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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优雅的弗莱明顿，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风韵，不仅是澳大利亚赛
马事业的活跃中心，也是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的举办地。

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赛马比赛，而是一个可追
溯到1861年的社交与文化传统节日。这一与众不同的赛马盛事影响
巨大，足以让整个澳大利亚为之停转。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完美地
汇集了体育、美食、葡萄酒、时尚、商业和社交等墨尔本和澳大利亚
的顶级元素，能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感受到它所散发的独特魅
力。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大型节庆活动，在世界

舞台上独树一帜，呈现赛马盛事的浪漫和高雅。

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的每一个赛马日，都有着独具特色的魅力，高
档时装、赛马竞逐、美食体验，不一而足。无论您的喜好与兴趣，赛

马日中总会有一天适合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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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Emirates Melbourne Cup Day)
是一场至高无上的荣誉之战，同时也是墨尔本杯赛马
嘉年华的核心焦点。虽然大多数的澳大利亚民众都会
停下手中的事情，收看或收听比赛，但什么也比不了，
真正来到现场，与10多万现场观众一起感受这场壮
观赛事的体验。

观众的热情随时间逐渐膨胀，在下午3点达到狂
热的顶点，此时整个国家都屏住呼吸，迎接惊心动魄
的200秒。每年，冠军得主在此高举澳大利亚最著名
的体育奖杯，书写新的篇章，见证新的传奇，实现新的
梦想。

皇冠橡木赛马日 
2015年11月5日(星期四) 

皇冠橡木赛马日(Crown Oaks Day)以墨尔本杯赛
马嘉年华期间的时尚之巅而著称，常被誉为“女士节”。 
来自不同年龄段的女士，会在这一天身穿高贵华丽的
套装，欢聚一堂。

梅亚现场时装展全国冠军得主会在皇冠橡木比赛
日这天宣布，这进一步突出了皇冠橡木比赛日在时尚
界的重要地位。

这一天的赛马看点是三岁雌马2500米一级皇冠
橡木比赛。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

维多利亚达比日(AAMI Victoria Derby Day)被誉为
澳大拉西亚地区最知名的赛马日之一，举办9场团体
赛，其中4场为精英一级赛事。主打的一级AAMI维多利
亚达比赛奖金总额超过150万澳元，是澳大利亚顶级
的三岁赛马耐力经典赛事。

而在赛道外举办的梅亚现场时装展，也有着同样
高的奖金数额。高贵典雅的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为
整个赛马周设定了比赛基调。传统的黑白正装成为女
士的主色调，而男士们则常常选择灰色日间礼服和大
礼帽，搭配孔雀马甲和细条纹短裤。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 
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Emirates Stakes Day)是墨尔
本杯赛马嘉年华的最后一天，当天重点赛事为维州顶
级1600米赛，即一级阿联酋奖金赛(Group 1 Emirates 
Stakes)。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是发展最快的比赛日，近年
来每年观众人数一般都高达8万人。阿联酋奖金赛马
日也被誉为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的家庭活动日，以家
庭娱乐为主题，针对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大量的免费 
活动。

赛马节概况
2015年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 | 赛马日



普通门票
购买一张普通门票，即可参加墨尔本

杯赛马嘉年华，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王
者运动”的独特氛围。

您既可在著名的弗莱明顿前坪草地
上，近距离亲身体验赛道精彩，又可在众
多的食品摊和酒吧里品享酒水和美食，当
然，在博彩区小赌怡情，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此外，您还可全天体验赛场内举办的
诸多免费活动。

早订优惠价* (单人)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65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70

皇冠橡木赛马日 $45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 $45

*2015年10月16日之前及当日购买的票价方始有效。

标准价** (单人)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74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74

皇冠橡木赛马日 $55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 $55

**以政府审批为准

2015年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 | 购票信息

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适用相关条款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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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席
预定舒适豪华的正面看台座位，观赏

