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回溯至 1868 年，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古色古香的 Stables 曾是 St.Huberts 酒庄的马倌宿舍区

和铁匠铺，服务于庄园内喂养的众多马匹。150 多年过去了，经过一番妙手改造，The Stables 现在 

新装亮相，成为一座可容纳 63 位宾客的私密活动场地。



午宴套餐

•  Stones 酒水套餐 
•  每桌奉上我们自烤的面包配橄榄油
•  精品茶叶和咖啡师现制咖啡

•  四道餐前开胃小吃
•  前菜、主菜、配菜和甜品

四小时婚礼午宴套餐包括：

套餐 1  | LA FAMIGLIA 

三道共享前菜、两道共享主菜、两道共享配菜以及三款

席间甜品

套餐 3 | CHOICE 

两款前菜和两款主菜供宾客自选（二选一）、两道共享配

菜及三款席间甜品

套餐 2 | ALTERNATE 

两款交替前菜、两款交替主菜、两道共享配菜及三款席

间甜品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20 澳元/客 230 澳元/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20 澳元/客 230 澳元/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30 澳元/客 240 澳元/客

建议您将婚礼开始时间定为上午 10:00、10:30 或 11:00，仪式结束 1 小时后开始供应饮品和开胃小吃， 
整个午宴全长 4 小时。



建议您将婚礼开始时间定为下午 5:00，仪式结束 1 小时后开始供应饮品和开胃小吃，整个晚宴全长 5 小时。

晚宴套餐

•  Stones 酒水套餐 
•  每桌奉上我们自烤的面包配橄榄油
•  精品茶叶和咖啡师现制咖啡

•  四道餐前开胃小吃
•  前菜、主菜、配菜和甜品

套餐 1 | LA FAMIGLIA 

三道共享前菜、两道共享主菜、两道共享配菜以及三款

席间甜品

套餐 3 | CHOICE 

两款前菜和两款主菜供宾客自选（二选一）、两道共享配

菜及三款席间甜品

套餐 2 | ALTERNATE 

两款交替前菜、两款交替主菜、两道共享配菜及三款席

间甜品

五小时婚礼晚宴套餐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35 澳元/客 245 澳元/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35 澳元/客 245 澳元/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价格 

245 澳元/客 255 澳元/客



酒水套餐

美酒配佳肴

请选择以下任一酒水套餐，为您精挑细选的午宴或晚宴锦上添花：
 
套餐 1 – STONES 精选（已包含在上述套餐内）

套餐 2 - 优质精选

选择本套餐，即可从我们的精品酒单中选择三款红葡萄酒和三款白葡萄酒，亲自打造您专属的葡萄酒单，选择包括 
Domaine Chandon 无年份干型香槟、Cester Camillo 无年份普洛塞克、2015 年份 Yarraburn 起泡酒或 Innocent Bystander 莫斯
卡托。

此外，本套餐还包含多款优质啤酒、Napoleone & Co 苹果酒和梨酒、Hepburn Springs 调味起泡矿泉水、果汁和软饮。优质
精选套餐定价为每客加收 12 澳元。

鸡尾酒

除上述套餐外，您还可在 The Dairy 提供特调鸡尾酒，让宾客在婚礼结束到宴会开始这段时间惬意交流。我们的精选鸡
尾酒单包括蜜桃贝里尼（Peach Bellini）、皮姆杯（Pimms Cup）、海盐焦糖白俄罗斯（Salted Caramel White Russian）、香槟莫
吉托（Champagne Mojito）、四柱金菲士（Four Pillars Gin Fizz）、美国佬（Americano）、薄荷朱利普（Mint Julep）和干姜荔枝
马提尼（Ginger Lychee Martini）。每款鸡尾酒定价为每客 12.50 澳元，您也可以选择包含两款不同鸡尾酒的“他她”套餐，
每客 20 澳元。

酒水套餐条款

所有酒水均由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提供，谢绝自带。请注意，所有酒水单均可能会更改。

