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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前所未见的 

大堡礁最佳体验



玛斯格列夫人假期—   
大堡礁最酷的闪亮之星
自从 2015年起，不断扩展的玛斯格列夫人假期提供了参观 
大堡礁的最佳体验，从以前到现在，大堡礁的观光产业线 
不断的往南移动，从凯恩斯到圣灵群岛，以及未来的南大 
堡礁 [邦德堡]

大堡礁总长 2,300公里̦ 特别是南大堡礁未被破坏的丰富珊 
瑚礁及生态条件吸引了大量的观光产业̥ 玛斯格列夫人岛 
被誉为ʻ昆士兰之最的一员ʼ̦ 因此玛斯格列夫人假期被所有 
的旅游社交美体和平台被评为 5星的旅游胜地̥

大堡礁最 
享受的体验



最佳大堡礁 
一日游体验
• 35米豪华邮轮往返大堡礁

• 玛斯格列夫人岛被令人惊叹的 
宝石绿泻湖围绕，旅客可以在占地 
2,950英亩的泻湖中一玩一整天

• 全年都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被誉为最原始生态的天堂

• 在这里可以探索珊瑚礁的野生动 
植物和环绕整岛的海滩步道

• 不管你有没有下过水，会不会 
游泳，你都可以在有专人指导参 
下加全部的行程

• 现代化的设施和美味的餐点让 
你可以尽情享受这个世外桃源

• 完善的客户服务，满足每个人 
不同的需求

最佳珊瑚礁 
浮潜体验
• 从初学者到进阶者，所有人都 

可以与各种海洋生物和海龟游泳， 
探索珊瑚花园

• 被珊瑚礁环绕的舄湖，彷佛在 
一个大游泳池里游泳

• 对于热中及熟悉的水下活动爱好 
者也有泻湖外珊瑚礁的浮潜体验

• 全程都有水下教练的引导



最佳珊瑚岛 
探险体验
• 玛斯格列夫人岛–浑然天成的世外 

桃源珊瑚岛

• 邦克群岛中唯一允许进入观光的岛，
紧邻费尔法克斯岛，霍斯基恩岛

• 导游岛上漫步解说活动

• 赏鸟摄影者的天堂

最佳珊瑚礁 
深潜体验
• 提供了各种选择，从初级泻湖内深 

潜到专业执照泻湖外深潜

• 近距离欣赏各种颜色的美丽珊瑚及 
水下动物

• 世界一流的大堡礁潜水点，海龟和 
鬼蝠魟是这里的常客

• 可以结合将近 130米的超巨型皇家 
沉船 HMAS Tobruk，和泻湖外潜 
水来一场潜水之旅



最佳原始 
珊瑚礁体验
• 由于较南边的地理位置，玛斯格列

夫人岛的珊瑚礁一年四季都处于健
康状态，这在近期的大堡礁旅行中
绝对是一个闪亮之星

• 多位海洋生物学家管理的珊瑚礁 
生态系统，进而提供令人赞叹的 
珊瑚美景

• 每位旅客都被海底热带雨林般的 
珊瑚礁所震撼

• 我们的一日海洋生物学家课程， 
将会让你不虚此行，大人小孩都 
受益良多

最佳珊瑚礁 
野生动物体验
• 全年都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及 

季节性的迁徙动物

• 位于座头鲸和南方右鲸的迁徙路线

• 大量鬼蝠魟的栖息地

• 最火红的招牌  “与海龟共游” ， 
玛斯格列夫人岛也是海龟筑巢和 
孵化的栖息地，有许多旅客都有 
过被海龟包围的体验

• 数量种类众多的鱼类有如畅游在 
私人巨型水族馆



最佳珊瑚礁 
教育经验
• 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从内而外地了解珊瑚礁，并向您 
展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 针对不同需求的多种语言教育体
验，可满足您的需求并沉浸在 
神秘的海底世界

• 加入我们一日海洋生物学家 
课程或是珊瑚管理员课程

最佳珊瑚 
礁游客体验
• 我们以在大堡礁提供完整客户体验

而感到自豪，所有的团队都接受过
优质服务方面的全面培训

• 餐饮，船只设施和当地的好客 
之道，可满足所有级别的客人 
要求和需求

• 另有VIP舱等可选择    

• 提供额外的服务:

• 获取船长层尊贵舱的进入许可

• 皮革商务座椅座位

• 获得纪念环保水杯及咖啡杯

• 潜水服免费提供 (可向工作人员索取)

• 可自由选择活动的分组

• 包含回程点心，干酪盘及饮料



最佳岛屿和珊瑚礁 
的夜间体验
• 傍晚的马斯格雷夫人岛是野生动植物 

栖息仙境-被誉为海龟筑巢和孵化的 
乌龟公路

• 夜晚走进玛斯格列 HQ 水下观景台， 
夜间荧光鱼类，与海龟的相遇， 
将把您带入童话故事里

最佳珊瑚礁过夜
住宿体验
• 在 2020年，我们将在泻湖内完成 

设立水下观景台，以及前所未有的
水下酒店，玛斯格列 HQ

• 在玛斯格列 HQ上 “与五百万星星 
的陪同下睡觉”，真正的五百万星星
级酒店

• 或是也可以进入水下，在我们水下
小屋中 “与海龟同眠”



最佳私人 
拥有的 
礁石体验
• 玛斯格列夫人假期是一家私人企业， 

所有游客都成为了玛斯格列家族 
的一员

• 您会感到宾至如归的服务，因为 
我们完全专注于您的绝对体验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 
最佳双重体验
• 您可以将距离布里斯班仅2小时 

路程的费沙岛和玛斯格列夫人岛， 
这两个旅游宝石互相结合

• 在一个假期就可体验两个 
最著名的世界遗产



全年无休的 
大堡礁体验游

玛斯格列夫人岛和舄 
湖一年四季都很安全 

• 不需要防水母服

• 没有鳄鱼

• 被泻湖包围保护的玛斯
格列夫人岛显少受到天
气影响

• 在南大堡礁的玛斯格列
夫人岛避免了平时听到
的海洋安全顾虑:

• 您的安全是我们的 
第一要务

• 清洁消毒，打扫卫生是
我们的标准工作流程

绝对安全...
        全年都是安全观赏季节的大堡礁旅游

玛斯格列夫人岛的 
独特位置意味着您无
需搭飞机前往凯恩斯
或圣灵群岛，是距离
布里斯班最近的南大
堡礁，最佳体验就在
唾手可得的昆士兰州
东南部̥

• 距布里斯班只需 4.5小时
车程，中途您可以在结
合梦幻的阳光海岸景点
或是最著名的的费沙 
岛行程

• 也可以飞往班德堡地区
机场，邮轮就在短短的
20分钟车程内

到达大堡礁最快速的 
交通方式:

• 提供海上飞机选项， 
您可以直接飞到马斯格
雷夫人的舄湖上，直击
大堡礁的心脏，享受大
堡礁的最佳体验

唾手可得...
        全年都是最佳观赏季节的大堡礁旅游

• 地理位置舒适宜人， 
一年四季都可以到 
玛斯格列夫人岛旅游

• 岛上无尽的的蓝天 
让所有人都有最好 
的照片回忆

• 台风和天气显少影响 
我们做活动

完美的天气...
        全年都是被珊瑚礁保护的大堡礁旅游



你
一生一定要近距离来一趟...

前所未见的 
 大堡礁最佳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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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 5, 15–17 Marina Drive,  
Burnett Heads QLD 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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