容納 3 人/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珊瑚家庭房/ 主房 – 2 張加大雙人床，兒童房 - 2 張單床”。 最多可住 6 人（2 個成年人，4 個未滿 12 歲的兒童/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珊瑚套房（19 層）/ 1 張特大床或2張加大雙人床，最多可住 2 人（還提供一臥室及兩間臥室平臺套房和總統套房/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珊瑚景飯店與棕櫚平房包含來回漢密爾頓島機場與碼頭接送/ 使用雙體船、帆板、皮划艇、槳板（SUP）和浮潜設備/ 健身房、水療中心、桑拿和網球場
的使用/ 免費使用島嶼穿梭巴士/ 兒童免費住宿和餐飲計畫 - 0 - 12 歲的兒童與成人同住並使用現有的床品時可免費入住， 與成人一起用餐時可在指定的
餐廳免費享用兒童選單/ 享用“寶寶的第一個假期”的設施/ 免費 WiFi/ 使用島上的一系列游泳池。

額外的套房內容 漢密爾頓島機場與碼頭到飯店的 VIP 往返接送/ 每日報紙/ 每日早餐/ 免費的四座高爾夫球車（僅限總統套房）。

Palm Bungalows 棕櫚平房 – 島嶼風格的木屋 
棕櫚平房包括 49 間獨立式海島木屋，坐落在熱帶花園的環抱之中，每座平房都配有陽臺和室外傢俱。 房間寬敞，專為夫婦情侶或人數少的家庭設計。 
棕櫚平房富於浪漫情調且價格合理，可為您帶來簡約且迷人的‘回歸自然’的體驗，展現出一個輕鬆、明亮和飄逸的感覺，同時配備的小廚房裏微波
爐、爐灶、小冰柜和炊具/餐具一應俱全，讓您盡享便利。

棕櫚平房 1 張特大床和 2 張單人長沙發床，最多可住 2 個成年人或 2 個成年人與 2 個年齡未滿 12 歲的兒童/ 點擊此處查看房型圖

棕櫚平房所包含的內容與珊瑚景飯店一致，請參攷上方內容。

住宿選擇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Reef-View-Hotel/Garden-View-Floor-Plan.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Reef-View-Hotel/Coral-Sea-View-Room-Floor-Plan.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Reef-View-Hotel/King-Coral-Sea-View-Floor-Plan.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Reef-View-Hotel/Reef-Family-Room-Floor-Plan.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Reef-View-Hotel/Reef-Suite-Floor-Plan.jpg
https://www.hamiltonisland.com.au/HamiltonIsland/media/Originals/Floor-Plans/Hotels/800x600/Palm-Bungalows/Palm-Bungalow-Floor-Plan.jpg


度假屋 - 自助式住宿 
漢密爾頓島提供一系列私人擁有的自助式房產，一般可容納 1 至 10 人，有 1 至 4 個臥室。 每棟度假屋的佈局、外觀和周圍環境都有所不同，這取決於
度假屋的大小和位置，但是每幢度假屋都有一個設備齊全的廚房和洗衣房，並且都共亯景觀花園和游泳池。

度假村內有兩臥室和三臥室的低層公寓，位於猫眼海灘、游泳池與遊客中心的步行距離內。
標準型有一臥室、兩臥室、三臥室或四臥室可供選擇，該系列提供寬敞的起居室，可通向陽臺，看到灌木叢和海景。
高級房有一臥室、兩臥室、三臥室或四臥室可供選擇，該系列房型既現代又設備齊全。 寬大的陽臺可以看到珊瑚海、灌木叢和碼頭的混合景色，提供了
一個放鬆和娛樂的優美環境。
豪華型有兩臥室、三臥室或四臥室可供選擇，該系列提供寬敞的開放式生活，並具有最新的風格和設計。 位於島嶼高處位置，盡享壯麗的景色，是完美
避世之地。
奢華型提供奢華的體驗，在豪華現代的海濱住所中好好放鬆，奢華型度假屋靠近碼頭，提供兩臥室、三臥室或四臥室，兩間或多間浴室，寬敞的開放式
娛樂區，大廚房和俯瞰大海的陽臺。

