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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ST NEW ZEALAND & AUSTRALIA 
 

 

新西兰 

独一无二的南部探索之旅：乘坐“皇后镇精神号”游艇游

览尼古拉斯山区车站 

皇后镇最新旅游项目：乘坐“皇后镇精神号”游艇游览尼

古拉斯山区车站（Mt NIC --- Mt Nicholas High Country 

Station) 。此项目自 2014 年 1 月起开放，游客将有机会

领略新西兰边远地区无与伦比的绝美景色。 

该旅游公司成立 50 年有余，曾屡获殊荣。此次有幸为

游客安排旅游行程，带游客游览火车站周围与世隔绝赏

心悦目的自然风光。 

今年，崭新的“皇后镇精神号”游艇曾带领游客参观景色

美不胜收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此次，“皇后

镇精神号”将首次带游客游览山区车站。 

尼古拉斯山区车站坐落在瓦卡蒂普湖西岸，是新西兰最

古老的家族经营的山区车站。瓦卡蒂普湖西岸地区人迹

罕至，环境清幽。 

 

新款“假日公园”应用程序助游客畅游新西兰 

周游新西兰则更加简单，只需一款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假日公园（Holiday Parks）。 

该应用程序可通过 GPS 定位，确定游客当前所在位置，

然后以地图或者清单的形式列出附近的假日公园。 

另外，该应用也可显示游客所在位置附近的洗手间、加

油站、车站等等。它甚至可以显示实时道路警报，以帮

助司机制定行车路线。 

这款应用程序由新西兰假日住宿公园协会（Holiday 

Accommodation Park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HAPNZ)）研发，苹果设备用户可免费下载，安卓版本

将很快上市。 

 

新西兰岛际渡轮相关说明 

邮轮“斯蒂娜·阿莱格拉号”（Stena Alegra）将自 1 月份

起暂时加入岛际渡轮舰队，而“阿拉特瑞号”（Aratere）

则停留在干船坞内，不进行航行。夏日期间，“斯蒂娜·阿

莱格拉号”三艘邮轮将全部回归岛际渡轮舰队，为游客

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新西兰电影与旅游 

新西兰政府与世界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签署了一项

协议，确定电影《阿凡达》的三部续集将在新西兰拍摄。

此项协议将激励更多的税收优惠业务，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发展幅度最高可达每年 5 亿纽币。2009 年，电影《阿

凡达》轰动全球，票房收入达 28 亿美元。此前几月媒

体猜测一些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可能会吸引卡梅隆导

演在其他国家拍摄《阿凡达》系列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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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2014 年澳大利亚最新酒店品牌 

澳大利亚最新的民营酒店管理公司“阿尔法酒店&度假

村”（Alpha Hotels & Resorts）日前宣布，该公司计划将

发展足迹遍布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重要省会城市、主

要城市中心和著名休闲景点建立高中端酒店、度假村和

公寓。 

“阿尔法酒店&度假村”将掌管旗下所有公司及项目，包

括一些即将更名为“阿尔法酒店”的位置优越经营良好的

酒店、一家多功能酒店和其他零售业务。 

“阿尔法酒店&度假村”将于 2014 年年初正式进入市场。

2 月 1 日，位于图格朗共（Tuggerangong）的“阿尔法堪

培拉酒店”（Alpha Canberra ）开业；3 月 1 日，位于悉

尼西部的“阿尔法东克里克酒店”（Alpha Eastern Creek）

开业；随后，位于佛特谷（Fortitude Valley ）的“阿尔法

摩西布里斯班酒店”（Alpha Mosaic Brisbane）将于 4 月

开业。 

 

前往寂静之声晚宴的骆驼之旅 

这是艾尔斯山度假村航行团（Voyages Ayers Rock Resort)

与乌鲁鲁山脉骆驼旅行团(Uluru Camel Tours)共同推出

一项新的旅游项目！自 2013 年 12 月起，游客可乘坐骆

驼前去享用精美的“寂静之声晚宴”（The Sounds of 

Silence)。在此次长达一个小时的旅行中，游客可坐在骆

驼背上悠然欣赏脚下的红色沙漠以及身后乌鲁鲁山脉

(Uluru)和卡塔丘卡(Kata Tjuta)的壮观美景。 

 

澳大利亚西部新增两家赛贝尔酒店 

雅高度假俱乐部（Accor Vacation Club）日前宣布其位于

葡萄藤度假村（The Vines Resort）  和乡村俱乐部

（Country Club）（与诺富特度假村“the Novotel Vines  

Resort”共同经营）的公寓将更名为“赛贝尔天鹅谷”（The 

Sebel Swan Valley）。同时，葡萄藤度假村更名为“赛贝

尔巴塞尔顿”（The Sebel Busselton），并在重新装修后投

入使用。 

美爵（Grand Mercure）旗下公司将全部更名为享誉全球

的“赛贝尔”（Sebel）品牌。赛贝尔旗下所有公司保证会

在最引人入胜的景点为游客提供最优质的设施和服务。 

 

