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l like a local
in New Zealand

Visa发现新西兰 2017-2018

※

购物/Shopping

多地

TravelPharm
Premium
New Zealand
消费满500新西兰元，即可享九折优惠
单次消费满500 新西兰元，即可于任何 TravelPharm 或 Premium New Zealand享九折优惠，只需使用
Visa卡付款。最高可节省100 新西兰元。不可与其他优惠一同使用。

Receive a 10% discount on purchases of NZ$500 or more (on one receipt)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at any TravelPharm or Premium New Zealand Maximum discount of NZ$100.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offers.

TravelPharm是一家新西兰家族企业，致力于提供保健品以及天然有机护肤
商品。超过20年以来，我们承诺向消费者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当攸关身体与
健康，我们深知您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而我们亦是如此。TravelPharm贩售
的主要商品标榜新西兰当地生产以及纯天然有机成分製造。
享受优惠，请于结帐时出示本优惠。

于新西兰有多处设店，其中包含奥克兰，皇后镇以及克莱斯特彻奇。
欲知详情请浏览 http://travelpharm.co.nz/
※Visa发现新西兰手册的优惠活动到2018 年 6月30日为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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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新西兰 2017–2018
购物/Shopping

全国

Michael Hill

消费满500新西兰元或以上享75新西兰元的折扣
享75新西兰元折扣* 只需使用您的Visa卡于指定商品消费满500 新西兰元或以上。
*此优惠需于达成指定条件后方适用。为达成节省75新西兰元的折扣，同一消费者须于同笔交易消
费满500 新西兰元或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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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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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西兰Michael Hill 商家皆适用此优惠。详情请预览 http://www.michaelhill.co.nz/Stores

享受优惠，请于结帐时出示本优惠以及条码。

购物/Shopping

多地

taylor

消费满 $399 以上享八五折优惠
凡消费满 $399 以上即可享八五折优惠，只需使用 Visa卡付款。
促销商品不适用，不可与其他优惠一同使用。

Receive a 15% discount on all purchases of $399 or more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taylor作为新西兰的时尚领导品牌，其时装中孕育了个人创意及大胆的试验精
神。兼具优雅与时尚，taylor的時裝仅在新西兰以最精細的技術设计與生产，
而其面料更选购自全球数家最佳工坊。
享受优惠，请于结帐时出示本优惠。

门店遍及新西兰，其中包含奥克兰，惠灵顿以及克莱斯特彻奇。
欲知详情请浏览 https://www.taylorboutique.co.nz/stores

20170510

Visa发现新西兰 2017–2018
购物/Shopping

多地

Karen Walker

全单八五折优惠
您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只需使用 Visa卡付款。促销商品不适用，不可与其他优惠一同使用，亦不可
用于折扣商品。本优惠仅适用于店内消费。

Receive a 15% discount on all purchases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Karen Walker是以大胆新潮的款式为人所爱的时尚品牌。该品牌建立了一种
国际性的狂热，产品包括衣服，眼镜，珠宝，包包及香水。Karen Walker 行销于
42个国家，并且广受名人及时尚爱好者热情追捧。
享受优惠，请于结帐时出示本优惠。

该优惠仅适用于 Karen Walker 奥克兰 (Britomart, Newmarket, Ponsonby and Takapuna) 以及威灵
顿店。基督城地区不适用。
欲知详情请浏览 https://www.karenwalker.com/stores

购物/Shopping

多地

RUBY

购RUBY和Liam全单八五折优惠
使用Visa卡购买任何RUBY 和Liam商品，享八五折优惠。

Receive a 15% discount on all RUBY & Liam purchases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新西兰品牌RUBY的设计以能自然地体现出青春的优雅和勇于冒险的魅力最
为人熟悉和喜爱，在设计师Deanna Didovich的引领下，令客户也陶醉之中，
成为新西兰最令人为之沸腾的品牌之一。RUBY的美学风格巧妙地运用了别致
的印花，清新的色调和细节，玩味中带有保证，打造让人一眼认出的RUBY招
牌作品。
享受优惠，请于结帐时出示本优惠。

