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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克兰、皇后镇、基督城等新西兰全境拥有多家分店。

详情请至以下网页 http://travelpharm.co.nz/

购物/Shopping

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店内全部商品9折优惠
Save 10% on all products in-stor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TravelPharm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任何优惠、减价促销或其他兑换券等一同
使用。优惠适用于TravelPharm集团旗下所有店铺(Travelpharm及Beecology)。在法律允许范
围内，Travelpharm对本优惠拥有最终解释权。

TravelPharm是一家快速发展的新西兰家族企业，供应新西兰最好的保健品、
护肤品和蜂产品，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目前在新西
兰和亚洲成功经营着20家零售店铺，在奥克兰、基督城和皇后镇机场均有分
店。TravelPharm还曾荣获最佳专业零售商等多个卓越奖项，成为新西兰宣传本
土品牌的橱窗。

欲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Visa发现新西兰优惠活动到2020年6月30日为止有效。

TravelPharm

Visa发现新西兰 2019-2020※

多地/MULTIPLE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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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新西兰 2019-2020

8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所有消费85折优惠
Save 15% on all purchase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Karen Walker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任何优惠一同使用且不适用于折扣商品。
仅适用于到店购物。

以款式大胆新潮而著称的时尚品牌Karen Walker热销于全球42个国家，无论是
服装、眼镜、珠宝、箱包还是香水，都能在全世界掀起一股狂潮，许多名人和时尚
人士也是Karen Walker的热情追随者。

欲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Karen Walker

仅适用于奥克兰(Britomart, Newmarket, Ponsonby and Takapuna)及惠灵顿店铺，

不适用于基督城店铺。

详情请至以下网页 https://www.karenwalker.com/stores 

购物/Shopping 多地/MULTIPLE LOCATIONS

购物/Shopping 多地/MULTIPLE LOCATIONS

taylor

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等新西兰全境拥有多家分店。

详情请至以下网页 https://www.taylorboutique.co.nz/stores

消费399纽币以上，享8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399纽币及以上，享85折优惠
Save 15% on purchases of NZ$399 or mor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taylor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本优惠不适用于折扣商品且不可与其他任何优惠活动一同使用。

作为新西兰的时尚领导品牌，taylor的时装中饱含着个人创意以及勇于尝试的精
神。面料选购自全球顶级工坊，采用精致的工艺在新西兰本土设计制造出的高品
质时装兼具优雅与时尚。

欲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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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新西兰 2019-2020
购物/Shopping 奥克兰/AUCKLAND 

消费500纽币以上，享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500纽币及以上，享9折优惠
Save 10% on purchases of NZ$500 or mor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Unichem Airport Pharmacy对本优惠全权负责。优惠仅适用于一张水单(仅适用一次)，且不可
与其他任何优惠一同使用。

Unichem是您在新西兰当地的健康专家，在全国拥有超过250家分店，可随时为
您提供专业的健康、保健及美妆等方面的建议与服务。当您在奥克兰机场出入境
时，Unichem Airport Pharmacy是您最“近”的药店选择。

欲享受优惠，请于付款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Shop 4, Airport Shopping Centre,  400 George Bolt Memorial Drive
+64-9257-3000
周一至周五 08:30-18:00，周六 09:00-13:00，周日闭店

Unichem机场店
Unichem Airport Pharmacy

+1-400-8850-277            https://www.rcclchina.com.cn/

额外95折船费优惠+50美元船上抵值金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可获得额外95折船费优惠及50美元船上抵值金
Save an additional 5% after savings on cruise fares & $50 onboard credit per cabin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欲享受优惠，须使用Visa信用卡付款。本优惠适用先立减后打折的原则。优惠适用于以实时价
格确认的新的散客预订。欲享受本优惠，必须保证每间预订舱房的所有客人姓名及相关预订信
息自预订之日起至航次结束保持不变；如有改变，将无法享受本优惠，并将被系统以实时价格
重新收费。本Visa优惠可与品牌特惠及其他闪惠同时使用。本折扣优惠仅适用于购买船票，所
有船票以外费用, 如港务税费等均不适用优惠，须额外支付。只收取单人船票费的单人房型，折
扣金额也相应减半。船上消费抵值金以美元计价，没有现金价值且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让且
不可在赌场兑换使用。抵值金有效截止于航程最后一晚22点，过期作废。价格和优惠兑换视房
态等实际供应状况而定，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保留对本优
惠的最终解释权利。本优惠仅适用于所有开往新西兰的皇家加勒比游轮。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向来以推动海洋航行创新而闻名，公司自1969年成立以来，
不断重新定义着游轮度假。旗下各级别游轮均堪称建筑奇迹，持续超越游轮所提
供设施和服务的极限，其全球航线开创无数行业先例：船内的攀岩、滑冰和冲浪
体验满足家庭游客的需求和冒险者们的各种想象力。皇家加勒比始终致力于服
务顾客踏上激动人心的世界旅程。