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的精彩赛事。为确保不
会错过精彩赛事，请选择以下座位： 

1  小山看台

小山看台(Hill Stand)正对终点竿，俯瞰
赛马场和墨尔本市的壮丽景观，装有顶篷，
不过看台前部和周边座位的顶篷有无，将视
天气条件而定。

2  草地看台

草地看台(Lawn Stand)是露天正面看台
座位，位于小山看台下方。没有顶篷，座位的
有无视天气条件而定。

3  首层看台

首层看台(The Undercroft)位于草地看
台下方，提供室内座位，采用玻璃窗阻隔，内
装空调。但请注意，首层看台观众可能需要
站立才能看到比赛。

 小山看台 草地看台 首层看台

单日赛事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156 $120 $13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不适用 $215 $225

皇冠橡木赛马日 $128 $97 $97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 $85 N/A N/A

两天套票

达比日/墨尔本杯赛马日 $345 $263 $304

墨尔本杯赛马日/橡木赛马日 $333 $251 $285

三天套票

达比日/墨尔本杯赛马日/橡木赛马日 $444 $346 $371

四天套票

达比日/墨尔本杯赛马日/橡木赛马日/奖金赛马日 $489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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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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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相关条款条件。



THE PRECINCT 
公共娱乐区

众所周知，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有着
绝佳的社交氛围，对于希望充分体验这一
氛围的宾客而言，公共娱乐区是再理想不
过的场所。

户外票区包括：

· 赛马场门票 

·  The Precinct公共娱乐区与普通公共区
门票

· 每位顾客一本赛马指南(Racebook)

可使用以下设施

·  各种外卖及高级饮食

· 赛事间的现场娱乐节目

· 超大观赛屏幕

· 投注点及赌马经纪人

· 户外席位与遮阳伞

若想要欣赏赛道和终点竿的精彩瞬
间，可将公共娱乐区票升级为草地看台预
定座位。

价格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16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195

皇冠橡木赛马日 $115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30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 皇冠橡木赛马日   $275

草地看台预定座位升级后价格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23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350

皇冠橡木赛马日 $190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48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 皇冠橡木赛马日   $450

*草地看台预定座位位于The Precinct公共娱乐区前的
正面看台。

须着时尚正装。

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是一项户外赛事，公共娱乐区的
开放，视天气条件而定。我们强烈建议观众适当着衣，
并携带太阳镜、雨具等必要防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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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适用相关条款与条件。



The Village宾客帐篷区是您轻松感受
赛事气氛的理想场所。 

该区域四周有榆树环绕，是观赛之余
完美的休闲场所。

套餐包括：

· 套餐内每位顾客的赛马场门票

· 大型帐篷的共同利用

·  每位顾客一本赛马指南

·  美味轻餐

·  饮料套餐，包括精选红白葡萄酒、起泡酒、
各式啤酒及软饮料

·  可到吧台现金购买烈酒与进口饮料

· 鸡尾酒会式与户外家具 

· 带有现场娱乐节目的花园区域

·  可观看全部赛事的观赛区

·  可使用投注点及赌马经纪人

 25人或以上的团体可专门定制套餐，并可提

供大型私人帐篷与标识牌。 

THE VILLAGE 
宾客帐篷区

单人价格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48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660

皇冠橡木赛马日 $500

标准着装要求为女士观赛礼服，男士正装系领带。
适用相关条款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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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仅隔几米就是赛马驰骋的赛道，尽情
感受肾上腺素迸发的激情。

该区域位于赛道中心，只需走出几米，
即可近距离观赏赛道精彩动态，沉浸于激
情澎湃的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氛围之中。 

提供10人桌及12人桌(数量有限)。若
预定人数不足，则需共用。

套餐包括：

· 每位顾客的赛马场门票

·  每位顾客一本赛马指南

·  到场后提供小点

· 两道菜自助午餐

·  下午茶

·  侍应生提供饮料送桌服务，包括精选红白
葡萄酒、起泡酒、各式啤酒及软饮料

·  可到吧台现金购买烈酒与进口饮料

·  可进入配备户外家具与遮阳伞的私人花
园区域 

·  现场乐队表演 

·  配备私人投注点及赌马经纪人

终点直道 
私人帐篷区

单人价格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525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675

皇冠橡木赛马日 $465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 $340

每个赛马日均提供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至终点直道私
人帐篷区的往返大巴接送服务，费用为每人$25。 

标准着装要求为女士观赛礼服，男士西装系领带。
适用相关条款条件。

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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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场帐篷位于马厩上方，位置优越，
赛马展示场与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 

