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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湛蓝的潟湖与豚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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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
推荐大溪地必玩体验

［浪漫］
与豚共舞 & 赏最美黄昏
在最美人间天堂大溪地，你可以体验到一切极致的浪漫。此处有晶莹清澈的美丽 湖，海豚成群，
你可以到海豚自然栖息地与海豚嬉闹，探索奇妙深邃的海底世界，亦可到海豚体验中心与可爱的海豚亲密接触，
在水中共舞，度过别样的迷人时光。此外，大溪地还有着世界最美的黄昏，每当夕阳西下，璀璨的暮色便会毫不吝啬地洒满岛上每一个角落，
安静壮观得让人感觉时光仿佛静止。你可以在度假酒店的无边泳池里一边品鸡尾酒，一边沉醉眼前的夕阳美景，
也可以窝在沙滩边的吊床，沐浴绚烂的落日余晖。

［享受］

［淘宝］

［趣玩］

［品味］

海岛水屋

珍珠天堂

水上活动

深海美食

除了翠绿的小岛、迷人的沙滩，

大溪地盛产黑珍珠， 这 种珍

大溪地常年阳光明媚，海水蔚

大 溪 地 富 有 新 鲜 深 海 海 产，

这里还有怡静的水屋。大溪地

珠品种珍贵无比且带有幻彩

蓝清澈，是水上活动天堂。你

如鲜美的吞拿鱼及当地菜肴

的水屋 360 度直面大海，日

颜 色， 很 是 与 众 不 同。 从 高

可以跃上水上摩托车，自由驰

鬼 头 刀 鱼， 为 了 保 持 鲜 美自

出日落尽在眼前，魅力非凡。

端奢侈品牌店到小珠 宝 店、

骋于醉人的海上，或尝试飞行

然 的 口 感， 多 只 以 柠 檬 汁或

你不妨戴上浮潜眼镜直接从水

市集摊档，这里到处 都 在销

冲浪，体验海上腾空飞跃的刺

椰 子 汁 佐 拌， 或 仅 撒 些 许海

屋跳入大海，拥抱碧海蓝天，

售 黑 珍 珠， 不 仅 色 彩 缤 纷，

激，如果你热爱钓鱼，则不妨

盐 放 进 锡 纸 内 腌 烤。 若 想过

还可以在水屋中仰望海平面上

还有各种奇形异状， 让 人大

体验一回深海垂钓，说不定还

把 出 海 垂 钓 瘾， 还 可 直 接将

繁星点点，聆听海浪的声音，

开 眼 界， 在 珍 珠 天 堂， 你 绝

能钓到当地常见的深海鱼鬼头

捕获的鲜货在船上现场烹饪，

尽享极致奢华。

不能放过这放肆购物的机会。

刀鱼（Mahi-Mahi）。

享受舌尖上的极致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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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ahiti

聪明旅行家

关于大溪地

大溪地能颠覆你对海水颜色的定义，这里有不同深浅层次的天蓝海水，祖母绿天蓝和
白色交错的珊瑚潟湖；这里是最天然纯朴的度假胜地，蓝天白云，阳光沙滩，有最美
的夕阳和风情款款的海岛水屋；这里四季温暖，人们衣食无忧，是传说中“最接近天
堂的地方”。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Danni Wu
旅游媒体人，80 后 AB 型处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它的概貌？

女座，酷爱旅游，尤其热爱

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大溪地则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其政治中心

海岛，追求完美的她在第一

和经济中心，因此很多人习惯以“大溪地”来指代整个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大溪地岛的人口大多数

次大溪地旅游之后，便一发
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世界

为波利尼西亚人，其次为波法混血和法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大溪地岛上约有 10% 的华人，而华人

海岛排名第一的天堂圣地。

经济约占当地 85%，因此除了法语是大溪地唯一官方语言外，大溪地语和中国客家话也是当地的语

Danni 的未婚夫是大溪地本

言之一。大溪地属亚热带气候，全年温暖，拥有丰富的热带特产及闻名世界的珍品大溪地黑珍珠，而

地人，身为大溪地准媳妇，
她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

秀丽的自然风光与极致的海岛体验更让其常年被列为全球海岛 No.1 的度假胜地。

大溪地度假，自然对大溪地
有 着 地 道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Danni 业余还经营一家大溪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与其生活方式的印象与观察？

地黑珍珠及特产的网店，一

大溪地生活节奏极慢，大家的工作时间都很短，在节假日与周末很多时候商店都不营业，当地人工作

直致力于向喜欢大溪地的人

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打发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谋生挣钱。走在街上，每天都会有热情的当地人跟你打招

们介绍其真正的独特文化及
产品，乐此不疲。

呼，说上几句简单的法语问候，常让人错觉这是相识多年的老邻居而不是街坊陌生人。在这里，你看
不到阶级的区别，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且衣食无忧，每位大溪地妇女身上都会佩戴硕大的黑珍珠首饰，

微 博：@ 大 溪 地 珍 珠 小 姐
DANNIWUPEARLS

就连超市女收银员也是一身珠光宝气。大溪地人热情好客，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充满好奇，当他们
知道你来自中国，往往会很感兴趣地跟你谈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对于准备出发前往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
● 法语是大溪地官方语言，当地人热情好客，碰面时会用法语打招呼，不妨学几句日常问候法语，如
语言不通也可以微笑回应。此外，当地人都会基本英语，准备些常用英语对话也会方便很多。
● 当地商店一般接受太平洋法郎和欧元，部分地方也接受美金。出发前建议兑换好欧元，因为欧元与
当地货币太平洋法郎的汇率是固定的，用欧元交易较为划算，不建议兑换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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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hiti in Numbers
从数字看大溪地

130,000
大溪地岛的人口约 13 万，约占整个法属波利尼西亚
群岛总人口的 50%。其中 78% 是波利尼西亚人，其
次为波法混血和法国人，约占 12%，其余 10% 为华人。