欲享受优惠，请致电+86-400-820-7786预约您的游轮并提及Visa中国优惠(Visa China 
Promotional O�er)，且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体验/Activity 多地/NATIONAL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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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ckland Domain, Parnell, Auckland
+64-9309-0443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
营业时间 每日 10:00-17:00（圣诞节当天不开放）

 

 
 

 

 

体验/Activity 奥克兰/AUCKLAND 

门票8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享博物馆门票8折优惠
Save 20% on General Admission ticket when you book directly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毛利文化中文体验之旅8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线上直接预订毛利文化中文体验之旅，享8折优惠
Save 20% on the Mandarin speaking Maori Cultural Experience when you book directly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毛利文化体验时间为每日10:30，须提
前至少3天预约且视实际可用状况而定。

Haere Mai，欢迎来到奥克兰博物馆！博物馆座落于新西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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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人类带上新西兰这片土地的
伟大的波利尼西亚航海，到多样的文化融合和社会变迁造就的当今奥克兰，奥克
兰博物馆为您描绘一个多样丰富的新西兰。

欲享受优惠，请电邮至group-bookings@aucklandmuseum.com预约，并提及使用Visa 
Paci�c O�er，在线预约必须于当时完成支付，且须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奥克兰博物馆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 Tāmaki Paenga Hira 

NZWINEPRO

C. 0      M. 100     Y. 10    K. 59 

体验/Activity

葡萄酒团游9折+免费葡萄酒一瓶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任何葡萄酒团游(2人起适用)，可享团费9折优惠，并可获赠Villa Maria 
Private Bin葡萄酒一瓶
Save 10% on all wine tours for 2 people or more and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bottle of Villa Maria Private Bin win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NZWINEPRO对本优惠全权负责。须至少提前24小时预约。

连续8年荣获猫途鹰卓越奖并曾获得由“豪华旅游指南”颁发的“2018澳大利亚
最佳葡萄酒之旅”的NZWINEPRO，提供奥克兰周边地区数个葡萄园景区的各种
葡萄酒品尝及观光团游，客人可选择短时上午或下午游览，也可选择包含国际美
食的全天游览项目。这里提供入住酒店、搭乘游轮或奥克兰中心城区住宿的免费
接送，方便客人的加入。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www.nzwinepro.co.nz预约，在结账时使用优惠码“VisaAP”；致
电+64-9575-1958或发送邮件至john@nzwinepro.co.nz预约，并提及使用“VisaAP”，且使
用有效Visa卡付款。

奥克兰/AUCKLAND

提供往返住处或约定地点的免费接送

+64-9575-1958            http://www.nzwinepro.co.nz

group-bookings@aucklandmuseum.com
http://www.nzwinepro.co.nz
john@nzwinepro.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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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Activity

免费获赠NZONE SkydiveT恤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任何双人跳伞项目，可在跳伞结束后免费获赠价值39纽币的NZONE 
SkydiveT恤衫一件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NZONE Skydive T-shirt (NZ$39 value) after completing any Tandem Skydiv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NZONE Skydive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本优惠仅适用于在线直接预约。

从15,000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 需要的是勇气；克服大脑、灵魂、身体的本能自我
保护，需要的是挑战！来NZONE Skydive，这里经验丰富的跳伞教练将带着你从
飞机上一跃而下，以200公里的时速完成长达60秒的自由落体！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http://www.nzoneskydive.co.nz/book-now/使用优惠
码“VisaFreeTee”预约，并于网页结账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皇后镇/QUEENS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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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预订帮助或有相关疑问，请关注微信官方服务号(@NZONEskydive高空跳