•  Yarra Burn 年份起泡酒 

•  Yarra Burn 无年份特酿桃红起泡酒 

•  Stones 长相思  

•  Valley Vignerons 霞多丽 
 

•  Valley Vignerons 黑皮诺 

•  Valley Vignerons 西拉 

•  James Boags 优质拉格啤酒 

•  Featherweight 精酿淡啤酒 
 

•  Napoleone & Co 苹果酒 

•  Napoleone & Co 梨酒 
 

•  Hepburn Springs 调味起泡矿泉水 

•  各种软饮、果汁、茶和咖啡 



场地租赁

除餐饮酒水之外，还需支付 1,650 澳元的场地租赁费，其中包含：

条款与条件

• The Chapel 和 The Stables 场地专享使用权

• The Stables、葡萄园和周边场地取景拍摄专享使用权

• 多款烛台（含蜡烛）

• 多款烛杯（含蜡烛）

• 白色桌布和餐巾

• 白色、燕麦色或藤席桌巾

• 礼品台

• 婚宴许愿鸟笼

• 蛋糕台和蛋糕刀

• 婚礼蛋糕切分、装盘和/或打包

• 迎宾黑板和支架

• 桌号牌

• 个性化白色或原色菜单

• 无线麦克风

• 主持台

• 所有场地提供 iPod 播放设备

• 厅堂外围区域（礼品台、餐具柜、吧台和洗手间）时令
绿植装饰

• 可使用 The Chapel 的 Steinbach 小型三角钢琴

• 私密母婴室（婚宴全程可用）

• 私密新娘室（婚宴全程可用）

• 经验丰富的专职婚礼统筹和专职婚宴招待统筹

• 迎宾接待，根据进度在全场邀请来宾落座，并为每一
位宾客引座

• 与您的外部供应商联络，确认和协调场地布置、收拾
和其它要求

• 布置小型个人物件，如座位卡、伴手礼、签到簿和相框



音乐相关政策

受 The Stables 毗邻居民区且场地空间的私密特性所限，音乐管理至关重要。因此，如果您的婚礼需要现场音乐，则乐队

规模不得超过三人。请注意，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的所有客户都必须从我们的首选供应商名单中预先选好其在 The 

Stables 的 DJ 和现场音乐。经过多年发展，我们已建立起广泛的合作关系，涵盖了各种类型的音乐。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索取获认可的乐队和 DJ 的完整名单。您可以任选心仪的音乐家，在婚礼全程和餐前及开胃小吃期间进行表演。

儿童和工作人员

15 岁以下儿童和几乎全程在场的供应商工作人员（如乐队、摄影师、摄像师等）的餐饮费用为每人 85 澳元。无需餐
饮服务的婴儿免费。 

场地容量

The Stables 起订人数为 40 位成人，最多可容纳 63 位宾客。

条款与条件



宴会时间

- 午宴套餐时长为四小时，婚礼时间为上午 10:00、10:30 或 11:00。

-  晚宴套餐时长为五小时，婚礼时间为下午 5:00，下午 6:00 在 The Dairy 提供餐前酒水，宴会结束时间不超过晚上 
11:00。

-  宴会延时仅限于夏令时以外的时段，且婚礼开始时间需要提前。延时 1 小时的场地费用为 1,000 澳元，外加每客 16 
澳元（Stones 精选）或 18 澳元（优质精选）的酒水费用。我们的酒水套餐最长服务时间为六小时。

-  请注意，除非获得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的书面同意，姐妹团派对及宾客在婚礼前 30 分钟不可进入场地拍摄或进
行其它任何活动。

定金

为确保预订成功，需支付 2,000 澳元的定金并签署预订协议。请注意，仅在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收到您的定金付款
后，才会确认您的预订。

如果不幸需要取消预订，需向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提交书面通知。如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能够在您原预订的场
地、日期和时间确认安排另一场婚礼，则可退还您的定金（扣除 500 澳元手续费）。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将婚礼延期视为取消。要确保预订到另一个日期，需签署新的协议，并重新支付相应定金。原
定金将按上述条款退还。 