4,167km2
No.1/Top10

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总面积约为 4,167 平方公里，
整体分布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其中大溪地岛的
面积约 1,042 平方公里。

118
大溪地岛是法属波利尼
西 亚 118 个 岛 屿 中 最
大的一个。

18
大溪地时间比北京时间
晚 18 小时。

大溪地在全球海岛的排行榜上常年稳居 No.1，被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 10 大度假胜地之一”。

50%
大溪地黑珍珠的养殖环
境及采珠过程要求很
严， 每 100 个 精 心 培
育 的 黑 蝶 贝 中 只 有 50
个能成功培殖出珍珠，
其中只有 5 颗是完美无
瑕的，因此每颗黑珍珠
都珍贵无比。

北京 & 大溪地生活水平比一比
（近期汇率 /1 人民币 ≈16.8 太平洋法郎，1 太平洋法郎 ≈0.06 人民币）

71
(1,200XPF)

59.5
(1,000XPF)

47.6
（800XPF)

13

出租车起步价

18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18
(300XPF) 18

一杯咖啡

20

6
(100XPF)

一包烟
（万宝路）

2

一瓶矿泉水

大溪地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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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贴士
在地球的南太平洋中部，有着 118 个美丽而神秘的岛屿群，
它的名字叫“法属波利尼西亚”。这里有湛蓝的潟湖及幻彩的珍珠，也是潜水的胜地及艺术的摇篮。
无论你是喜欢漫步在洁白沙滩还是遨游在七彩海水，探索火山丛林还是体验土著文化，
你总是能在这些岛屿里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并享受它们给你带来的完美极致海岛体验。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必玩岛屿

的香草。踏上塔哈岛，你会瞬间感到香气弥漫，仿佛置身在五彩

大溪地岛（Tahiti）— —太平洋上的黑珍珠

花园中。这里除了有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香草外，还有顶级珍

南太平洋上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大溪地岛是法属波利尼

贵的兰花科植物，可以来一场特别的嗅觉之旅。

西亚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大溪地岛从空中俯瞰形状似尾鱼，由
“鱼头鱼身”大大溪地（Tahiti Nui）和“鱼尾”小大溪地（Tahiti

法卡若瓦岛（Fakarava）— —潜水天堂之真正的热带水族馆

Iti）两部分组成，大部分活动和交通线路都在大大溪地 , 小大溪

这里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让潜水爱好者激动的一个岛屿，

地则人烟较少。

已被国际教科文组织列为自然生态保护区。这里拥有稀有的水下
动植物和美丽的潟湖，全年可见海豚，可以同梭鱼、虎鲨、灰鲨

茉莉亚岛（Moorea）— —大溪地的姐妹之岛

鱼一起游泳，绝对会是终身难忘的经历。

茉莉亚岛被称为“大溪地岛的姐妹岛”，在大溪地南面海岸就能
清晰地看到它。它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向风群岛的第二大岛，

希瓦瓦岛（Hiva Oa）— —保罗·高更生活的岛

也是离大溪地岛最近的一个岛。热带丛林是这里最大的特色，火

希瓦瓦岛是保罗·高更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停留地，也是后

山被绿色植物覆盖，郁郁葱葱，特别适合来一场自然丛林之旅。

来艺术家创作和文化交流的地方，是著名的艺术家摇篮。高更曾
说在这个小岛寂寞无处不在，他最终找到了平静，而这座平静的

波拉波拉岛（Bora Bora）— —最性感的热带天堂

小岛也被染上了高更的色彩。

波拉波拉岛一直都被世人不吝赞美之词地形容为“世界上最美丽
的小岛”，已成为“全球 10 大蜜月度假地”之一。波拉波拉岛

鲁鲁土岛（Rurutu）— —鲸鱼之岛

梦幻般的蓝色潟湖清澈多彩，海岸沙滩洁白如雪，加上七彩的海

每年 7 至 10 月，成群的鲸鱼会来到鲁鲁土岛进行繁殖，游客在

水，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欧美观光客心目中最性感的热带天堂。

海平面观察平台可看到大量成群结伴的鲸鱼，有时候还可以听到
雄鲸为取悦雌鲸而鸣腔唱歌，场面十分壮观。此外，鲁鲁土岛妇

胡阿希内岛（Huahine）— —恬静的花园之岛

女们制作的手工编织品也是岛上一大亮点，工艺精湛且独具特色，

胡 阿 希 内 岛 分 为 大 胡 阿 希 内（Huahinie Nui） 和 小 胡 阿 希 内

是值得带走的伴手礼。

（Huahine Iti），全岛被珊瑚潟湖环绕，有著名的白沙滩，风光
旖旎。因游客接待量比茉莉亚岛和波拉波拉岛少，该岛的私密性

岛间交通贴士

更好，这里常被称为“伊甸园”，比较适合那些希望远离喧嚣的

岛间轮船

人享受小岛恬静时光。

大溪地岛 - 茉莉亚岛：约 30 分钟
若依雅提岛 - 塔哈岛：约 15 分钟

若依雅提岛（Raiatea）— —神秘的宗教之岛
若依雅提岛被称为“圣岛”，这里有着神秘而特殊的气氛，是社

岛间飞机（部分经停航线时间会稍长）

会群岛的文化中心和宗教中心，太平洋上大溪地文化发祥地之一，

大溪地岛 - 波拉波拉岛：约 50 分钟

有着波利尼西亚最重要的神庙——塔普塔普阿特阿神庙。在这里，

大溪地岛 - 胡阿希内岛：约 40 分钟

你还可以目睹大溪地国花大溪地栀子花（Tiare Apetahi）的生长，

大溪地岛 - 若依雅提岛：约 1 小时

不过只能看不能摸，因为采摘栀子花在当地是违法的。

大溪地岛 - 法卡若瓦岛：约 1 小时 10 分钟
大溪地岛 - 希瓦瓦岛：约 4 小时（直飞）/7 小时（含中转）

塔哈岛（Tahaa）— —芬芳的香草之岛

大溪地岛 - 鲁鲁土岛：约 1.5 小时

塔哈岛是一个被祖母绿礁湖环绕的花型岛屿，种植着大溪地 80%

大溪地航空网：www.airtahiti.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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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分布图

