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澳大利亚

Visa发现澳大利亚 2017-2018

※

购物/Shopping

全国

Priceline

消费满100澳元或以上可获九折优惠
消费满100 澳元或以上即可享全店九折优惠，只需使用您的 Visa卡付款。每笔交易最多可享100 澳元
的优惠。礼品卡，药点专售药品，处方药除外。享受优惠，您需消费满100 澳元或以上，并使用亚太地
区(不包括澳洲和新西兰)发行的 Visa卡一次付清货款。为满足优惠条件，Visa 亚太地区卡主须于消费
时出示有效护照证明本人的国际游客身份，以获享全单九折优惠。不适用于在线购物。本优惠仅适用
于零售购物及零售购物者。店员有权拒绝看似不满足条件的顾客。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所发行之Visa卡
不适用此项优惠。
Receive a 10% discount storewide on purchases over AU$100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Maximum
discount of AU$100 applies.

Priceline 是澳洲健康，美容及保健领域的领导品牌，售点遍及全澳洲，帮助
女性保持容颜美丽，生活美好、心情愉悦。我们为客户提供无数优秀的品牌，
高端的品质、新潮且独特的产品。在Priceline，您能找到无数的彩妆，护肤，
维生素品牌及营养保健品牌，是澳洲最大的健康，美容及保健品选购地。
享受优惠，您须于消费时出示有效护照及提供促销码“ VISA AP ”。

优惠适用于特定Priceline和 Priceline Pharmacy商店. 详情请参阅Priceline网页
www.priceline.com.au/visa-ap 。
※Visa发现澳大利亚手册的优惠活动到2018 年 6月30日为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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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澳大利亚 2017–2018
购物/Shopping

悉尼

J Farren-Price

赠送手表自动上链盒
凡使用Visa卡消费满10,000 澳元，赠送价值625澳元的Orbita手表自动上链盒。每位顾客限赠一份。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automatic watchwinder by Orbita worth AU$625 on all Visa card purchases over
AU$10,000.

极具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家族式精品店。过去70年中，J Farren-Price 家族精
挑细选，用心打造，向跨越大洋洲和亚洲的专属贵客，完美呈现出全球最精
细瑞士手表和纯手工珠宝。J Farren-Price 提供有您最喜爱的精品，其中包括

Patek Philippe, Rolex, Vacheron Constantin, Jaeger Le Coultre, Hublot,
Panerai, IWC, Chopard, Tudor Longines。
赠送手表自动上链盒

手表不包括

享受优惠，请于柜檯向销售人员出示此项优惠（于行动装置出示或者列印）。

St James站下车，步行2分钟
80 Castlereagh Street, Sydney
+61 2 9231 3299
http://www.jfarrenprice.com.au
星期一~三, 五: 10:00-17:00，星期四: 10:00-18:00，星期六: 10:00-17:00，星期日: 11:30-17:00

购物/Shopping

全国

Michael Hill

消费满500澳元或以上享75澳元的折扣
享75澳元折扣* 只需使用您的Visa卡于指定商品消费满500 澳元或以上。
*此优惠需于达成指定条件后方适用。为达成节省75澳元的折扣，同一消费者须于同笔交易消费满500
澳元或以上。一次交易只能使用一次折扣。以下范围内不适用此优惠：于 01/07/17–30/06/18上架目录
商品，已折扣商品，使用礼品券购物，专业照护计划，指定项目（包含但不仅限于下列商品：Evermore

Colourless Bridal Collection, Ideal Cut Bridal Collection, Southern Star Bridal Collection, Sir
Michael Hill Designer Bridal & Fashion Collections, Spirits Bay, Emma & Roe, Everlight and
Infinitas Collections），分期付款商品以及特殊订单商品。此优惠适用于本公司一般条款，条件，配送，
退货与隐私条款，详情可参阅本公司网站michaelhill.co.nz/privacy。此优惠不适用于优先购买，不可
转换为现金亦不可与其他优惠共同使用。退款或折让票据上将只会显示该商品之购买价格（收据所
示）而非原价。此优惠不适用于线上购物。
Receive AU$75 off purchases of AU$500 or more on selected items.