门店遍及新西兰，包括奥克兰，汉密尔顿，惠灵顿，克莱斯特彻奇，丹尼丁等地。
详情请浏览：http://rubynz.com/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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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Shopping

奥克兰

Unichem
Airport Pharmacy

消费500新西兰元及以上，享九折优惠
单次消费500 新西兰元以上，享九折优惠，只需使用Visa卡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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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ive a 10% discount on purchases of NZ$500 or more (on one receipt)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offers.

Unichem是当地的健康专家，遍布新西兰250家药店连锁网络的成员，随时为
您提供健康，养生，美容等方面的建议与服务。
享受优惠，请出示本优惠及使用中国签发的Visa卡结账。

Shop 4, Airport Shopping Centre, 400 George Bolt Memorial Drive
+64 9257 3000
星期一至五: 上午8:30至下午6点，星期六: 上午9点至下午1点，星期日不开放营业

活动/Activity

奥克兰

Auckland Museum
享入场券八折优惠
享入场券八折优惠，只需线上预订并使用 Visa卡付款。

Receive a 20% discount on general admission when you book online and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毛利文化中文深度体验享八折优惠 (提供中文讲解)
毛利文化中文深度体验享八折优惠，只需线上预订并使用Visa卡付款。优惠至此产品售完为止。该体验
于每天上午10点30 分开始。
英文體驗場次：每天上午11点、中午 12点、下午1点30
中文場次：每天上午10点30

Receive a 20% discount the Maori Cultural Chinese Experience when you book online and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Haere Mai，欢迎光临奥克兰博物馆！奥克兰博物馆被誉为南半球最好的博
物馆之一，以最集中的毛利及太平洋岛屿文化收藏闻名。奥克兰博物馆座落
于国家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建筑之中，其三层楼建筑娓娓道出新西兰的故事。
从伟大的波利尼西亚航海使得人们初次踏上新西兰，到多样的文化融合及社
会变迁得以造就奥克兰现今的样貌，奥克兰博物馆为您描绘出新西兰丰富的
多样性。
享受优惠，请电邮至 group-bookings@aucklandmuseum.com 并提供优惠码"Visa Asia Pacific"。付
款程序请于登记时完成。您的Visa卡将会被视为保证品，若是未按约定出现，将会被扣款。

The Auckland Domain, Parnell, Auckland
+64 9309 0443
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营业 (圣诞节不开放营业)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

20170510

Visa发现新西兰 2017–2018
活动/Activity

皇后鎮

Skippers
Canyon Jet

预订喷射游艇之旅或观光之旅，免费获赠纪念相片
一套
预订喷射游艇之旅或观光+喷射游艇之旅，并使用Visa卡付款，即可免费获赠价值20 新西兰元纪念相
片一套 (一个团体一套)。

Receive a free photo pack (NZ$20 value) when you book a Jet Boat Tour or Scenic Tour + Jet
Boat and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One photo pack per group.

和船长峡谷喷射游艇一起感受无与伦比的体验。您将享受到精彩的船长峡谷
游览，接着乘坐喷射游艇飞驰过沙特欧瓦河上的峡谷最狭窄段。探索皇后镇
附近的神奇之地，既有悠久的淘金历史、又有惊人的如画美景。船长峡谷喷射
游艇是游览皇后镇必不可少的经历。
享受优惠，只需在您的游船之旅结束后，向Skipper’s Canyon Jet工作人员出示本优惠及您的Visa卡。