土阿莫士群岛
Tuamotu atolls

波拉波拉岛
Bora Bora

马克萨斯群岛
Marquesas Islands

法卡若瓦岛
Fakarava

塔哈岛
Tahaa

社会群岛
Society Islands

若依雅提岛

茉莉亚岛
Moorea

Raiatea

鲁鲁土岛
Rurutu

南方群岛
Austral lslands

希瓦瓦岛
Hiva Oa

大溪地岛
Tahiti

胡阿希内岛
Hua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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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Trip

行前计划

最佳出游时间
大溪地属亚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 27℃，平均海水温度为 26℃ ~28℃，任何岛

屿终年 都可游泳，所以一年四季 都适合来大 溪地旅游，但 最 佳 旅游时间还 是 5~10
月的干 季，这段 期间也是 大 溪地的旺季，建议 提前 3~6 个月订票、准备行 程。大 溪
地海瓦节、夏威基岛独木舟竞赛和蒂亚雷栀子花节都是值得体验的节庆活动。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11 月 ~4 月

Rain
雨季

气候 & 提醒
大溪地湿季时几乎每天
都 下 雨， 且 时 常 出 现 倾
盆 大 雨 的 情 况， 但 每 天
下 雨 时 间 不 会 特 别 长，
建议出门记得带好雨具。

［节庆活动］

夏威基岛独木舟竞赛 /HAWAIKI NUI VA'A 11 月

蒂亚雷栀子花节 /Tiare Day 12月

夏威基岛独木舟竞赛是大溪地最传统、最盛大的独木舟比赛，

大溪地蒂亚雷栀子花节是专

每年都有超过 100 艘独木舟在胡阿希内岛、若依雅提岛、塔哈

门为纪念大溪地岛花栀子花

岛及波拉波拉岛之间的背风群岛进行比赛，最终终点线在波拉

而 设 立 的 节 日， 每年 这 个 时

波拉岛的 Matira 站结束。这是全年最受瞩目的体育盛事。

候， 大 溪 地 都 会 举行 各 种 栀

胡阿希内岛、若依雅提岛、塔哈岛、波拉波拉岛

子 花 装 饰 比 赛， 有些 岛 民 还
会 在 街 上 派 发 栀 子花， 希 望
给大家带来好运。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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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
5 月~10 月

旱季

气候 & 提醒
大溪地的干季平均气温
超过 30℃，每天阳光都
十 分 充 沛， 光 照 较 强，
出门在外建议戴上帽子，
做 好 防 晒 措 施， 否 则 很
容易晒伤。

［节庆活动］
大溪地珍珠帆船赛 / Tahiti Pearl Regatta 5 月
大溪地珍珠帆船赛是整个南太平洋群岛中最大的年度帆船比赛，赛事面向各类帆船及所有民众开放。
参赛的帆船在若依雅提岛、塔哈岛及波拉波拉岛之间航行，此外还混合了带有浅水湖赛区的海洋路线，
整个赛事热闹壮观，精彩值得一看。
若依雅提岛、塔哈岛、波拉波拉岛

大溪地海瓦节 /Heiva i Tahiti 6~7 月
大溪地海瓦节意为“大溪地庆典”，是大溪地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庆活动，也是旅游者不可错过的最
有特色的节庆活动。海瓦节一般可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全岛人民都会聚集在一起，举行各
种有关舞蹈、音乐、艺术及体育比赛的欢庆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工艺节、大溪地音乐舞蹈艺术节等。
www.maisondelaculture.pf

大溪地音乐舞蹈艺术节 /The Heiva 大溪地音乐舞蹈艺术节是海瓦节里的重头戏，舞蹈在古波利尼
西亚文化中被作为情感表达最具体的存在形式，在舞蹈节上，大溪地女孩会尽情展现她们曼妙的舞姿，
大跳热情的草裙舞和激情的火把舞，让观众大饱眼福。
帕皮提 Toata 广场（Place Toata）

工艺节 /Crafts Heiva

在海瓦节期间举行的各种艺术及体育盛事之中，工艺节是其中比较有亮点而

不可错过的一个，这是由来自 5 大群岛的各种工艺品的展览及演示活动组成，尽显波利尼西亚工艺
品的艺术文化之奥妙。
帕皮提 Toata 广场（Place Toata）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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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作为世界顶级海岛，大溪地有着各种不同风格体验的豪华度假村酒店，
从海上水屋、沙滩别墅到丛林草屋，每一种都会给你最极致的享受和体验。
与此同时，这里酒店的住宿价格都较为昂贵，在豪华酒店住宿一晚通常在 200 美金以上，水屋的价格还会更高，
但真的是不可错过的体验，值得你多支付一些预算。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大溪地岛（Tahiti）
大溪地岛上的酒店大多集中在首府帕皮提（Papeete）区，小部分集中在法阿国际机场及普纳奥亚（Puna’auia）区域。虽然这三
个区域相隔较近，驾车大概 3~5 分钟，但一般还是建议住在帕皮提区域，无论是到轮渡码头、帕皮提公共市集还是去罗伯特温珍珠
博物馆等旅游景点，步行 10 分钟内皆可到达。