付款

新人最迟必须在婚礼日期前 14 天确认餐饮酒水套餐和最终宾客人数。在此日期后，如宾客人数减少，所有款项均不
予退还（金钱或其它形式）。如宾客人数增加，可在稍后日期确认变更，并收取相应费用。通过信用卡支付婚礼定金
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通过信用卡支付婚礼的其余费用将产生以下手续费：万事达卡 1.13%/维萨卡 1.16%/美国运通卡 
1.76%。请注意，这些手续费可能会根据当前的银行交易费用进行调整。

请注意，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需要客户提供信用卡信息来安排所有活动。对于婚礼日期前 14 天内产生的任何杂费、
未付金额或活动后的额外费用，我们将向所提供的信用卡收费。

条款与条件



宾客责任与行为规范

预订协议的签署人需对宾客的行为负责。对于宴会期间在场地内或相关区域发生的任何损坏，签署人将承担赔偿责
任。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有权在宾客酗酒或滥用违法药物的情况下立即结束宴会。

根据《2004 年职业健康与安全法》（维州）的规定，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必须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为其员工提供安
全且无身心健康风险的工作环境。您必须确保在宴会开始前或进行过程中，您或您宴会的任何出席人员不会以任何
方式（包括通信或电话）对我们任何员工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构成威胁。这是我们合约中的重要条款。如果我们合
理认为您违反了此条款，则可能会立即终止您与我们的合约，同时保留我们对违约所造成损害的索赔权利。

条款与条件



住宿
 
紧邻酒庄的 The Farmhouse at Meletos（梅勒托斯农家乐）是本地区一流的住宿选择。所有客房均位于 The Farmhouse 
托斯卡纳风格的双层建筑内，提供独立卫浴，精致舒享，风情无限。我们也可推荐亚拉河谷各地的其它丰富下榻之
选。 
 
 
供应商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与众多一流的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包括证婚人、花卉商、摄影师、摄像师、蛋糕店、
交通和住宿服务供应商等。

请注意，您的婚礼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供应商。一旦您确认预订，我们将向您提供我们强烈推荐的首选
供应商名单。
 
请注意，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有权拒绝任何供应商或承包商进入或接触我们的私人财产。如果您意向中的供应商并
未列入我们的首选名单，您需取得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的书面批准方可确认预订该供应商。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在书面批准前可能会直接与供应商联系，探讨入场时间和要求。 

婚礼蛋糕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将非常乐意为您切分婚礼蛋糕、装盘送到餐桌中央或是打包供宾客带走。本服务不收取额外费
用。请注意，宴会当日，婚礼蛋糕是唯一可带入场地的外食。

策划您的婚礼



MELETOS PROVIDORE 工作室 
 
远近闻名的 Providore 工作室就位于 Meletos 的黄金地段。 
 
Providore 出色的创意团队可提供一系列独具格调的配套服务，为您的大喜之日锦上添花。从手工制作的伴手礼和个性
定制菜单，到雅致浪漫的花艺布置，全程倾力相助，帮您打造梦寐以求的婚礼！ 
 
 
鲜花和绿植
 
Providore 精选本地最优质的时令鲜花和绿植，搭配简约典雅的造型，为您的梦幻场地增色添彩。Providore 受到法式
田园花艺和澳大利亚自然之美的双重熏陶，可提供一系列花艺服务，包括新娘花束、襟花、绿植装饰和简单插花装饰
等。
 

场地装饰
 
让宾客在温馨浪漫的彩灯之下翩然起舞，或是让繁星般的小彩灯照耀您的梦幻盛宴—— Providore 都可租借并为您量身
打造。

提供多款乡村草坪游戏，让宾客在 The Dairy 的鸡尾酒时光更加趣致欢乐。考虑办一场户外婚礼？Providore 也可在您指
定的位置为您安排布置素雅的白色宾客座椅。此外，还可为您的个性化菜单妆点一抹鲜嫩绿意，为您的盛宴餐桌更添
惊艳特色。