度假屋包括 在住宿期間使用一輛四座高爾夫球車（可租用額外的高爾夫球車，請在預訂時諮詢）/ 使用雙體船、帆板、皮划艇、槳板（SUP）和浮潜設
備/ 無限次使用島嶼穿梭巴士/ 兒童免費餐飲計畫 - 0 - 12 歲的兒童與成人一起用餐時，可在指定的餐廳免費享用兒童選單/ 在島上的指定地點免費使用 
WiFi

Yacht Club Villas 遊艇俱樂部別墅 – 頂級自助式別墅
毗鄰漢密爾頓島遊艇俱樂部，豪華的海濱區的遊艇俱樂部別墅，這裡可以欣賞到壯麗的海景，是尋找豪華住所的家庭或者朋友間旅行者最好的選擇。 別
墅設計注重私密性和空間，每座別墅都有四個臥室，高度三到四層不等，可以容納最多八位客人。

房間床位配寘大部分別墅配有 1 張特大床，2 張加大雙人床，1 張可折開的特大床，最多可住 8 人

遊艇俱樂部別墅包括 在逗留期間使用一輛四座高爾夫球車/ 使用雙體船、帆板、皮划艇、槳板（SUP）和浮潜設備/ 歡迎禮包裝備/ 兒童免費用餐計畫 - 
0 - 12歲的兒童在指定的餐廳與成人一起用餐時可免費享用兒童選單/ 享用寶寶的第一個假期設施/ 免費 WiFi

住宿選擇



聖靈群島最佳體驗
/ 每日早餐
/ 由聖靈島號遊船提供的大堡礁一日遊
/ 由聖靈島號遊船提供的白天堂海灘半日遊
/ 野生動物園門票
/ 漢密爾頓島機場/碼頭到飯店的往返接送
/ 使用雙體船、帆板、皮划艇、槳板（SUP）和浮潜設備
/ 使用健身房、溫泉、桑拿和網球場
/ 無限使用島嶼穿梭巴士
/ 兒童免費住宿和餐飲計畫（條件適用）

套餐適用於海濱俱樂部、珊瑚景飯店和棕櫚平房。
最少入住 4 晚。

漢密爾頓島套餐

qualia 標誌性體驗
/ 每日點菜式早餐
/ 在 qualia 的所有非酒精飲料（不包括混合飲料）
/ 在住宿期間使用電動高爾夫球車
/ 漢密爾頓島周邊 24 小時司機服務
/ 漢密爾頓島機場/碼頭到qualia的VIP往返接送服務
/ 在圓石灘使用雙體船、沙灘皮划艇和浮潜設備
以及猫眼海灘的帆板和槳板（SUP）

另外獲贈
/ 一晚免費住宿
/ 抵達時贈送一瓶香檳
/ 一晚獨家池畔晚餐

該套餐僅在 qualia 提供。 至少入住 7 晚。

大堡礁潜水或浮潜
/ 每日早餐
/ 由 Explore 提供的全天大堡礁探險之旅，包括午餐、高品質的潜水和浮
潜裝備、潜水服/防蟄服和救生衣（如有需要）和途中的珊瑚礁解說
/ 漢密爾頓島機場/碼頭到飯店的往返接送
/ 使用雙體船、帆板、皮划艇、槳板（SUP）和浮潜設備
/ 使用健身房、溫泉、桑拿和網球場
/ 無限使用島嶼穿梭巴士
/ 兒童免費住宿和餐飲計畫（條件適用）

套餐適用於 qualia、海濱俱樂部、珊瑚景飯店和棕櫚平房。
最少入住 4 晚。

浪漫出遊
/ 每日早餐
/ 在 On the Edge 帆船上享受日落之旅一晚
/ 在 Romano’s 義大利餐廳或海濱俱樂部餐廳（針對海濱俱樂部住客）享
用一次三道式晚餐
/ 一瓶氣泡酒
/ 漢密爾頓島機場/ 碼頭到飯店的往返接送
/ 使用雙體船、帆板、皮划艇、槳板（SUP）和浮潜設備
/ 使用健身房、溫泉、桑拿和網球場
/ 無限使用島嶼穿梭巴士