塔希提岛希蒂默安娜别墅酒店
Hitimoana Villa Tahiti
中档 | 恬静的家庭式别墅酒店
塔希提岛希蒂默安娜别墅酒店位于大溪地
岛西海岸，是一家家庭经营酒店，距离帕
皮提 25 分钟车程，因为稍远离市中心，
这里比较适合希望获得静谧度假体验的游
客。酒店内提供免费划皮划艇和浮潜等水
上项目，距离附近的黑沙滩仅 5 分钟车程。
PK 32 Cote mer, Tahiti, 98712
Papara, French Polynesia
花园景观小屋 9,330XPF
www.hitimoanavilla.com
Hitimoana Villa Tahiti
InterContinental Tahiti Resort & Spa

大溪地洲际 spa 度假酒店 InterContinental Tahiti Resort & Spa
高档 | 观赏黄昏最佳点的豪华度假酒店
大溪地洲际 spa 度假酒店是大溪地本岛上为数不多的高档酒店，距离法阿国际机
场不到 5 分钟车程，距离帕皮提市中心 10 分钟车程。酒店的一大特色是有人造沙
滩及底部铺满沙子的无边游泳池，泳池中央的鸡尾酒吧是一大亮点，游客可以点一
杯鸡尾酒到无边泳池一边品一边看美丽的夕阳。从酒店还可直接看到茉莉亚岛的美
丽景观。
Pointe Tahiti, Faa’a, 98702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湖景观大床房 29,066XPF
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cn/zh/faaa/pptpf/hoteldetail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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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 Suisse
经济型 | 背包客首选的民俗型酒店
这里有休闲露台和可供顾客自备餐点的公共厨房，客房装饰简单大方，是一家民宿型酒
店。酒店距离帕皮提渡轮码头、市中心珍珠博物馆及法阿国际机场都仅有 5 分钟车程。
BP 20255, 98713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双人房 4,798XPF
www.fare-suisse.com/english

Fare Suisse

茉莉亚岛（Moorea）
茉莉亚岛上的酒店分布比较散，但基本都在沿海岛的海边，可拥有自己的私人沙滩。另外，由于这个岛上的景点也较为分散，一般
建议自驾前往各景点，因此挑选酒店时不妨只管挑选心仪的酒店及房型，无需太顾及酒店的地理位置。

茉莉亚岛冲浪住宿加早餐酒店
Moorea Surf Bed and Breakfast
中档 | 适合冲浪爱好者的酒店
酒店是冲浪爱好者不错的选择，常常聚集
着一些爱好冲浪的年轻背包客。酒店位于
茉莉亚岛西海岸，这里全年均非常适合冲
浪活动。酒店很贴心，提供冲浪板及包含
冲浪信息的图书馆，可免费使用。
PK 20 Côté-Mer, Baie de Vaianae,
98729 Vaianae, French Polynesia
标准间 10,500XPF
mooreasurfbnb.wix.com/mooreasurf-bnb

Moorea Surf Bed and Breakfast

Moorea Fare Miti

茉莉亚费尔米蒂酒店 Moorea Fare Miti
中档 | 大溪地风情的茅草小屋别墅

茉莉亚费尔米蒂酒店的客房全为传统茅草屋顶造型别墅，提供带炉灶的小厨房，可
供顾客自助烹饪。酒店就在沙滩旁边，顾客可以免费使用皮艇和浮潜设施，此外，
酒店海景房的景观一流，值得入住。
PK 27,5 Côté- Mer, Hauru, 98729 Hauru, French Polynesia
花园景观独立草屋 12,135XPF
www.mooreafaremiti.com

希尔顿茉莉亚度假村 Hilton Moorea Lagoon Resort and Spa
高档 | 可观赏水下世界的水屋豪华酒店
这里拥有各种简易别墅，可选择潟湖上水屋或花丛中草屋类型，每间别墅都有一个私人阳台，
部分别墅室内地下还拥有特别的透明玻璃区域，客人可直接观赏到脚下的海洋生物美景。
BP 1005, Papetoai, 98728 Papetoai, French Polynesia
标准大床房 58,878XPF
www3.hilton.com/en/hotels/french-polynesia/hilton-moorea-lagoon-resort-and-spaPPTMLHI/index.html
Hilton Moorea Lagoon Resort and Spa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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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波拉岛（Bora Bora）
波拉波拉岛是大溪地旅游最热门的岛屿，也是世界顶级的蜜月圣地，这里遍布奢华度假村酒店，将浪漫的气氛诠释得淋漓尽致。和
其他岛屿相比，这里的酒店价格也是最高的，一间豪华型酒店的套房价格每晚可达数万元人民币。

特 曼 努 阿 塔 乡 村 酒 店 Village
Temanuata
中档 | 波利尼西亚 风情的家 庭 式
别墅酒店
特曼努阿塔乡村酒店是家庭经营酒店，
酒 店 的 位 置 很 好， 就 在 马 蒂 拉 海 滩
（Matira Beach）旁边，从别墅出来可
直接通往一个小的私人沙滩。部分别墅
在园林花丛之中，客房内悬挂有传统布
艺装饰，富含浓厚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气
息，酒店的房价在波拉波拉岛上还算可
以接受，性价比不错。
Matira Beach,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花园景观独立木屋 14,700XPF
The St. Regis Bora Bora Resort

www.temanuata.com

波拉波拉岛瑞吉度假村 The St. Regis Bora Bora Resort
高档 | 潟湖上的顶级奢华型酒店
波拉波拉岛上的奢华型酒店数量有很多，但这个瑞吉度假村无论从硬件设施、服务

Village Temanuata

品质还是奢华体验感上来说，都是波拉波拉岛上数一数二的。所有客房都坐拥潟湖
全景，房间装饰布满波利尼西亚雕塑，有着浓厚的异国风情。酒店一大亮点是 Le
Lagoon Restaurant，餐厅悬浮在湛蓝的海面上，享受美食的同时还能观赏海洋
生物美景。
Vaitape, Bora Bora,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标准水屋 100,600XPF
www.stregisborabora.com