帐篷配备时尚，可纵览整个赛道，与
宾客一同见证赛场上的全部动态。

套餐包括：

· 每位顾客的赛马场门票

·  每位顾客一本赛马指南

·  全天候多种鸡尾酒

·  饮料套餐，包括精选红白葡萄酒、起泡酒、
各式啤酒及软饮料

·  可到吧台现金购买烈酒与进口饮料

·  全天候浓缩咖啡车服务

·  可进入专享露台欣赏比赛

·  每位客人获赠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纪念
钢笔

·  私人投注点及赌马经纪人

展示场帐篷
单人价格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67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850

皇冠橡木赛马日 $540

阿联酋STAKES赛马日 $370

标准着装要求为女士观赛礼服，男士西装系领带。
适用相关条款条件。

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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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要招待贵客，还是想与家人朋
友欢乐聚餐，Makybe Diva®私人帐篷都是
理想之所，让赛马迷们充分感受绝佳赛事
氛围。

提供10人及12人(数量有限)圆桌。若
预定人数不足，则需共用。

套餐包括：

· 每位顾客的赛马场门票

·  每位顾客一本赛马指南

·  上午茶(仅限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  盛盘上桌的三道菜午餐

· 下午茶

·  侍应生提供饮料送桌服务，包括精选红白
葡萄酒、起泡酒、各式啤酒及软饮料 

·  可到吧台现金购买烈酒与进口饮料 

·  全天候浓缩咖啡车服务

·  可使用一个草地看台预定席座位 

·  每位客人获赠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纪念
钢笔

· 私人投注点及赌马经纪人

· Pamper lounge奢享服务

MAKYBE DIVA® 

私人帐篷
单人价格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72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950

皇冠橡木赛马日 $570

阿联酋STAKES赛马日 $390

标准着装要求为女士观赛礼服，男士西装系领带。
适用相关条款条件。

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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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多层帐篷集一流招待服务与精
彩赛事观赏于一身。

在皇族格调中感受墨尔本杯赛马嘉
年华，为您的贵客奉上顶级餐饮享受。

仅限4人、8人、10人或12人(数量有限)
团体预定。

套餐包括：

· 每位顾客的赛马场门票

·  每位顾客一本赛马指南

· 专享预留餐桌

·  上午茶(仅限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  盛盘上桌的五道菜午餐

· 下午茶

·  侍应生提供饮料送桌服务，包括普通烈酒、
高档红白葡萄酒、起泡酒、各式啤酒及软
饮料 

· 户外观赛区

·  每位客人获赠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纪念
钢笔

·  帐篷内配私人投注点及赌马经纪人

21

玫瑰厅
单人价格 (包含GST)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1,100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1,400

皇冠橡木赛马日 $920

阿联酋STAKES赛马日 $550

标准着装要求为女士观赛礼服，男士西装系领带。
适用相关条款条件。

联系方式
弗莱明顿旅游团队 
+61 3 8378 0678 | tourism@vrc.net.au

网站：melbournec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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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 | 服务一览表

 预定座位 预定座位 帐篷内 专享 赛事 自助午餐 盛盘午餐 鸡尾酒会式 饮料套餐 烈酒 赌马经纪人 投注接收点 赛马指南 PAMPER LOUNGE 
 (餐桌) (看台) 可观看赛事 观赛区 录像与音频   午餐      奢享服务

产品

THE PRECINCT公共娱乐区  可升级   •      • • •
THE VILLAGE宾客帐篷区    • •   • •  • • •
终点直道私人帐篷区 •   • • •   •  • • •
展示场帐篷   • • •   • •  • • •
MAKYBE DIVA®私人帐篷 • •  •  •  •  •  • • • •
玫瑰厅 •  • • •  •  • • • • •

共用餐饮 
服务一览表



弗莱明顿赛马场地图

Makybe  
Diva® 

私人帐篷

The Precinct 
公共娱乐区 小山看台

玫瑰厅

草地看台

首层看台

展示场帐篷

终点直道 
私人帐篷区

The Village 
宾客帐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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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线
弗莱明顿赛马场距墨尔本中央商务