“多币种现金护照”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已推出 

Access Prepaid 公司日前推出了一款新型智能手机应用

程序“多币种现金护照”（Multi-currency Cash Passport），

可使用户在世界任何地方轻松支配其旅行花费。  

该应用程序适用于苹果和安卓操作系统，可帮助用户转

账、检查交易资金、确认资金去向并通过手机 GPS 定位

系统定位最近的自动取款机。该款“多币种现金护照”智

能手机应用程序可从苹果应用市场和谷歌电子市场下

载。旅行者最痛恨的事莫过于在电脑前浪费时间检查支

出或货币兑换。“多币种现金护照”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可

以预付旅游费用的随身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墨尔本澳公馆酒店 

澳公馆（Ovolo）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第一家国际酒店，

其设计灵感源于墨尔本著名的“神秘的过道和宝石”。澳

公馆坐落在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国会大厦

（Parliament house）和国库花园仅在几步之外，19 世纪

建成的唐人街（Little Bourke Street）让身处澳公馆的游

客在大隐于市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生活。 

网址：http://www.ovolohotels.com/hotels/19LB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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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 

斐济苏瓦（斐济首都）航线 

自 2014 年 3 月起，斐济国家航空公司（Fiji’s national 

carrier）设立航班每周两次往返悉尼和苏瓦（Suva）。同

时，国家航空公司的子公司，太平洋太阳公司（Pacif ic 

Sun）将提供首个苏瓦-萨摩亚（Samoa）（Apia，阿皮亚，

为西萨摩亚首都）服务。 

新的苏瓦-悉尼航班为波音 737-700 飞机，每周一和周五

中午从苏瓦出发，下午从悉尼出发。 

苏瓦-阿皮亚航班同样于每周一和周五航行，出发时间晚

于苏瓦-悉尼航班。返程航班于每周二和周六上午出发。 

自 2014 年起，太平洋太阳公司将更名为斐济联合公司

（Fiji Link ）。 

 

塔希提岛 

保罗高更邮轮公司公布 2015 航线，主要目的地为斐济

和其他太平洋岛屿 

保罗·高更邮轮公司（Paul Gauguin Cruises）为南太平洋

上级别最高、航线最长的豪华邮轮公司，日前高兴宣布

了其 2015 年的航线。除了此前的斐济（Fiji）十日往返

游之外，新的航行地包括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

瓦塔阿图（Vanuatu）、塔希提岛（Tahiti）、库克群岛（the 

Cook Islands）和汤加（Tonga）。 

 

世上最奢侈的七处旅行地之一：斐济劳萨拉岛 

如果想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那么位于斐济百万富翁隐

居地“劳萨拉岛”（Laucala Island）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这个仅有六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南太平洋，只有私人飞

机才可到达岛上。小岛以其自给自足闻名遐迩：自养牲

畜、自种果蔬、自产蜂蜜，甚至连平装的矿泉水都是岛

上人自己制作。 

 

 

斐济制定新航线 

斐济增加了南岛游客的旅游选项。斐济国家航空公司日

前宣布已增加了一趟基督城-纳迪（Christchurch-Nadi）

航班，并于 2014 年 5 月起，提供一架波音 B373-700 飞

机每周两次直接往返于苏瓦和悉尼，同时安排一架太平

洋太阳公司即将提供的 ATR72 飞机往返于苏瓦和阿皮

亚。 

 

斐济游客数量将创历史新高 

斐济酒店旅游协会相信今年的游客数量将会创历史新

高。协会主席迪克森·斯图提到，政府和其他本行业利益

相关者应妥善协调旅行社和酒店，推动斐济旅游发展，

吸引游客参观，以创历史新高。 

 

塔希提：阿兰伊三日游 2014 行程变动 

阿兰伊（Aranui）三日游行程稍有变动：法卡拉瓦岛

（Fakarava）将更改为位于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 

Archipelago）的塔卡波托岛（Takapoto）。在塔卡波托岛

上，游客将在风景宜人的海滩上进行野餐。下午 3:30 左

右游客将返回游艇继续航行直至玛贵斯群岛（Marquesas 

archipelago）。其余行程不变。 

 

波利尼西亚岛：“迷人”是你这个月的代名词 

位于中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岛（Vahine Island）（属于法

国）是一处私人度假岛屿，为世界上最奢侈的小型豪华

酒店之一，这里有多种惊喜等您来发掘。波利尼西亚岛

位于塔哈岛（Taha’a）北部，占地仅 23 英亩，完全与世

隔绝，从赖阿特阿岛（Raiatea）国内机场乘船 45 分钟

可抵达该岛。在环境清幽的岛上，您可以亲身体验波利

尼西亚风格的独特魅力。整个岛上只有 9 幢小屋，您和

爱人可以在任意一个礁湖中的小屋里放心享受这份难

得的平静和私密。您甚至可以包下整座小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