夕阳山别墅 Sunset Hill Lodge
经济型 | 温馨海景公寓
夕阳山别墅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公寓，公寓内的房间、客厅等不同场所都有着强烈的缤纷
色彩，让人在每一个转角处都能获得不同的愉快心情。公寓距离瓦伊塔佩（Vaitape）市
中心只有 5 分钟的步行路程，可免费接送往返瓦伊塔佩码头。尽管这只是个经济型的公寓，
但所有客房都享有美丽的海景。
BP58 Vaitape,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Sunset Hill Lodge

公寓房 7,040XPF/ 人（或一对情侣）
www.sunset-hill-borabora.biz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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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希内岛（Huahine）
与大溪地、茉莉亚及波拉波拉岛相比，胡阿希内岛的游客量要少很多，因此酒店数量也相对较少，岛上的环境氛围格外恬静，住在这
里会少几分纷扰，多几分清净。因岛上私密性较好，在酒店私人沙滩里，你可以放松身心享受日光浴，亦或静静感受远离喧嚣的美好。

麦台拉皮塔村胡阿希酒店 Maitai Lapita Village Huahine
高档 | 热带花园风情酒店
麦台拉皮塔村胡阿希酒店位于一片热带花园中，房间露台处是一片美丽的湖景，并拥有
多间独立的豪华别墅。室外游泳池 10 米之外便是一片美丽的白沙滩，泳池旁还有一间名
为“Oaoa Bar”的酒吧提供多款鸡尾酒，其中，经典椰林飘香鸡尾酒非常值得一试。此
外，酒店内的餐厅 Omai 到了晚上还有传统的草裙舞表演，建议提前预订好用餐位置，
以便观赏表演。
Fare, 98731 Fare, French Polynesia
湖景独立木屋 26,018XPF
www.huahine.hotelmaitai.com

Maitai Lapita Village Huahine

胡阿希内皇家度假酒店 Hotel Royal Huahine
高档 | 私密性奢华酒店
胡阿希内皇家度假酒店是一间私密性非常好的高档酒店，需要到达胡阿希内岛后再
乘船前往，宁静而远离喧嚣，不用担心交通问题，客人可免费乘船往返费尔（Fare）
村。最特别的是，酒店所有水屋均朝向西面，保证每间别墅都坐拥若依雅提岛、塔
哈岛的海景及日落的壮观美景。
Bp 36 Fare, 98731 Fare, French Polynesia
标准水屋 23,940XPF

Pension Fare Ara Huahine

www.royalpolynesiahotel.com/huahine/royal-huahine-hotel
Hotel Royal Huahine

菲 尔 阿 拉 胡 阿 希 公 寓 Pension
Fare Ara Huahine
经济型 | 集体或家庭出游必选的
高性价比公寓
菲尔阿拉胡阿希公寓是一家自助型公寓，
拥有开放式厨房，公寓面积较大，一般拥
有 1~3 个类型不同的公寓房间，适合家
庭出游或三五个好友集体出游，最大的公
寓可住 6 人，较划算。整个公寓被园林
景观环绕，交通便捷，还提供往返机场接
送服务。
Baie de Haamene, Fare, 98731
Fare, French Polynesia
标准间 4,200XPF
fare-ara.blog.fr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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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交通工具

Smart Travel
大溪地交通贴士
无论是大溪地岛还是其他岛屿，岛上交通工具的选择都不多，
除了大溪地岛上有公共汽车及计程车外，其他岛屿基本不会见到公共交通。
因此，在这里最方便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自驾车、摩托车甚至是自行车，

而在岛屿之间，除了从大溪地到茉莉亚岛可搭乘轮船直达外，其他岛屿之间基本都需要搭乘境内航班前往。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Wendy Wu

交通

岛上交通
公共汽车（Bus）/ 大溪地岛上的公共汽车基本分为 3 条线路：短

机场交通

途西线、短途东线及小大溪地（Tahiti Iti）长途线路。这 3 条线

国际直航航线 / 目前全世界航线到大溪地的都需要在东京、洛杉

路的公共汽车均只在平时运营，周末不运营。

矶或奥克兰中转，再由大溪地航空（Air Tahiti Nui）执飞运营，
到达大溪地帕皮提。需要注意的是，如选择从洛杉矶或奥克兰中

西线 / 走西线的公共汽车车身是红白色，路线从帕皮提公共市集

转，需要中转地所属国的过境签证（Transit Visa），签证一般

（Le Marche/Papeete Market）后面的街道为起点环岛一直到

需 10 个工作日左右，而选择东京中转则无需过境签证。

莫阿那购物中心（Centre Moana Nui）。
周 一 至 周 五 24 小 时 运 营（6:00~18:00 每 30 分 钟 一 班 车，
18:00~6:00 每小时一班车）
全 线 全 票 为 750 XPF； 帕 皮 提 区 域 内 上 下 车 130 XPF
（18:00~6:00 时间段 200 XPF）

从中国出发的线路一般为中转东京或奥克兰，选择奥克兰会价格稍低但航班时
间及中转等候时间较长，且须提前办理中转签证，而选择东京中转则无需中转
签证，但价格偏贵，出行前挑选航线时可综合考虑预算及时间。

东线 / 走东线的公共汽车车身则是绿白色，路线从帕皮提轮渡码
头对面街道为起点一直到 Mahinaz 镇。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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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 6:00~17:00（每 30 分钟一班车）

推荐租车公司 Europcar

全 线 全 票 为 750 XPF； 帕 皮 提 区 域 内 上 下 车 130 XPF

Faa'a airport，French Polynesia / Cnr Av du Prince Hinoi &

（18:00~6:00 时间段 200 XPF）

Rue des Rempart，French Polynesia
+689 40 866061 / +689 40 452424

长途线 / 专 门 走 从 大 大 溪 地（Tahiti Nui） 南 海 岸 到 小 大 溪 地

9,200XPF/ 天

(Tahiti Iti) 的公共汽车是橙白色的，线路起点为保罗高更街（rue
Paul Gauguin）。
周一到周五 6:00~12:00（下午仅有一班 16:30 的车回到市区）