区仅6公里。从城市出发，自驾、出租车、火
车、电车、直升机或轮渡均可轻松抵达弗
莱明顿赛马场。 

墨尔本机场至墨尔本中央商务区

驾车  或出租车  

墨尔本机场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西北
约25公里处。出租车候客站设在1号和3号
航站楼底层。 

大巴 

SkyBus机场摆渡车每10分钟从墨尔本机
场国内和国际航站楼发车，直达南十字星
火车站(位于Spencer Street)。 

2015年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 | 交通路线

墨尔本中央商务区至弗莱明顿

火车  

火车全天发车，Flinders Street始发，先后停
靠南十字星车站和北墨尔本车站，最后抵
达弗莱明顿赛马场。

行程约需15分钟

电车 

在Elizabeth Street与Flinders Street交叉口
可乘坐57路电车直接到达弗莱明顿赛马
场主入口。

行程约需30分钟

出租车  

弗莱明顿赛马场设有出租车候客站，方便
乘客抵达和离开。

行程约需20分钟。

轮渡 

搭乘公共轮渡或私人船舶沿Maribyrnong 
River航行即可到达嘉年华。

行程约需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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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路  
(2小时车程) 
具有世界上顶级的滨海公
路，为您呈现鬼斧神工般的
十二门徒岩和独具一格的 
冲浪海滩。

尤利卡88  
摩天台
悬 空 的 可 切 换
玻 璃 箱 向 外 延
伸，为游客提供
高空惊心体验。

墨尔本之星观景轮 
墨尔本最新的著名景点， 
为游客提供绝美的视野以 
及鸟瞰墨尔本的独特机遇。  
距此30分钟车程。

神马园 
(30分钟车程) 
神马园(Living Legends)为游客提
供与退役冠军赛马近距离接触
的机会。园内赛马包括：Apache 
Cat、Better Loosen Up、Silent  
Witness，以及墨尔本杯冠军马 
Might and Power、Brew、Doriemus、 
Rogan Josh。

疏芬山 
(90分钟车程) 
位于巴拉瑞特，是19世纪50年代
的淘金镇。欢迎来此寻找宝藏，
开心体验淘金乐趣。在这里，您
有机会乘坐马车，身临其境地感
受尤里卡叛乱的情景。 

菲利普岛  
(90分钟车程) 
在 此，游 客 可以 观 赏 到可爱的 企
鹅、优美的风景，进行户外和机车
运动，与家人一起尊享绝美的滨水
生活。

普芬蒸汽火车  
(60分钟车程) 
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蒸
汽火车，沿途穿越茂
密的森林和葱郁的山
谷。游客还可选择一
等座票，感受经典的
浪漫情怀。 

从市区到 
弗莱明顿赛马场 

10分钟即达

机场 

10分钟即达

雅拉谷 
葡萄酒产区 

60分钟车程 

莫宁顿半岛 

60分钟车程

圣基达海滩 

20分钟车程

格兰屏 

3小时车程

希尔斯维尔 
野生动物保护区 

60分钟车程

火车站（从市中心发车）

从RACECOURSE ROAD转出 
即可到达弗莱明顿赛马场

墨尔本动物园

墨尔本博物馆

艺术中心

弗林德斯街 
火车站

南十字星火车站

阿提哈德体育场

联邦广场
罗德拉沃尔竞技场 

网球中心

墨尔本板球场

皇冠赌场

墨尔本水族馆 维多利亚州 
国立美术馆

亚历山德拉花园

中央商务区

唐人街

维多利亚女王市场

墨尔本会展中心

利奥特摩天塔



弗莱明顿赛马场全年任何时候都可
举办奖励与团体接待活动，为宾客提供一
个独特有趣、充满创意且成效显著的氛围。

不论是要融入赛马韵味，还是想充分
利用这里宽敞众多的活动举办场地，无限
可能供您尽情想象。 

1  与奖杯合影！

您的团体有机会与阿联酋墨尔本赛
马奖杯合影。 

阿联酋墨尔本赛马奖杯是国际知名
的澳大拉西亚赛马标志物，含18克拉黄金，
价值达$175,000。我们可为您提供一个千
载难逢的机会，让您的宾客与阿联酋墨尔
本杯赛奖杯合影留念。* 