Michael Hill是一家极罕有的珠宝零售商——拥有自己的手工艺大师团队，不
懈地设计永恒之作。Michael Hill钻石提供全球终生钻石保修，确保你生命中
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场合，人物和计划都称心如意。Michael Hill将为您呈现自
创业1979年以来，以非凡的手艺打造而成的绝美珠宝，为您打造适合您的珠
宝，设计出跨越时光的作品。Michael Hill不断的打磨自身的技术，只为您提
供流传永世的传家之宝与艺术品。超过35年以来，我们不仅在本土扎根，更
将视野或展全球，据点遍佈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在这一路
上，Michael Hill以优异的珠宝品质闻名。
全澳大利亚Michael Hill 商家皆适用此优惠。详情请预览 http://www.michaelhill.com.au/Stores

享受优惠，请于结帐时出示本优惠以及条码。

20170525

Visa发现澳大利亚 2017–2018
购物/Shopping

多地

欧舒丹
L'Occitane

消费满80澳元或以上获赠“普罗旺斯纪念品”礼品袋
消费满80澳元或以上并使用您的Visa卡结帐即获赠“普罗旺斯
纪念品”礼品袋限定款 (价值15澳元)。内容物包含欧舒丹曾获
得奖项的乳油木果油10毫升，限定款马鞭草与樱花10毫升，以
及指甲锉一组。单笔消费满80 澳元或以上。每位顾客以及每次
交易可享受一份赠品。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促销活动一同使用，
除非消费者另外到达消费门槛。此优惠直至赠品兑换完为止。
Receive a “Souvenirs from Provence”gift pouch with purchases of
AU$80.

欧舒丹带给您由最上乘且最有效的传统成分製成的自然且可靠的护肤产品。
在这裡您将从最热销的系列产品中找到适合您的皮肤照护，身体保养以及香
水产品。
享受优惠，请于结帐时提供此优惠与条码。

此优惠适用于澳大利亚欧舒丹以下分店：CHATSWOOD, BROADWAY, WESTFIELD CHATSWOOD,
SYDNEY AIRPORT, QVB, CENTREPOINT, WORLD SQUARE, SUNSHINE PLAZA, L’OCCITANE PACIFIC
FAIR NL, CHADSTONE, MELB CENTRAL, MELB AIRPORT, DONCASTER, EMPORIUM MELBOURNE.
详情请参阅：http://au.loccitane.com 。

餐厅/Restaurant

悉尼/珀斯

Hurricane's Grill

九折优惠
享受 9 折优惠，只需使用 Visa 卡结账。该优惠适用于星期日至四的午餐和晚餐。预订需要。
Receive a 10% discount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优先座位
使用Visa卡结账可享受优先座位，预订时请告知理想座位。该优惠适用于星期日至四的午餐和晚餐。
预订需要。
Receive preferred seating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Hurricane’
s Grill专供顶级澳式牛排，风味牛肋排，猪肋排，羊肋排和烤鸡。
这些招牌菜式都由特制的南非酱料腌制，味道独特，在众多传统牛排餐厅中
脱颖而出。
享受优惠，请于预訂时告知使用此优惠。請提前至少24小時預訂。

Convention Centre Light Rail 站下车，步行2分钟
Shops 434-436, Harbourside Shopping Centre, Darling Harbour
+61 2 9211 2210
https://darlingharbour.hurricanesgrill.com.au
午餐: 星期一~五: 12:00-15:00，晚餐: 星期一~五: 17:00至夜晚，全日餐饮: 星期六，日: 12:00至夜晚

95 The Grande Parade Brighton Le Sands
+61 2 9211 2210
https://www.brightonlesands.hurricanesgrill.com.au
午餐: 星期一~五: 12:00-15:00，晚餐: 星期一~五: 17:00至夜晚，全日餐饮: 星期六，
日: 12:00至夜晚