轮 渡（Ferry）/ 由 于 茉 莉 亚 岛 与 大 溪 地 岛 相 隔 仅 20 公 里， 一
般前往茉莉亚岛都需要选择从大溪地帕皮提轮渡码头（Tahiti

全 线 全 票 为 750 XPF； 帕 皮 提 区 域 内 上 下 车 130 XPF

Ferry Terminal）搭乘轮船，船程约 30 分钟。建议选择搭乘

（18:00~6:00 时间段 200 XPF）

Aremiti 公司的班船，船新且船程时间较短。轮船可驾车搭乘，
但因位置数量有限且周末是茉莉亚岛最旺的时间，建议提前购

卡车
（Le Truck）/ 卡车是大溪地非常著名且具有特色的本地小车，

买船票。可直接到轮渡码头船务公司窗口查看班次价格，周末

曾经是大溪地非常流行的公共汽车，车身五颜六色，招揽即停，

比周日价格稍高。

但现在的卡车已被新一批的现代空调公共汽车取代，最后一小部

推荐快船 Aremiti 5、Aremiti Ferry 2

分的卡车仍在继续运营帕皮提市区的莫阿那购物中心（Centre
Moana Nui）的路线，如果去其他地方，建议搭乘现代公共汽车。

6:05~17:30（每天 3~5 班船）
无驾车单程票价 1,500XPF；驾车单程票价 4,330 XPF

卡车从周一到周六运营，周日不运营，票价为白天 130 XPF，
晚上 200 XPF。
计程车（Taxi）/ 大溪地岛的帕皮提有许多计程车，上下班高峰时
间可能会比较难打车，但其余时间还是很容易打到车的，计程车

从大溪地帕皮提可同样搭乘轮船前往胡阿希尼岛、若依雅提岛、塔哈岛及波拉

一般会聚集停在一些停车点上，较大的停车点为公共市场附近的

波拉岛，但船程时间很长且不太安全舒适，建议去其他较远的岛屿选择搭乘飞

Boulevard Pomare 街道及 Centre Vaima。大多数计程车司机

机前往。

都懂英文，费用明码标价在 Boulevard Pomare 停车点的指示
板上，由于计程车里基本上都没有计程表，所以最好和司机先沟
通好价钱。在帕皮提市中心区域内，白天起步费是 1,000XPF 起，
每公里加 120XPF，晚上 8 点到第二天早晨 6 点会加价，晚上
每公里费用为 240XPF。如果想租计程车，4 小时环岛游费用大
概是 16,000XPF 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计程车里每件行李都会
收取额外的行李费，一般是 50~100XPF。
租车（包括汽车、摩托车）/ 租车是在大溪地最方便、最高效的交

搭 便车（Hitching）/ 竖起大拇指站在路边招揽便车，这在大溪
地可是一件很普遍且安全系数很高的事情，在大溪地的马路上，
你常常能看到有大溪地本地人或西方人这么干，大溪地人民都很
友好，往往很容易就能招揽到愿意搭你一程的车，这对背包客来
说非常有用。

通讯

通方式，如果是租汽车，需注意的是，中国驾驶证在国外不被认同，
在出国前需在当地公证处进行公证，以便在国外正常租赁汽车。租

电话卡

车公司点在岛上各个地方（机场及轮渡码头等地）都能轻易找到。

大溪地使用 GSM 系统，当地移动电话运营商 VINI 与中国移动
有跨国合作，网络覆盖法属波利尼西亚 97% 人居住的岛区域，
出发大溪地之前开通国际漫游功能便能使用，但漫游费用相当贵，
建议在当地购买 VINI 预付卡，最低 850XPF，可拨打本地电话
17 分钟或发 50 条本地短信，如拨打国际长途回中国，费用为
229 XPF/ 分钟，发短信回中国则为 100XPF/ 条。

寄明信片
大溪地各个纪念品店和超市均有明信片售卖，一张明信片价格约
100 XPF。寄明信片可去邮局，寄往中国的邮资为 200 XPF。
推荐邮局 La Poste
8, rue de la Reine Pomare IV , 98714 Papeete, Tahiti
周一至周五 7:30~17:00；周六 7:30~11:00（周日休业）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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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必尝
大溪地特色美食
大溪地是热带天堂，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随处可见，
菠萝、香蕉、面包果、椰子、诺丽果、芒果……无论是见过的，
还是没见过的，这里都应有尽有。此外，这里深海出产的各式海鲜也让人垂涎三尺，
值得品尝的还有最传统的大溪地玛阿、最经典的酸橙椰子卤金枪鱼及街头大篷车美食。
来到大溪地，你注定将拥有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01

Fe’i Bananas

这 是 一 种 太 平 洋 特 有 的 水 果 产 物， 与 普 通 香 蕉 类 不 同，Fe’i
Bananas 的果皮呈橘红色，拨开皮后肉呈黄色，需经过煮熟后
才可食用，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煮熟的香蕉。在大溪地或任何一
个法属波利尼西亚岛上，你到处都可看到当地人的一些流动水果
摊档上有卖这种香蕉，满满一盒浇上可口甜美的椰浆佐拌食用，
Fe’i Bananas 口感柔绵，加上本身的甜味和椰浆的香甜，是一
种非常地道的小吃，也可在帕皮提公共市集中找到。
推荐购买地 帕皮提公共市集
Papeete Market, BP4588,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200~300XPF