接送服务
巴士从Shotover 街交Camp 街处的The Station的正门出发。请于出发前10 分钟到达。

+64 3 442 9434

http://chn.skipperscanyonjet.co.nz/

活动/Activity

皇后鎮

Break One

飞碟射击体验或飞碟射击挑战九折优惠
可享受九折优惠，只需预订飞碟射击体验或飞碟射击挑战，并使用Visa卡付款。

Receive a 10% discount when you book the Clay Target Experience or the Clay Target
Challenge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参与飞碟射击，在这项独特又有趣的活动中共同感受激情。无论生手或高手，
我们经验丰富的专业指导都会引领您享受飞碟射击运动。男女适用的射枪，
低后座力弹药，超多诀窍提示，我们保证您能击中目标——并且过程愉快！两
种飞碟射击选项，确保新生与熟手都能尽享乐趣。
享受优惠，请于 http://www.breakone.co.nz 预订，并于线上结帐时输入优惠码"VisaAP"。本优惠仅
适用于直接网上预订。

提供往返住处或约定会面点的免费接送。

+64 276711112

https://www.breakone.co.nz/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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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ctivity

皇后鎮

Million Dollar
Cruise
12新西兰元优惠折扣
可享受游船之旅12新西兰元的优惠折扣( 原价每人39 新西兰元，折扣后27新西兰元)，只需使用Visa卡
付款。本优惠不适用于网上预订。

Receive a NZ$12 discount (NZ$27 instead of NZ$39 per person) on cruises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Offer not valid for online bookings.

皇后镇排名第一的游湖！Million Dollar Cruise带您欣赏最具趣味的瓦卡蒂普
湖。伴随世界著名的解说，观赏更多的山脉与风景。坐在豪华的加热游船上，
听着引人入胜的故事与史话，掠过岸边精致夺目的家园，沿着平静湖面驶向湖
景深处。搭乘因650个5星评论(旅行点评)胜出的皇后镇第一观湖游船，轻松享
受一杯红酒或一瓶啤酒。如有需要，可提供中文导览。
享受优惠，请出示本优惠及使用Visa卡结账。

C. 0

M. 100

Y. 10 K. 59

50 Beach Street, Queenstown
+64 3 442 9770
http://www.milliondollarcruise.co.nz
出发时间：上午11点，下午2点，下午 4点 (冬季无下午 4点班次) 请提前10-15分钟到达

活动/Activity

奥克兰

NZWINEPRO

九折优惠
您可享受九折优惠，只需使用Visa卡购买酒庄之旅。两人以上适用。

Receive a 10% discount on all wine tours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获赠Villa Maria 酒一瓶
获赠Villa Maria酒一瓶，只需使用Visa卡购买酒庄之旅。两人以上适用。一次预订享一瓶赠酒。

NZWINEPRO由导游John McFarlane于2002年创建。我们提供多种游览行
程，包括参观Auckland市内及周边发展中地区。所有的游览行程都完美结合
怡人风景与美酒体验，并且提供奥克兰中央商务区宾馆，游轮及住地的免费
接送。
享受优惠，请于 www.nzwinepro.co.nz 预订，并于线上结帐时提供优惠码"VisaAP"。亦可联络John，
电话+64-9575-1958，或电邮至 john@nzwinepro.co.nz 。只需于电话或电邮或线上结帐时提供优惠
码"VisaAP"。需要于行程前24小时预订。

提供往返住处或约定会面点的免费接送。

+64 9575 1958

http://www.nzwinepro.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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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NZONE SKYDIVE的微信

活动/Activity

皇后鎮

NZONE Skydive

预订任何双人跳伞项目，免费获赠NZONE Skydive
的T恤一件
免费获赠NZONE Skydive的T恤一件 (价值39.95新西兰元)，只需于网上直接预订NZONE Skydive 任何
双人跳伞项目，并使用Visa卡付款。

Receive a free NZONE Skydive T-shirt (NZ$39.95 value) when you book any Tandem Skydive
directly with NZONE Skydive online and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只有特别有勇气的人，才能从15,000英尺高空的飞机上一跃而下。做好准备体
验意志与身体的强烈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感官刺激——那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高空操纵熟练的跳伞高手将带着您从飞机舱门走出，在约60秒间以200公里
的速度坠向地面。
享受优惠，请于 https://nzoneweb.ibisnz.com/Reservation/Availability 进行网上预订，并使用优惠
码“ VisaFreeTee”。本优惠仅适用于直接网上预订。