伞新西兰)留言，或关注新浪微博(@NZONE高空跳伞)。

NZONE 高空跳伞
NZONE Skydive

船长峡谷喷射快艇
Skippers Canyon Jet

体验/Activity 皇后镇/QUEENSTOWN

接送服务
巴士从Shotover街交Camp街处的车站大楼外出发。请于出发前10分钟到达。

+64-3442-9434            http://chn.skipperscanyonjet.co.nz/

预订喷射快艇之旅或观光之旅，
可免费获赠纪念照一套
使用有效Visa卡预定喷射快艇之旅或观光+喷射快艇之旅，每组预约团体可获赠价值40纽币
的纪念照一套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photo pack (NZ$40 value) when you book a Jet Boat Tour or Scenic Tour + Jet Boat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Skippers Canyon Jet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每组预约限获赠一套照片。

船长峡谷喷射快艇是游览皇后镇必不可少的经历，精彩的船长峡谷导览之后，您
可以乘坐刺激的喷射快艇飞驰过沙特欧瓦河上最狭窄的峡谷，探索皇后镇这片
拥有丰富淘金历史和如画美景的土地。

欲享受优惠，请致电+64-3442-9434或电邮至info@skipperscanyon.co.nz进行预约，请在预
约时告知您将使用本优惠，并在您乘坐喷射快艇后，向Skipper’s Canyon Jet工作人员出示本优
惠，且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http://www.nzoneskydive.co.nz/book-now/
info@skipperscanyon.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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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One

体验/Activity 皇后镇/QUEENSTOWN

提供往返住处或约定会面点的免费接送。

+64-2-7671-1112            https://www.breakone.co.nz/chinese/

飞碟射击体验或飞碟射击挑战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飞碟射击体验或飞碟射击挑战，享9折优惠
Save 10% on the Clay Target Experience or the Clay Target Challeng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Break One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本优惠仅适用于主页直接预约。

飞靶射击是一项充满乐趣的独特活动。在Break One，经验丰富的专业教练会首
先对您进行飞靶射击的指导，之后再选择一步男女均适用的射枪、低后座弹药等
诀窍技巧将成为您享受射击过程并击中目标的保障。这里提供两种飞靶射击项目
供选，无论您是新生还是老手，这里都能让您尽兴而归。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https://breakone.co.nz/chinese使用优惠码“VisaAP”在线预约，
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体验/Activity

皇后镇游轮7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皇后镇游轮项目75折优惠
Save 25% on Queenstown Cruise ticket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Million Dollar Cruise对本优惠全权负责。

想从湖中欣赏皇后镇历史悠久的大坝、柳树群岛、野生鳟鱼、稀有鸟和其他鸟
类？想要倾听有关这片土地的趣闻和历史？那就登上猫途鹰排名第一、拥有超过
900个5星好评的皇后镇湖泊游轮--百万游轮，来一杯葡萄酒或啤酒边松身心边
欣赏美景！

欲享受优惠，请在窗口购票出示本优惠，或至以下网页https://milliondollarcruise.co.nz使用
优惠码“ETG52019”预约，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皇后镇/QUEENSTOWN

50 Beach Street, Queenstown
+64-3442-9770            http://www.milliondollarcruise.co.nz
出发时间: 11:00, 14:00, 16:00(冬季无16:00点班次)，请提前10-15分钟到达

百万游轮
Million Dollar Cruise

https://breakone.co.nz/chinese
https://milliondollarcruise.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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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le-free Tours

体验/Activity 基督城/CHRISTCHURCH

精选游览项目8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指环王电影之旅、凯库拉之旅、Soaring Kiwi24小时城市游项目，享8折
优惠
Save 20% on Lord of the Rings Edoras Tour, Kaikoura Tour and Soaring Kiwi 24hr City Tour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Hassle-Free Tours对本优惠全权负责。优惠仅适用于线上直接预约且不可与其他任何折扣或
优惠活动一同使用。

Hassle-Free Tours致力于在基督城和坎特伯雷地区提供独特的旅行。这里友好
充满激情的团队努力为各年龄和国籍的客人提供难忘的旅游体验。无论您是想参
观指环王的外景地，与抹香鲸和海豚来一场近距离接触，或是想从经典伦敦双层
巴士的顶层甲板上欣赏基督城，来Hassle-Free Tours，总有一项适合你。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https://hasslefreetours.co.nz/collections/tours使用优惠
码“VISAAP20”预约，并于付款页面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接送地点依预定的行程而异，请于预定时确认您的接送地点详情。

+64-3385-5775
https://hasslefreetours.co.nz

Eight Restaurant

餐厅/Dining 奥克兰/AUCKLAND

午餐及晚餐自助9折优惠+免费欢迎饮品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午餐或晚餐自助9折优惠，并可获赠免费欢迎饮品一杯
Save 10% on any buffet lunch or buffet dinner and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welcome drink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Eight Restaurant对本优惠全权负责。本优惠不适用于单点菜单。11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不适
用，且不可与其他任何优惠活动一同使用。