Circular Quay 站下车，步行1分钟
1 Macquarie Place, Sydney
+61 2 9211 2210
https://circularquay.hurricanesgrill.com.au
午餐: 星期一～五: 12:00-15:00，晚餐: 星期一～五: 17:00至夜晚，全日餐饮: 星期六，日: 12:00至夜晚

Hillarys Boat Harbour, 203/58 Southside Dr, Hillarys
+61 8 9447 2238
https://hillarys.hurricanesgrill.com.au
午餐: 星期三～五: 12:00-15:00，晚餐: 星期二到五: 17:00至夜晚，全日餐饮: 星期六，日: 12:00至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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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ctivity

墨尔本

澳大利亚环球热气球
Global Ballooning Australia

墨尔本或亚拉河谷的热气球飞行项目享85澳元折扣
优惠
您可享受85澳元的折扣优惠，只需使用Visa卡购买墨尔本或亚拉河谷的“热气球飞行”或“早餐 +热气
球飞行”项目。
了解完整条款与条件，请浏览

https://www.globalballooning.com.au/terms-and-conditions
Receive an AU$85 discount on 'Flight only' or 'Flight + breakfast' options when you purchase a
Melbourne or Yarra Valley Hot Air Balloon flight and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澳大利亚环球热气球在 25 年以来与世界各地超过 90,000 以上名朋友分享日
出，我们以优异的安全纪录而自豪。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环球热气球深切关
心各位乘客的体验。对我们而言，整趟旅程在于与人的交流以及我们称之
为办公室的大自然。无须遥远的旅途，没有比搭乘澳大利亚环球热气球更
能仔细欣赏这美丽的城市ー墨尔本，在这一小时之间，就只有你与天地。
如需预订，请致电澳大利亚环球热气球+61-3-9428-5703
或电邮至 balloon@globalballooning.com.au ，并提供促销码“ Visa AP offer”。

East Richmond Station或 Swan Street火车站下车，步行1分钟
173-175 Swan St, Richmond
+61 3 9428 5703
www.globalballooning.cn

活动/Activity

全国

澳洲高空跳伞公司
Skydive Australia

购买任何促销商品享30澳元折扣
您可享受30 澳元折扣优惠于任何促銷商品，只需使用 Visa卡结账。优惠仅适用于14,000 英尺及15,000
英尺的日间双人高空跳伞。请提前预约。
Receive an additional AU$30 discount on any sale product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您可与经验丰富的专业指导一起，在澳洲最具盛名的地标上空15,000 英尺
处体验双人跳伞。只需15分钟的指导，您即可感受极致震撼——迎向地面
长达60 秒的自由落体! 免费送返所选降落点。
如需预约，请致电澳洲高空跳伞公司 +61-2-4225-8444，或浏览 www.skydive.com.au 。
致电预约时请提供促销码“ VISA17”
，或于网上结账时输入此促销码。
请于跳伞当天，于降落区出示手机中的优惠页面或打印的优惠券。
优惠适用于澳大利亚16个最佳景点，包括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大堡礁，亚拉河谷及更多。
详情请浏览 www.skydive.com.au 。

20170525

Visa发现澳大利亚 2017–2018
活动/Activity

布里斯班

龙柏考拉动物园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九折优惠
您可享受9 折优惠，只需使用Visa卡购买单日票。
Receive a 10% discount on all daily passes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购买价值20澳元的抱抱考拉照片即可获赠照片年历
您可获赠照片年历，只需使用 Visa卡购买价值20 澳元的抱抱考拉照片。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photo calendar when you purchase a standard AU$20 koala hold photo with your
Visa card.