02

鬼头刀鱼（Mahi-Mahi）

大溪地有着太平洋最新鲜的鱼类，其中最著名的可谓大溪地的鬼
头刀鱼（Mahi-Mahi），跟酸橙椰子卤金枪鱼一样，你在每一间
大溪地的餐厅里都能找到这一道菜，此外在当地也能常常看到渔
民带着几条硕大的鬼头刀鱼。鬼头刀鱼最传统的做法是烤，浇上
些许黑椒，不用太多调味料，保留鱼肉最新鲜的口感，再拌上由
椰浆、奶油等调制而成的香草汁，便是难忘的美味。
推荐餐厅 Chez Remy
PK 15, Centre Tamanu, Punaauia 98718, French Polynesia
周一至周五 18:30~21:00；周六至周日 9:30~14:00
人均 1,200~3,500XPF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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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维 埃 提 广 场 大 篷 车 美 食（Roulottes De Place
Vaiete）
在帕皮提轮渡码头旁边有个开放式广场区域，白天空旷，但到了
晚上这里却是另一番热闹的情景，摇身一变成为大溪地岛上非常
著名的夜间美食广场。“Roulottes”是法语里“大篷车”的意思，
每到入夜时分，维埃提广场就会聚集十余辆各式各样的流动美食
车，后车厢门撑开，往外摆放几张小桌子和小凳子，就开始做生
意了。最意外的是，这里餐车的店家大多为华人摊档，自然供应
的也以炒饭炒菜为主，听到中国式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响声，让
人格外有亲切感。这里价格实惠，提供中文菜单，去多了高档餐
厅之后来到这里可以换换家乡的口味，也可以为钱包减减压。
Place Vaiete, Tahiti, French Polynesia
18:00~23:00
人均 1,200XPF

04

面包树果（Uru）

大溪地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面包树果，当地人称“Uru”，其果
肉结实甘甜，切下厚厚的一片便可当作面包食用，当地人喜欢把
切下的果片烤来食用，充当餐前面包或配菜食用，口感爽滑特别。
硕大的一个面包树果可以食用很长时间，且价格低廉，比米价还
便宜，因此从古时开始就被当地人当成充饥的食物。当地的面包
树果形态据说有 25 种，有圆的、椭圆的、光滑的……来到大溪地，
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最特别的水果。
推荐购买地 帕皮提公共市集
Papeete Market, BP4588,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100~200XPF

05

大溪地玛阿（Ma’a Tahiti）

在大溪地，新年庆典活动里的大餐绝对是一场丰盛的大溪地玛阿，
玛阿其实是传统的波利尼西亚烹饪方法做出来的一种菜肴，就是
各种生肉类食物被包裹在香蕉叶中，放在铺满木头及火山岩石的
地炉（Tahitian Oven）里，木头生火，岩石散发出炽热高温，
以这种传统的烹饪方法做出可供 100 人食用的盛宴。玛阿不仅仅
是一场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一次大溪地旅程里不可错过的文化体
验。现在，大溪地几乎每一家高档型度假村酒店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有一场玛阿盛宴，同时还会伴有大溪地传统舞蹈，建议入住酒
店同时可咨询酒店，以免错过这一美味之旅。
推荐品尝地 提克村（Tiki Village）
PK 31 Haapiti, 98728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1~6 月、12 月：周二、五 18:00~22:00；7~11 月：周二、三、
五 18:00~22:00（表演时间：20:45~22:00）
晚宴（含演出）9,950XPF
www.tikivillage.pf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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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Hinano

Hinano 是大溪地的一种当地啤酒，Hinano 就是大溪地本地女性
常用的名字，该啤酒的 Logo 是一个头戴花环、身着特色花裙子
的大溪地女郎，后面以小岛和椰树为背景，典型的大溪地标志，
还没喝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大溪地风情。Hinano 啤酒的口感比较
清新淡爽，麦芽香味浓郁，买上几瓶 Hinano 啤酒坐在海边边品
边赏景，实属一大享受。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法国法律规定，
大溪地公众节假日所有商店都不允许销售任何酒类，超市商店里
的所有酒类区域都会贴有“不允许出售”的标识，千万不要摆乌
龙购买造成误会哦。
大溪地各大超市、商店
400XPF

06

美态（Mai-Tai）

美态是大溪地经典鸡尾酒，源于大溪地语“Mai-Tai”，意思是“好
极了”，由柠檬汁、白朗姆酒、黑朗姆酒、杏仁汁、柑桂酒及具
有波利尼西亚风情的水果搭配而成，是当地一款非常特别又受欢
迎的鸡尾酒。美态其实还代表着提克文化，因此现在几乎所有提
克主题的餐厅及酒吧都会有这么一杯美态鸡尾酒供应，而在美丽
浪漫的大溪地，它也是各大酒店泳池边及沙滩边的宠儿。
推荐酒吧 Tiki Bar
Pointe Tahiti, Faa’a, 98702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10:00~23:00
人均 1,200XPF

08

酸橙椰子卤金枪鱼（Poisson Cru）

酸橙椰子卤金枪鱼是大溪地最著名的一道菜，也被称为“生鱼沙
拉”（Raw Fish Salad），是由金枪鱼拌椰浆、青柠汁制作而成，
是大溪地几乎每一家餐厅都会有的菜肴。当地的金枪鱼没有经过
火的熬制，口感非常有层次感，生鱼肉肥美，但有着青柠汁的点
缀让人品尝起来减少了腻的感觉。这道菜非常出名也非常普遍，
上至高档餐厅下至超市快餐都能看到它的踪迹。
推荐餐厅 La Corbeille d’Eau
大溪地最地道的餐厅之一，主打大溪地当地菜肴及法国菜，这里
有着大溪地最顶级的大厨，用料讲究，出品五颗星，建议一定要
提前预订，不然常常没位。
Blvd Pomare，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689 40 437714
12:00~13:30，19:00~20:00（周日、周一及节假日休业）
人均 5,000~7,000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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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必败 大溪地特色伴手礼
大溪地特产丰富，这里有特殊海域造就的世界级珍宝黑珍珠、用国花栀子花浸泡的椰子油、
手工扎染的当地服饰花布以及精美的各式手工编织品等，每样物品都体现出波利尼西亚文化最独特的魅力。
来到这里，你一定要买上几件伴手礼，无论送人还是自用都十分有意义。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01