供应八种国际美味佳肴的Eight餐厅，为客人提供独特的互动式用餐体验。从新
鲜时令海鲜到多汁烤肉，餐厅根据您的口味定制美食，您还可以在观看美食制作
过程的同时，搭配我们精选的各式上等红酒、啤酒和饮料，享受一段完美的用餐
时光。

欲享受优惠，请于预约时提及Visa优惠(Visa O�er)或在餐厅入座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预约请致电+64-9300-2924或电邮至cdakl.eats@cordishotels.com。

Cordis Hotel, Auckland 
83 Symonds Street, Grafton,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64-9300-2924
https://eightrestaurant.co.nz/            cdakl.eats@cordishotels.com
每日营业 06:00-22:00

https://hasslefreetours.co.nz/collections/tours
cdakl.eats@cordis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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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Dining 奥克兰/AUCKLAND

享免费升级至Sparkling Wine High Tea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常规High Tea可享免费升级至Sparkling Wine High Tea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upgrade to Sparkling Wine High Tea when you order a regular High Tea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High Tea by Cordis对本优惠全权负责。11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不适用，且不可与其他任何优
惠活动一同使用。

承接朗廷酒店的传统，High Tea by Cordis在奥克兰为客人提供最棒的下午茶体
验。精美的手工制作甜品、糕点和司康配上精致优雅的骨瓷器具，还有侍茶师帮
助您选择适合的茶品搭配。茶点和咖啡以外，您还可以来一杯气泡酒搭配这美妙
的High Tea时光。

欲享受优惠，请于预约时提及Visa优惠(Visa O�er)或在餐厅入座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预约请致电+64-9300-2924或电邮至cdakl.eats@cordishotels.com。

Cordis Hotel, Auckland大厅

83 Symonds Street, Grafton,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64-9300-2924
http://www.cordishotels.com/en/auckland/restaurants-and-bars/high-tea-by-cordis/
cdakl.eats@cordishotels.com
周一至周六: 11:30-14:00, 14:30-16:30，周日: 11:30-13:30, 14:00-16:00, 16:30-18:30

康得思酒店 High Tea
High Tea by Cordis

服务条款与细则

■Visa发现新西兰优惠活动有效期至2020年6月30日为止，有特别

说明的除外。并请注意各商户的不适用日期。

■该优惠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所有Visa卡且通过Visa网络

进行的支付。

■欲兑换优惠，请出示本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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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没有及时出示优惠信息，可能导致您无法获取优惠奖励。

■须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方可享受折扣或赠品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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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内容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商品。

■优惠仅可在明文列出的指定店铺中使用。

■持卡人在本活动中的优惠商戶消费时，每人每次仅限享用一次优

惠。各提供优惠的商戶对其优惠活动和服务负有全部的责任。

■如果您需要咨询或希望获得更多信息，请直接联系商戶。

■服务条款及条件根据各个商戶而不同。请在参加优惠活动之前

仔细阅读具体商戶的条款条件。

■消费后，请收好您的Visa卡收据。您可能需要出示收据作为消费

证明或投诉依据。

■Visa 对优惠使用的赔偿不负任何责任。

■优惠中的信息均为基于2019年06月的信息，未来有可能发生变

化。优惠活动和服务可能变更或者中断，恕不提前通知。

■除非优惠活动中有特别指出，所有优惠都不包括税金和服务费。

如果参与商户拒绝提供优惠 请出示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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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礼品
■所有礼品都必须在购物当地索取。您回国后不可索取。

■6个月内每人只限索取一份礼物。您在索取礼物的时候，工作人

员可能要求您留下您的姓名。

■根据库存的状况，礼物可能有变更。

■所有收据须为使用Visa卡支付的同一天的消费，且Visa卡持卡人

姓名需和卡上印刷名称一致。

■优惠券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折扣/优惠
■在购物付款时须出示优惠信息。

体验/活动
■请确定您已经阅读每页每个优惠活动的服务条款与条件。须在

售票处出示优惠信息。 
■优惠信息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餐厅/下午茶
■每人只能获得一份免费饮品、甜点或者加菜/礼品。

■本优惠有效Visa卡持卡人的同行人员亦可享受优惠，但必须同时

满足优惠活动的要求。

■优惠信息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cdakl.eats@cordishot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