35 Shotover Street, Queenstown 9300
+64 3442 5867
http://www.nzoneskydive.co.nz/language/zh-cn/tandem-skydive/about-tandem-skydiving

活动/Activity

基督城

Hassle-free
Tours
指定商品享八折优惠
预订魔戒观光之旅，凯库拉之旅，高山探索之旅，发现基督城之旅皆可享八折优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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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优惠仅适用于直接网上预订。

新西兰无忧探索之旅公司专注提供独一无二的一日游，带您领略新西兰南岛
基督城和坎特伯雷地区。我们热情而友善的团队将努力为男女老少及从各个
国家来的朋友们创造难忘的回忆。不管您是希望前往坎特伯雷高地和新西兰
南阿尔卑斯山来一趟叹为观止的大自然体验，或是欲拜访魔戒的拍摄地，亦
或是想近距离观赏抹香鲸及海豚，甚至是希望登上经典的伦敦双层红巴一览
基督城的风貌，新西兰无忧探索之旅公司总有适合您的旅程。
享受优惠，请浏览 https://hasslefreetours.co.nz/collections/tours 预订您的行程，并于登记时使用
优惠码“ VISAAP20”。优惠仅适用于直接线上预订。

接送地点将依您预定的行程而异。请于预定时确认您的接送地点细节。

+64 3 385 5775
https://hasslefreetours.co.nz/pag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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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 Auckland Whale and Dolphin Safari的微博

活动/Activity

奥克兰

Auckland Whale and
Dolphin Safari
九折优惠
您可享受九折优惠，只需使用Visa卡结账。

Receive a 10% discount on your safari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预订即免费获赠照片晶片卡一张 (价值20新西兰元)
免费获赠照片晶片卡一张(价值20 新西兰元)。卡内包含旅行照片及精选照片，只需使用Visa卡结账。本
优惠仅适用于直接网上预订。

畅游紧邻奥克兰的豪拉基湾海洋公园，探访地球上1/3的海洋哺乳动物出没的
绮丽海湾。每天自奥克兰市中心Viaduct Harbour出发，4.5小时生态之旅的
行程中确保您能观赏到鲸鱼、海豚和海鸟，同时也为生态研究与保护贡献力
量。 此项体验配有中文导览及中文手册。
享受优惠，请于 http://www.awads.co.nz 预订您的行程，于付款前输入优惠码"VisaAP"并使用Visa卡
在网上预订，本优惠仅适用于直接网上预订，不适用于现场预订。在您的行程结束时，请向工作人员出
示您的Visa卡，并出示本优惠，即可免费获赠照片晶片卡。

距离Britomart Transport Centre步行4分钟
175 Quay St, Auckland
+64 9357 6032
http://www.awads.co.nz
本游览行程每天中午12:30 分自奥克兰市中心Viaduct Harbour出发。出发前，所有参加本行程的
游客须于中午12:15分前在新西兰海事博物馆办妥登记。

活动/Activity

奥克兰

SkyTower Package #1
SkyJump / SkyWalk

以优惠价格235新西兰元享受高
空漫步和高空蹦极的组合+免费
T恤以及免费SkyTower通行券
以惊天优惠价格每人235新西兰元(节省135新西兰元)享受高空漫步和高空蹦极的组合。Visa持卡人更
可获赠免费T恤 (价值29 新西兰元) 以及免费SkyTower 通行券 (价值29 新西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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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预订需透过电话+64-9368-1835或邮件 skyjump@bungy.co.nz 预订
须预订，优惠至此产品售完为止。并须事先确认。
预订项目时间前72小时內取消的，须全额付款；预订项目时间前72小时內更改时间的，须支付变更
费用50 新西兰元。
价格以新西兰元表示 (标示价格为税入价格)
享受Visa卡主的特别优惠价格，请在登记时出示Visa卡。
Enjoy the SkyWalk and the SkyJump in an amazing combo package for just NZ$235 (a $135 savings). Visa
cardholders will also receive a Free T-Shirt (valued at NZ$29) and a Free SkyTower Pass (valued at NZ$29).
享受优惠，请拨打+64-9368-1835或电邮至 skyjump@bungy.co.nz 预订SkyTower 组合。请务必告知
Visa优惠，您的姓名，同行人数，需预约的日期与时间。