套餐適用於海濱俱樂部、珊瑚景飯店和棕櫚平房。
最少入住 4 晚。

漢密爾頓島提供一系列的套餐，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從情侶到家庭或朋友一起旅行，都會有一種套餐符合你的期待。 其中包括世界聞名的大堡礁或
白天堂海灘之旅、浪漫的晚餐和孩子們會喜歡的活動，你不僅可以在假期中節省費用，還可以盡情選擇。

請注意：活動將提前預定。 根據現場情况，有時可能會用另一種選擇來代替所包含的內容。



PASSAGE PEAK 山頂小徑
20 公里步行小徑，包括全新的標誌性

步道，Passage Peak 觀景台， 
Coral Cove  與 Escape Beach 等景點

PALM VALLEY 棕櫚穀
漢密爾頓島航空公司，卡丁車，兒

童四驅車與越野車遊覽

1.漢密爾頓島遊艇俱樂部與 Bommie 餐廳
2. Mariners 餐廳
3. Romano’s 義大利餐廳
4. Tako 墨西哥餐廳
5. Manta Ray 餐廳與咖啡館
6. Marina Tavern 小酒館
7. 披薩與冰淇淋餐廳
8. Marina 咖啡廳

9. Popeye’s 炸魚薯條
10. Bob’s 麵包房
11. 冰淇淋站
12. 漢密爾頓島高爾夫球場接送渡輪
13. 碼頭
14. IGA 量販店與酒類
15. 零售店
16. 藥房

17. 郵局
18. Trader Pete’s 零售店
19. 遊艇俱樂部別墅

碼頭村

漢密爾頓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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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眼沙灘
1. 海濱俱樂部飯店
2. 珊瑚景飯店
3. 棕櫚平房
4. 飯店區度假屋
5. 池畔餐廳
6. 帆船餐廳與酒吧
7. 主泳池與島嶼酒吧
8. 九重葛泳池

9. 海豚池
10. 活動預訂與零售店
11. Wumurdaylin 水療中心
12. 漢密爾頓島野生動物園
13. 海灘運動小屋
14. 島嶼保齡球
15. 小丑魚俱樂部
16. 高爾夫球車租用

17. 會議中心
18. 海灘閣
19. Coca Chu 餐廳

漢密爾頓島北部
qualia 與度假屋

到港、出港樞紐
商用機場與度假屋接待中心

漢密爾頓島高爾夫球俱樂部
18洞錦標賽球場和俱樂部會所

猫眼海灘
查看下方大圖

獨樹山
觀景台與咖啡廳，小教堂以及度

假屋

碼頭村
查看下方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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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 OPTIONS

球場和設施
18 洞、71 杆標準杆錦標賽球場，球道長 6120 米/球場由五届英國高爾
夫球公開賽冠軍 Peter Thomson 設計，能挑戰任何水准高爾夫球愛好者
的球技/這是澳大利亞唯一的島上高爾夫球場，美景盡收眼底/在果嶺上
練習推杆和切球/俱樂部會所配有餐廳、酒吧和專賣店/俱樂部位於毗鄰
的 Dent Island 不遠， 從漢密爾頓島碼頭區（Manta Ray 咖啡廳旁）乘船
可快速到達/高爾夫球場地費包括來回船費和使用帶有導航系統的兩人座
高爾夫球車

漢密爾頓島高爾夫球場

漢密爾頓島應用程序是一個方便的袖珍指南，介紹漢密爾頓島的所有景點和活動。 它可以在 iPhone 和安卓上使用，而且是
免費的！

功能包括 一個“什麼是”指南，詳細列出全島的日常活動和娛樂項目，包括任何特別優惠/ 漢密爾頓島為客人提供的所有設
施、活動和服務的詳細清單，以及如何預訂的提示/ 詳細的地圖/ 詳細的餐廳和酒吧清單， 包括每日娛樂時間表/ 漢密爾頓島
服務的班車和渡輪時刻表/ 漢密爾頓島大堡礁機場（HTI）服務的實时班機抵達和離開資訊/ 實时天氣更新