2  赞助赛事

帮助您在闻名世界的弗莱明顿赛马
场内部专用区展示企业风采。您的团队可
尽情地享受澳大利亚顶级纯种良马比赛所
带来的激情与兴奋。通过赞助赛事在弗莱
明顿赛马场打造一场独特的户外宣传盛事，
让公司享受他人无法获取的特权。有机会
通过赛事专用标记牌来展示品牌风采，参
与赛事奖杯展示，并通过展示毯、超大屏幕
广告来宣传自身品牌，收获每场赛事现场
电视直播所带来的宣传效应。 

3  帽商作坊

在活动举办期间参加帽商作坊，营造
独具特色的赛马气氛。宾客有机会充分发
挥自身创意，亲手制作独创帽饰，并在第二
天赛事或您的赛马主题活动中展示自己
的作品，届时何不举办一场比赛，评评谁
的创造力最高？！

4  赛马场之夜

墨尔本杯赛嘉年华的聚会氛围可达
到与其他澳大利亚体育赛事截然不同的
效果—何不利用“赛马场之夜”来举办下
次奖励活动，重现观赛激情时刻。

虚拟赛马成为感受弗莱明顿赛马场
激情体验的绝妙方式，也可给晚上的娱乐
活动增添了不少有趣色彩。每场比赛，您
都可以为赛事、赛马、驯马师和骑手命名。
届时会有专门介绍，帮助您的客人了解杯
赛程序、如何下注及何时开赛。

5  历史传承与英雄巡游

弗莱明顿赛马场是澳大利亚最重大
的文化与运动赛事举办场地之一。徒步游
览赛马场与遗产中心(Heritage Centre)，重
温澳大利亚最盛大的一些赛事和精彩时
尚瞬间。您的团体还将有机会品味墨尔本
杯赛这一“举国瞩目之庆典™”以及弗莱明
顿这一世界最著名赛马场背后的传统、英
雄和盛会。

团体、奖励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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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奖杯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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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 
弗莱明顿赛马历

2016年 活动

1月1日(星期五)  元旦

1月16日(星期六)  CHESTER MANIFOLD奖金日

1月30日(星期六)  一月赛马日

1月20日(星期六) BLACK CAVIAR驰骋日

3月5日(星期六) 澳大利亚GUINEAS日

3月12日(星期六) 超级星期六

4月9日(星期六)  社区赛马日

4月25日(星期六)  澳新军团日

5月7日(星期六)  母亲节赛马日

5月21日(星期六)  ANDREW RAMSDEN奖金赛马日

6月11日(星期六)  六月赛马日

6月25日(星期六)  DAVID BOURKE PROVINCIAL PLATE日

7月9日(星期六) 弗莱明顿决赛日

7月23日(星期六) 弗莱明顿冠军赛马日

* 日期待定

* 2016年7月后日期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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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活动

4月11日(星期六)  社区赛马日

4月25日(星期六)  澳新军团日

5月9日(星期六)  母亲节赛马日

5月23日(星期六)  ANDREW RAMSDEN奖金赛马日

6月13日(星期六)  六月赛马日

6月27日(星期六)  DAVID BOURKE PROVINCIAL PLATE DAY

7月11日(星期六)  弗莱明顿决赛日

7月18日(星期六)  弗莱明顿冬季赛马日

8月8日(星期六)  弗莱明顿奖励日

9月12日(星期六) 索菲特女士狂欢赛马日

10月4日(星期日)* TURNBULL奖金日 
 Yellowglen精彩呈现

10月31日(星期六) AAMI维多利亚达比日

11月3日(星期二) 阿联酋墨尔本杯赛马日

11月5日(星期四) 皇冠橡木赛马日

11月7日(星期六) 阿联酋奖金赛马日

12月12日(星期六)  WESTERN HEALTH社区赛马日

12月19日(星期六)  圣诞赛马日

维多利亚赛马俱乐部(ACN 119 214 078)
448 Epsom Road, Flemington, VIC 3031
电话：1300 727 575 传真：(+61 3) 8378 0661
flemington.com.au

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与VRC标识均为维多利亚州赛马俱乐部所有的商标。本手册标识版权及其他内容，均属维多利亚赛马俱乐部所有或已获得第
三方使用许可。保留所有权利。刊印时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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