伴手礼
 
我们还提供精美的本地制作伴手礼，让您的宾客将这段欢乐回忆铭刻于心。

选择包括天然手工皂、有机蜂蜜和手工果酱。伴手礼全部来自本地供应商，根据您的品味格调量身打造，让您为自己
的大喜日子搭配一件完美纪念品。
 

策划您的婚礼



可持续环保措施

我们一直致力于减少我们的活动对地球环境产生的影响，言出必行，我们投资建造了自己的闭环堆肥系统。这台出色的
机器能将近 100% 的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堆肥，并充分应用于酒庄周边的绿地。

随着我们的餐厅不断努力实现零浪费，我们还将果蔬包装改为了曾用于本地郁金香装运的桶盆，积极践行绿色环保理
念！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还通过 Climate Friendly 开展了高水平的碳足迹评估，并有能力对您的宾客活动提供碳补偿。在
您的大喜之日，在所难免的碳足迹包括能源、燃气、食物和燃料消耗以及废弃物的产生。

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所需的树木、灌木和草皮，出力修复维多利亚州的美丽环境，用抵消出席宾客的碳补偿来取代传统
的伴手礼。

只需每客 2 澳元，我们就可为每位宾客种植一株幼苗，并在每份菜单底部印上一条消息，告知宾客您的周到心意。

我们最新的可持续环保措施还包括在整个酒庄安装了 eWater 系统。eWater 系统仅使用盐和电解进行清洁杀菌，以简
单、环保且高效的方式取代有害的预包装化学清洁剂和杀菌剂，确保我们的排水道无毒无害，并大大减少塑料浪费。

请注意，为践行我们的环保理念，我们不允许在酒庄内布置任何气球，包括气球拱门、装饰或放飞气球，感谢您的理解
与合作。

安心可靠

对于变幻莫测的天气，我们还投入了重金，帮助从容应对天威难测的大自然。整个场地全部连有备用发电机，即使电力
中断，也丝毫不用担心。

此外，尽管国家宽带网络尚未进驻我们的田园乡村，我们已自行安装了光纤电缆，供您尽享本地区最快最可靠的 WiFi 网
络。

特色



欢迎您在周末时前往 The Barn 餐厅享用午餐，品尝当季婚宴菜单的最新菜肴。The Barn 每周六供应含两道或三道菜的点
菜式午餐。周日供应我们的 La Famiglia 套餐，整切烤肉和共享菜式是三道菜中的绝对亮点。请注意，预订将按餐厅定价
收费，由于周末午间为用餐高峰，我们无法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品菜服务。

我们的婚宴菜单包含：
•  The Dairy 一小时午宴或晚宴前酒水和开胃小吃

•  每桌奉上我们自烤的面包配橄榄油

•  La Famiglia 套餐或单独装盘菜肴

•  席间甜品

•  咖啡师现制咖啡和精品茶叶

开胃小吃 - 四款任选

肉类和禽类

鸡肝酱配梅子冻

羊里脊配黄瓜酸奶蘸酱（GF）

盐肤木风味酥皮鸡配日式木鱼花和墨西哥辣椒蛋黄酱（GF/DF）

猪肉韭菜馄饨配黑醋（GF/DF）

素食

香草山羊奶酪挞

松露鲜蘑塔雷吉欧奶酪炸饭团

压腌西瓜配亚拉河谷乳制品农场波斯菲达奶酪和意大利黑醋（GF）

越南米纸卷配酸辣酱（GF/DF）

海鲜

卡真香料烤赫维湾扇贝配烤玉米莎莎酱（GF/DF）

千丝炸明虾配烟熏红椒蒜泥蛋黄酱（DF）

新鲜生蚝配香槟汁酱（GF/DF）

澳洲旭蟹芜菁续随子配莳萝烤面包（DF）

婚宴菜单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丰富多样的宴席风格让您可以随心打造独一无二的用餐体验，完美展现您的品味格调。 
La Famiglia套餐提供三道前菜、两道 La Famiglia 主菜和两道配菜，置于餐桌中央，供宾客自由取用。

您也可以选择交替式或宾客自选式宴席风格，供应单独装盘的前菜和主菜。在 Choice 套餐中，宾客能够自行从您预先
选定的菜单中选择喜爱的前菜和主菜，每客额外收费 10 澳元。