龙柏考拉动物园为您提供与澳洲著名野生动物亲密接触，近身互动的难忘
体验——拥抱考拉，投喂袋鼠和野生鹦鹉，对滑稽可爱的鸭嘴兽捧腹大笑。
全园提供免费WIFI 和手机无线充电站。龙柏考拉动物园是休闲放松的绝佳
胜地，美好的自然环境定能为您留下值得回味的美妙记忆。
享受优惠，您须在入口处向工作人员出示官网或移动应用程序中的优惠页面，或于购买照片前向零售
人员出示优惠内容。优惠不适用于网上订单。
塔430或445班公车，龙柏考拉动物园站下车

708 Jesmond Road, Fig Tree Pocket, Queensland
+61 7 3378 1366
https://www.koala.net
星期一~日: 09:00-17:00

活动/Activity

墨尔本

想象热气球

Picture This Ballooning

50澳元折扣优惠，并赠送免费照片
您可享受50 澳元的折扣优惠并获赠免费的照片，只需使用Visa卡购买墨尔本或亚拉河谷热气球飞行项
目。优惠适用于“热气球飞行”和“香槟早餐热气球飞行”项目。请提前预约。
Receive an AU$50 discount and complimentary inflight photos when you purchase a Melbourne or Yarra
Valley Hot Air Balloon flight and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700澳元折扣优惠，并赠送免费照片
您可享受700 澳元的折扣优惠并获赠免费的照片，只需使用Visa卡购买戴尔斯福德，墨尔本或亚拉河谷
2-10人专享热气球飞行项目。
戴尔斯福德的专享热气球飞行中，包含当地飞行员讲解戴尔斯福德的历史与背景资料。优惠适用于“热
气球飞行”和“香槟早餐热气球飞行”项目。请提前预约。
Receive an AU$700 discount and complimentary inflight photos when you purchase a Daylesford, Melbourne or
Yarra Valley exclusive private Hot Air Balloon flight for 2 people, or up to 10 people and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61 3 9429 0277
http://www.picturethisballooning.com.au

想象热气球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热气球公司——有众多好评为证。我
们的热气球飞行在墨尔本，亚拉河谷和戴尔斯福德的上空，年中无休 ( 天
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想象热气球由家族拥有与管理，我们的气球飞行员
来自中国，英国，加拿大，美洲，俄罗斯及澳大利亚，组成了文化多元，不断
成长的服务团队。自1996 年起，我们致力于为所有游客提供最佳热气球体
出发集合地点如下
墨尔本市集合点：Sofitel，或商业中心区域酒店免
费接送
亚拉河谷集合点：Yarra Valley Lodge
戴尔斯德福集合点：住处接送

验——我们做到了！
如需预订，请致电想象热气球+61-3-9429-0277 或电邮至 yanke@picturethis.com.au ( 联系人 张宴
柯 )，并提供促销码“ Visa AP offer”优惠仅适用于直接预订。如有需求，可提供中文讲解，详情请一同
向联系人 张宴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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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悉尼塔空中漫步

SKYWALK
at the Sydney Tower Eye

八折优惠
您可享受空中漫步八折优惠，只需使用Visa卡结账。该优惠适用于全价成人与儿童。
Receive a 20% discount on SKYWALK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悉尼塔空中走廊，带您走出悉尼塔外，在悉尼上方268米处尽享空中漫步，徜
徉在风和360度视野的美妙景色中。透过玻璃地面观景平台，鸟瞰悉尼街巷
铺展脚下，来往人群熙熙攘攘。在45分钟的浏览时间中，风趣老道的导游将
为您讲解悉尼和更多奇闻异事。
享受优惠，您须于到达时出示手机中或打印的空中漫步优惠券。促销码:4180。优惠不可在线使用。

Town Hall站下车，步行3分钟
Level 5, Westfield Shopping Centre 100 Market Street, Sydney
+61 1 800 258 693
https://www.sydneytowereye.com.au
10月-4月：每日10:00 至20:00，5月-9月：每日10:00 至19:00

Map

活动/Activity

悉尼

幻多奇巡航游轮

Fantasea Cruising Sydney
八折优惠于指定商品
您可享受８折优惠于TARONGA 动物园套餐，经典澳洲巡航，经典澳洲巡航加，赏鲸以及水上的士快照
巡游。请提前预约。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条款一同使用。
欲了解完整条款与条件，请浏览 https://www.fantasea.com.au/terms-and-conditions/ .
Receive a 20% discount on the Taronga Zoo Package, Classic Aussie Cruise, Classic Aussie Cruise Plus, Whale
Watching, and Water Taxi Snapshot Cruise.