兒童遊樂區
兒童遊樂區是孩子們玩耍和結交新朋友的完美場所，這裡有臉部彩繪、跳
躍城堡和藝術與手工。

兒童免費住宿和飲食*
帶著孩子來度假，在指定的酒店住宿，12 歲以下的兒童與父母同住一個
房間並使用現有的床品時，不需要付費*。 此外，12 歲以下的兒童與父
母一起在指定的餐廳就餐並選擇兒童選單時可免費用餐。

小丑魚俱樂部
漢密爾頓島的兒童護理中心——小丑魚俱樂部為 6 個月至 12 歲的兒童提
供服務。 請查看漢密爾頓島網站或應用程序，瞭解最新的開放日期和時
間。 島上還有一支合格的兒童看護隊伍。

寶寶的第一個假期^
漢密爾頓島讓帶寶寶度假變得更容易，每個人都可以放鬆並享受一些高
品質的時間。 放輕鬆，一起享受美好的時光。 您可以選擇一些免費的物
品，如嬰兒床、高脚椅或嬰兒車，這些物品可以提前訂購，並在您抵達時
放在房間裏。 您還可以購買便嬰兒用品，包括尿布、嬰兒濕巾、有機嬰
兒食品等*。

*在珊瑚景飯店，棕櫚平房和度假屋提供。 餐廳包括 TAKO, Manta Ray, Pool Terrace 
和 Sails。
^在珊瑚景飯店，棕櫚平房和遊艇俱樂部別墅提供。

家庭假期

聯繫方式
Asia Reservations Hamilton Island Holidays P 1300 864 311 or +61 2 9433 0460 (ext 30447) outside Australia E asia.reservation@hamiltonisland.com.au 
Trade Reservations Hamilton Island Holidays  P 137 333  E trade@hamiltonisland.com.au
Reservations Hamilton Island Holidays  P 137 333 or +61 2 9433 0444 outside Australia  E vacation@hamiltonisland.com.au or see your local Travel Agent
qualia Reservations Luxury Consultant  P 1300 780 959 or +61 2 9433 3349 outside Australia E reservations@qualia.com.au or see your local Travel Agent
Sales & Marketing Level 3, 100 Pacific Highway, St Leonards NSW 2065, Australia P +61 2 9433 3333  E sales@hamiltonisland.com.au 
Visit the Hamilton Island image library at www.hamiltonisland.com.au/imagelibrary and dedicated trade  website at www.hamiltonisland.com.au/trade 
Hamilton Island QLD 4803, Australia  P +61 7 4946 9999  F +61 7 4946 8888  www.hamiltonisland.com.au  www.qualia.com.au   www.hihh.com.au

Become part of #HamiltonIsland
Facebook.com/HamiltonIsland
Facebook.com/qualia

Instagram.com/HamiltonIsland
Instagram.com/qualiaresort

Twitter.com/HamiltonIsland
Twitter.com/qualia

漢密爾頓島 APP

Current as at April 2023. Hamilton Island Enterprises Limited.

年度活動

漢密爾頓島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活動場所。 每年八月、參賽者、家人和朋
友都會聚集在一起，享受漢密爾頓島帆船周——澳大利亞最大的離岸龍骨
帆船賽，這是水上和岸上的狂歡節。

漢密爾頓島耐力賽系列包括從五月到十一月的四個耐力賽賽事。 漢密爾
頓島丘陵半程馬拉松，白天堂海灘競跑，漢密爾頓島鐵人三項賽和漢密爾
頓島海泳。 適合各級別的運動選手。

請訪問 www.hamiltonisland.com.au/events，瞭解更多資訊。

https://www.facebook.com/hamiltonisland/
https://www.facebook.com/qualia
https://www.instagram.com/HamiltonIsland/
https://www.instagram.com/qualiaresort/
https://twitter.com/HamiltonIsland
https://twitter.com/qu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