海鲜冷盘

在 The Barn 宴会中上前菜之前，呈献给宾客的惊艳之选，冷盘包括精选鲜虾、生蚝、烟熏三文鱼和烤贻贝，每客 17 澳元。

开胃小菜

在餐桌上摆放传统开胃小菜，供宾客落座 The Barn 时享用，品种包括各种腌制肉、烟熏三文鱼、腌制蔬菜和橄榄，每人额外收
费 9.50 澳元。

前菜 – 任选两款（Alternating 或 Choice）或任选三款（La Famiglia）

香煎王鱼配红葱、胡萝卜、雪莉酒和焦橙瓣汁（GF）

焦糖五花肉配苏比斯调味汁、苹果和芥末果碎

Wandin 鹌鹑配川椒、亚洲卷心菜沙拉和青辣椒酸奶酱（GF）

彩虹萝卜配烤哈罗米奶酪、香草脆皮花椰菜、樱桃萝卜沙拉（V）

焦糖洋葱挞配南瓜、佩科里诺奶酪、芝麻菜和意式红酒汁（V）

Aylesdale 鸭胸配烟熏蜂蜜，甜菜根和酸模（GF/DF）

薄酥皮大虾配阿拉伯茄子酱、红石榴和香草

婚宴菜单



请注意，我们的行政总厨将根据时令调整菜单，确保为您的婚宴提供最新鲜的菜品。

LA FAMIGLIA – 任选两款

精选一系列整块烤肉和全鱼，以传统盛宴形式供宾客分享交流。您选定的菜肴将依次呈放于每桌中央，激发宾客
之间的良好互动，让亲朋好友在您的大喜之日欢笑晏晏。每一道菜都完美彰显当季最鲜美的食材品质，悉心传达
您的上佳品位。在 La Famiglia 套餐中，您可以选择两道配菜搭配您的精选主菜，为宾客带来真正的盛筵体验。

慢烤羊肩配莎莎青酱和水芹（GF/DF）

海鲂全鱼配柠檬虾夷葱藏红花白奶油汁（GF）

鳟鱼配豌豆苗，樱桃萝卜和蒜蓉核桃酱（GF/DF）

澳洲Sher 7+ 级和牛臀肉配杜兰小麦脆皮面饼，烟熏蒜泥蛋黄酱和法式肉汁精华

百里香烤鸡配香炒羽衣甘蓝和焦柠檬（GF/DF）

配菜 – 任选两款

油封蒜香 Dobson 土豆配香草和盐肤木调料（DF/GF）

意式面包沙拉配炭烤红椒、油炸面包丁和柠檬醋汁（DF）

青豆沙拉配莎莎青酱和亚拉河谷乳制品农场波斯菲达奶酪（GF）

烤南瓜沙拉配苦苣、果仁、龙蒿和白豆酱（DF/GF）

Mount Zero 法老小麦松子塔布勒沙拉（DF）

主菜 – 任选两款

肋眼菲力牛排配防风草蒜泥酱和波尔多酱汁

油封鸭腿配炖豌豆、烟熏肥膘丁和薄荷（GF）

罗马烤面疙瘩配阿根廷青酱、香烤串果番茄和山羊奶酪法式贝涅饼（V）

香草脆皮羊臀肉配叙利亚茄泥、香脆羽衣甘蓝和柠檬希腊酸奶

香酥玉米饼配西班牙红椒坚果酱、炭烧芦笋和金针菇（V/DF/GF）

Cone Bay 盲曹鱼配白莎莎酱、花椰菜、白凤尾鱼、续随子和欧芹（GF）

散养鸡胸肉配银甜菜、玉米、蘑菇和香煎京葱（GF）

香酥杜卡香料三文鱼配西兰花苗、腌渍柠檬和番茄（DF/GF）

婚宴菜单

主菜 – 任选两款LA FAMIGLIA– 任选两款



您还可以为宾客奉上各种本地和进口奶酪，为您的婚宴画上完美句号，每客额外收费 9.5 澳元。我们的奶酪拼盘搭配时令水果和
薄脆饼干，呈至餐桌中央，为宾客带来甜品之外的可口美味。