幻多奇巡航游轮将为您带来全澳大利亚最个人化的水上体验。我们的船隻
从16人水上出租车到豪华轮船皆有提供。我们的舰队将提供特别巡航，赏鲸
巡航，点对点服务，而即将推出的经典澳大利亚巡航中更将提供现做的美味
BBQ 汉堡及爽口的当地啤酒，让您一嚐最道地的澳大利亚。无论您正在享受
一段怎样的旅程，幻多奇巡航游轮提供的体验绝对最符合您的需求。您更可
自行决定出发时间，出发地点以及航行时间。
享受优惠，请至 https://www.fantasea.com.au 并于线上结帐时提供促销码“ VISAFC18 ”。此优惠
仅适用于线上直接预订。

Pier 26, Darling Harbour, Sydney
+61 2 9556 9200
info@fantasea.com

https://www.fantase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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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细则
服务条款及条件

小礼品

餐厅

■ Visa发现澳大利亚手册的优惠活动到2018年06月30日为止有效。

■所有礼品都必须在购物当地索取。您回国后不可索取。

■ 优惠信息上的照片仅供您参考。

■ 该优惠适用于亚太地区所发行之Visa卡且持卡人须通过 Visa网路

■每人在6个月内只限索取一份礼物。您在索取礼物的时候，工作

■ 每人只能得到一份免费饮品，甜点或者加菜 /礼品。

交易方可享受此优惠。。
■欲兑换优惠，请出示本手册中的相应优惠券内容（可出示打印版
或电子版，如手机或iPad等电子屏幕均可）。
■没有优惠信息无法兑换优惠奖励。
■如果您没有及时出示优惠信息，可能导致您无法得到优惠奖励。

人员可能要求您留下您的姓名。
■根据库存，礼物可能有变更。
■所有收据的日期必须和购物当天日期一直，并且Visa卡持卡人姓
名需要和卡上印刷名称一直。

如果参与商户拒绝提供优惠 请出示以下声明

■优惠活动仅在手册上明文列出的商铺中使用。

Dear Merchant, Please provide your offer to customers who
present the appropriate coupon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各个提供优惠的商铺对其优惠活动和服务负有全部责任。
优惠

■服务条款及条件根据各个商铺而不同。请在参加优惠活动前阅

■购物时需要出示优惠信息。

■ 手册中的信息都是基于2017年05月的信息，并且有可能在将来

成功，以及用您的 Visa 卡做预约抵押金的支付。具体要求请详
细阅读手册中各个酒店优惠活动内容。除非另行通知，必须使
■ 如果酒店房间已满，您可能无法提前预约，因此也有可能无法
参加优惠活动。
■各个酒店有不同的取消预约的规定，在您预约时请向各个酒店

读具体店铺的条款条件。

■ Visa Worldwide对优惠使用的赔偿不负任何责任。

■ 您出发前，请一定要提前预约酒店，并且向酒店再次确认预约

用英语进行预约。

■如果您需要咨询或希望得到更多信息，请直接联系商铺。

来兑换奖励。

可能不同。
酒店

■ 优惠内容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商品。

■购物后，请收好您的Visa卡收据。您可能需要出示收据作为证明

人需满足优惠活动要求）。
■ 优惠信息上的照片仅供您参考。实际商品与手册上登载的照片有

■优惠券上的照片仅供您参考，具体以实物为难。

■本优惠活动与其他促销，减价和特别优惠活动不可一同使用。

■持卡人每次在本手册的优惠商铺中消费时，每人仅限享用一次优惠。

■ 每一位Visa卡持卡人在享受优惠的同时，可以带另外一人（同行

体验
■请确定您已经阅读每一页上的每个优惠活动的服务条款与条件。
须在博物馆售票处出示优惠信息。
■优惠券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咨询。
■ 本优惠活动不可与其他优惠共同使用，也不可以使用于集体或
公司预约。
■ 价格根据当地的税价可能有变化。

有变化。优惠活动和服务可能变更或者中断。
■ 除了优惠活动中有特别指出，所有优惠都不包括税金和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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