Visa客户有机会以无敌的优惠价格体验奥克兰极限运动组合。体验新西兰最
高一跃！站在奥克兰上空192米处，观赏美妙景色，感受极端高度和纷涌思绪。
如若您错过了蹦极，经验丰富的导游会带您体验空中漫步的探险之旅。

距离Britomart Transport Centre (火车) 步行12分钟，距离 Victoria Street巴士站步行1分钟

Victoria St W & Federal St, Auckland
+64 9363 6000
https://www.skycityauckland.co.nz/attractions/sky-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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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Restaurant

奥克兰

SkyTower Package #2
The Sugar Club / SkyWalk

以优惠价格199新西兰元享受高空
漫步和Sugar Club午餐组合+免
费帽子以及免费SkyTower通行券
以优惠价格每人199 新西兰元享受高空漫步和 The Sugar Club 午
餐组合。Visa持卡人更可获赠免费帽子 (价值25新西兰元)以及免
费SkyTower 通行券 (价值29 新西兰元)。
由享有盛名的新西兰大厨Peter Gordon设计的午餐将包含配菜以及新西兰香槟一杯 ( 可更换为非
酒精饮品 )。其他饮品或餐食不含在内，可在餐厅内另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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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预订需透过电话+64-9-368-1835 或邮件 skyjump@bungy.co.nz 预订
须预订，优惠至此产品售完为止。并须事先确认。
预订项目时间前72小时內取消的，须全额付款；预订项目时间前72小时內更改时间的，须支付变更
费用50 新西兰元。
价格以新西兰元表示 (标示价格为税入价格)
享受Visa卡主的特别优惠价格，请在登记时出示Visa卡。
基于Sugar Club 的热门程度以及场地限制，6人以上的团队须提前7天预约。
为提供最佳的新西兰食物，菜单选项将会做季节性调整
特殊餐饮需求请事前告知，我们将尽力配合您的需求
Enjoy the SkyWalk and The Sugar Club lunch package for NZ$199 per person. Visa cardholders will also receive
a Free cap (valued at NZ$25) and a Free SkyTower Pass (valued at NZ$29).
享受优惠，请拨打+64-9368-1835或电邮至 skyjump@bungy.co.nz 预订SkyTower午餐组合。请务必
告知 VisaAP优惠，您的姓名，同行人数，需预约的日期与时间。

体验空中漫步，走遍新西兰最高大厦的每一边！以空中漫步开始您的一天，然后
前往独一无二的The Sugar Club——新西兰最高的餐厅，享受由新西兰著名厨
师Peter Gordon特别设计的精美午餐，每一道美食都选用本地应季食材。

距离Britomart Transport Centre (火车) 步行12分钟，距离 Victoria Street巴士站步行1分钟

Victoria St W & Federal St, Auckland
+64 9363 6000
https://www.skycityauckland.co.nz/attractions/sky-tower