奶酪和水果

仪式结束后，我们的咖啡师将随时为宾客奉上各式热饮。提供墨尔本 Collingwood 特色咖啡品牌 Allpress Espresso 的多种咖啡风
味，以及精品茶叶，作为您精选甜品的完美搭配。

精品茶叶和咖啡师现制咖啡

席间甜品 – 任选三款

黑巧克力饼干配焦糖姜汁香橙酱

开心果果仁酥皮饼配蜂蜜和玫瑰花瓣

白巧克力杯配慕斯和柑桔果酱冻

马斯卡彭奶酪蛋糕配咖啡和可可

焦香蛋白霜配柠檬和华夫脆筒

小香梨榛果慕斯配薄脆片

百香果牛奶巧克力马卡龙

香草蓝莓挞配糖渍柠檬

婚宴菜单



（V）：素食

（DF）：不含乳制品

（GF）：不含麸质

果仁酥皮饼（BAKLAVA）：一款由千层酥皮和碎坚果制作，并加入蜂蜜调味的酥皮甜点

日式木花鱼（BONITO）：经发酵和晒干的金枪鱼

波尔多酱汁（BORDELAISE）：经典法式酱汁，由红葡萄酒、骨髓、红葱和浓肉汁制成

阿根廷青酱（CHIMICHURRI）：欧芹碎、大蒜、橄榄油、牛至和红酒醋制成的酱汁

墨西哥辣椒（CHIPOTLE）：墨西哥烟熏辣椒，为蛋黄酱增添一丝奇妙风味

醋渍（ESCABECHE）：用醋腌制并熬煮，起源于地中海和拉丁美洲

法老小麦（FARRO）：一种古老的谷物，有坚果香味

薄脆片（FEUILLETINE）：一种法式酥脆甜味碎薄片，有黄油香味

千丝（KATAIFI）：中东和希腊美食中常见的碎酥皮丝

芜菁（KOHLRABI）：一种德国大头菜，味道类似于白菜

浓缩酸奶（LABNEH）：经过沥滤的希腊酸奶，脱除了大部分乳清。

肥膘丁（LARDONS）：法式盐渍猪脂肪

意式面包沙拉（PANZANELLA）：托斯卡纳风味的沙拉，由面包丁、番茄、罗勒和橄榄油制成。

佩科里诺奶酪（PECORINO）：意大利硬奶酪，由羊奶制成

红椒坚果酱（ROMESCO）：坚果和红椒制成的酱汁，起源于西班牙

藏红花白奶油汁（SAFFRON BUERRE BLANC）：由藏红花、黄油和白葡萄酒制成的法式酱汁

白莎莎酱（SALSA BIANCO）：由红葱、香醋和大蒜制成的意式白奶油酱

莎莎青酱（SALSA VERDE）：由欧芹、罗勒、大蒜、橄榄油和柠檬制成的意式青酱

防风草蒜泥酱（SKORDALIA）：防风草和大蒜制成的浓酱

苏比斯调味汁（SOUBISE）：由黄油、鲜奶油和洋葱慢熬的酱汁

塔布勒沙拉（TABOULEH）：由欧芹、蕃茄和薄荷制作的碎麦沙拉

塔雷吉欧奶酪（TALEGGIO）：一种半软质的意式淡味奶酪，带有浓郁香气

核桃酱（TARATOR）：核桃碎、香草和柠檬汁制成的中东风味酱汁

婚宴菜单术语解释



欢迎垂询！

我们诚心以待，静候佳音！

如需了解更多在 The Stables at Stones 举办婚礼的信息，或安排时间与我们面谈，请联系：

Michaela Violi 
michaela@stonesoftheyarravalley.com
+61 (03) 8727 3000 
14 St.Huberts Road, Coldstream VIC 3770

衷心期待为您在 Stones of the Yarra Valley 呈献一场称心如意的梦幻婚礼。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