餐厅/Restaurant

奥克兰

SkyTower Package #3

Orbit 360 Dining / SkyWalk
以优惠价格199新西兰元享受高空
漫步和Orbit 360晚餐组合+免费
帽子以及免费SkyTower通行券
以优惠价格每人199 新西兰元享受高空漫步和Orbit 360 晚餐组合。Visa
持卡人更可获赠免费帽子 (价值25新西兰元)以及免费SkyTower 通行券
(价值29新西兰元)。
此项组合包含于 Orbit 360 Dining享用三道美食晚餐。不含饮品。其他饮品或餐食不含在内，可在
餐厅内另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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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预订需透过电话+64-9368-1835 或邮件skyjump@bungy.co.nz 预订
须预订，优惠至此产品售完为止。并须事先确认。
预订项目时间前72小时內取消的，须全额付款；预订项目时间前72小时內更改时间的，须支付变更
费用50 新西兰元。
价格以新西兰元表示 (包含 GTS)
享受Visa卡主的特别优惠价格，请在登记时出示Visa卡。
基于 Orbit 360 Dining 的热门程度以及场地限制，6人以上的团队须提前7天预约。
为提供最佳的新西兰食物，菜单选项将会做季节性调整。
特殊餐饮需求请事前告知，我们将尽力配合您的需求。
Enjoy the SkyWalk and Orbit 360 Dining dinner package for NZ$199 per person. Visa cardholders will also
receive a Free cap (valued at NZ$25) and a Free SkyTower Pass (valued at NZ$29).
享受优惠，请拨打+64-9368-1835或电邮至 skyjump@bungy.co.nz 预订SkyTower 晚餐组合。请务必
告知 VisaAP优惠，您的姓名，同行人数，需预约的日期与时间。

站在奥克兰城市上空192米处，景色自然动人心魄。高空鸟瞰奥克兰之后，您
还将体验Orbit 360的美食。餐厅每小时旋转一圈，让您尽赏真正的360度城
市全景。

距离Britomart Transport Centre (火车) 步行12分钟，距离 Victoria Street巴士站步行1分钟

Victoria St W & Federal St, Auckland
+64 9363 6000
https://www.skycityauckland.co.nz/attractions/sky-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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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Hotel

奥克兰

Stamford
Plaza Auckland

最优惠价格享八八折优惠，免费Wi-Fi以及用餐优惠
最优惠价格享八八折优惠、免费 Wi-Fi( 正常价格24.95 新西兰元 /24 小时 )、8 新西兰元的自助早餐折
扣优惠 ( 折后每位 25 新西兰元，正常价格每位 33 新西兰元 )，以及用两道菜色菜单的价钱享受三道菜
色的美味晚餐，只需使用 Visa 卡付款。线上优惠仅适用于使用指定连结告知。
优惠适用于任何房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卡主入住期间每日都可享受早餐优惠。
晚餐优惠仅限于 Knights On Albert 餐厅。
Receive a 12% discount on the Best Available Rate, Free Wi-Fi (normally $24.95/24 hours) and an $8 discount
per person on the full breakfast buffet ($25, normally $33 per person)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Offer
valid for any room typ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pplicable to new bookings only. Breakfast is available for every
morning of the cardholder’s stay.

地点优越，位于奥克兰CBD中心，高档餐饮，购物，休闲娱乐区步行可达——
Stamford Plaza无疑是奥克兰最优越的旅馆之选。286间客房及套房，尽显精
致优雅，呈献Stamford Plaza所代表的舒适与温暖。
享受优惠，请于 www.stamford.com.au/visachina 直接网上预订Stamford Plaza Auckland Hotel。
优惠仅限于透过指定连结直接线上预订。

距离Britomart Transport Centre步行 6分钟
22-2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1001
+64 9309 8888
http://www.stamford.com.au/spak

酒店/Hotel

多地

Sudima Hotels &
Resorts
最优惠价格享八五折优惠，免费Wi-Fi，免费停车及
可延迟退房
Sudima Auckland Airport

最优惠价格享八五折优惠，免费 Wi-Fi ( 平时要价 $24.95/日)，免费停车 ( 平时要价 $24.95/日)，延迟退
房，只需使用 Visa 卡付款。此项优惠适用于任何房型，优惠至此产品售完为止。

Receive a 15% discount on the Best Available Rate, Free Wi-Fi (normally $24.95/24 hours), Free Parking (normally
$24.95/24 hours), late checkout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Offer valid for any room typ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Auckland Airport
18 Airpark Drive, Mangere, Auckland
+64 9 551 8888
http://www.sudimaauckland.co.nz

Lake Rotorua
1000 Eruera Street, Rotorua
+64 7 348 1174
http://www.sudimarotorua.co.nz

Hamilton
287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64 7 839 4993
http://www.sudimahamilton.co.nz

Christchurch Airport
550 Memorial Ave, Christchurch
+64 3 358 3139
http://www.sudimachristchurch.co.nz

Sudima Hotels & Resorts座落于新西兰北岛及南岛四大中心地段，并于其酒店范围内
提供免费Wifi以及免费停车服务。Sudima Auckland Airport 提供 4.5星水准多达153
间房间，搭乘接驳车仅需五分钟即可抵达机场，距离市中心也仅需三十分钟。Sudima
Auckland Airport更提供多样化的各项设施：餐厅及酒吧、温水泳池及健身房。Sudima
Hamilton是一家三星级的酒店，座落于汉密尔顿最中心地段，对面即是Sky city赌场以
及多家餐厅与酒吧。Sudima Hamilton提供多达69间房间，其中更包含公寓式房型，配
置1至2间卧室。Sudima Lake Rotorua座落于湖边，与着名的Polynesian Spa水疗中心
毗连，仅需随意漫步便可抵达市中心。Sudima Lake Rotorua提供多达250间房间，其中
许多可观赏美丽的湖边风光。Sudima Auckland Airport更提供多项设施：餐厅及酒吧，
温水泳池，私人水疗池以及毛利盛宴与音乐表演。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最近刚
完成一项两百五十万元的再建设计画，使其成为基督城最广受欢迎的酒店之一。位于国
际南极中心与新成立的购物区旁的机场，仅需一小段路程便可抵达机场，亦或是可乘坐
饭店提供的接驳车，仅需五分钟便可抵达。新建设完成的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以气派的大厅及外观，餐厅及酒吧为傲，其更提供 4.5星水准多达88间崭新行政客房及
套房。
享受优惠，参阅 http://www.sudimahotelsvisa.com/ 并于预订时直接向Sudima Hotels & Resorts提
供优惠码"VISA"。本优惠仅适用于直接网上预订。优惠仅限于透过指定连结直接线上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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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出租 /Car Rental

多地

AVIS

享受预订租车九折优惠
享受AVIS 预订租车九折优惠，只需使用 Visa 卡付款。
本优惠不适用于取车时间在12月19日-1月5日及2月1
日-2月28日的租车消费。

Receive a 10% discount on AVIS Rent a Car
bookings when you pay with your Visa card.
Offer not valid for pick up being 19 December to 5
January and 1 February to 28 February.

新西兰是一个小而年轻的国家，包罗万象突破洲际。一天之内，您可能途遇雨
林，冰雪，海浪及沙漠。想要四处观光并尽享艺术，文化，毛利民俗及各种风
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AVIS租车。AVIS提供全面车型，包括最新款高规格的小
车，旅行车，4驱车和厢型车，满足您的不同所需。我们高效可靠，确保您完美
享受新西兰之旅。
享受优惠，请直接于

https://www.avis.co.nz/car-rental/reservation/initialize-reservation.ac?AWD_NUMBER=J722000
预订，或在网上预订时使用AWD码“J722000”。本优惠仅适用于直接网上预订。码“J722000”。本优
惠仅适用于网上预订。

查阅AVIS新西兰网点清单，请浏览：https://www.avis.com/car-rental/location/ASP/NZ

+64 9526 3258

https://www.avis.co.nz

条款与细则
服务条款及条件

小礼品

餐厅/ 下午茶

■ Visa 发现新西兰手册的优惠活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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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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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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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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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只能得到一份免费饮品，甜点或者加菜 /礼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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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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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