手工编织制品

大溪地的妇女都有一双娴熟灵巧的双手，在市集里，你能看到许多妇女坐在摊档前悠哉
游哉地编织各类精美制品，有帽子、手袋、花篮等，种类众多，形态万千。如果你来大
溪地时刚好碰上 6~7 月的庆典活动工艺节，则有机会看到更多大量精美的手工制品，一
睹当地手工艺术。
帕皮提公共市集
3,000XPF

02

Pareo

Pareo 是大溪地最常见也最具特色的一种服饰，它是一种当地花布，通常是一大
幅长方形的印花布，上面印着色彩鲜艳、具有波利尼西亚文化特色的图案及花纹。
Pareo 可以作为沙滩裙，也可以作为平日里的半身裙、全身裙或裤子，具有多种穿法，
在大溪地，几乎每一个人在平日里都会穿 Pareo，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
1,000XPF

03

诺丽果（Noni）

除了世人皆知的黑珍珠，大溪地还有一个
知名特产便是诺丽果。诺丽果是南太平洋
群岛盛产的水果，而其中又以大溪地的诺
丽果品质则最为优异。诺丽果体积形状与
土豆相似，拥有强烈的特殊气味，但因其
具有天然的健康功效及医药功效，大溪地
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开始将其视为保健品服
用，后来还出现了更为流行的诺丽果果汁
及保健品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超
市及当地市集上都可看到。
600XPF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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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传统木雕（Tiki）

大溪地特有的传统木雕是运用传统的手
法，沾上特殊植物的汁，再刻上一个个代
表着和平、幸福、安康的图案，带回家做
摆设装饰很有大溪地文化特色。
帕皮提公共市集
3,000 XPF

04

大溪地黑珍珠（Tahitian Black Pearls）

大溪地的黑珍珠世界闻名，享有“珠中皇后”的美誉。作为黑珍珠的产地，大溪地
的黑珍珠有着最多品质及款式上的选择，形状除了普遍熟知的圆形外，还有水滴形、
椭圆形、纽扣形、巴洛克不规则形等形状，颜色也非常丰富，从最被欣赏的孔雀绿
到浓紫、海蓝及各种深浅不同的灰色和彩虹色等，一颗颗美丽的自然宝物让人应接
不暇。无论是大溪地黑珍珠奢侈品牌罗伯特温（Robert Wan）的黑珍珠，还是本

06

地知名品牌 TAHIA 的黑珍珠，亦或是市集里平民价格的黑珍珠，买上几颗送给亲

鲜花椰子油是大溪地名特产之一，它是将

友和自己，都算不枉此行了。

大溪地白栀子花浸泡在精炼过的椰子油内

鲜花椰子油（Monoi）

所提炼出来的油脂，是真正大溪地产的鲜

罗伯特温珍珠博物馆（博物馆本身就是旗舰店）

花和纯椰子油的混合体，香气宜人。两千

15,000 XPF 起

多年以来，大溪地的女人都用它来柔顺头
发，保养肌肤，具有出色的护肤及杀菌作
用。鲜花椰子油还能够快速补充肌肤的含

07

香草（Vanilla）

水量，平滑皮肤，尤其是大溪地日照比较

大溪地是世人公认的顶级香草产地，很多没有真正见过香草的人也许不知道，其实

强，用它涂抹肌肤可以改善日晒后所产生

香草的外观呈现黝亮的深棕色而非白色，形状为长条状，饱满厚实而有弹性，香味

的脱皮现象。鲜花椰子油除了有最经典的

细腻而有层次。在帕皮提公共市集或杂货店均可买到，一般可用作烹饪调料，喜欢

栀子花香味，还有椰子香味等不同香味可

烹饪的人一定不能错过。

供选择，是人手一支的必备单品。

帕皮提公共市集

帕皮提公共市集

1,000 XPF

450XPF

08

黑蝶贝类工艺品

大溪地出产全球 95% 的黑珍珠，自然是因为这里有着大量黑珍珠的母贝——黑蝶贝。黑
蝶贝主要生长于法属波利尼西亚海域，通常为浅灰色或银灰色，除了大量被切割成纽扣
作为商业用途之外，部分黑蝶贝也被运用在装饰品上，经过打磨工艺后便可做成首饰托盘、
摆件或首饰品等，非常精致美观。
帕皮提公共市集
10cm 托盘约 3,500 XPF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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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大溪地经典行程体验
大溪地的活动项目非常丰富，除了可在世上最美的蓝海里享受水上活动的乐趣，
你还可以乘坐四驱车来一场火山丛林越野之行，若喜欢文艺小清新路线，则不妨和当地人一起跳土著草裙舞，
或给自己纹一个特别的纹身图案，感受大溪地文化艺术带来的震撼。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02
［纹传统纹身（Tattooing）］
纹身文化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而大溪地也是目前世界上顶尖的纹
身源头地之一，至今仍有近 60% 的法属
波利尼西亚人身上有纹身，象征着古老的
毛利文化。拥有如此久远的文化基础，这
里的纹身手艺自然就娴熟可靠，每个岛上
都有大小不一的纹身店，其中，在帕皮提
的 Mana’o Tattoo Studio 是一家非常
有个性的纹身工作室，老板是店里的一名
纹身师，在当地小有名气。在大溪地纹身
之前，建议一定要先了解清楚，大溪地每
一个图腾背后都有不同的意义及各种象

01
［出海潜水（Diving）］
大溪地一直以来都被标榜为“世界 Top10 知名潜水胜地”，而法卡若瓦岛更是法
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具知名度的潜水胜地，是名副其实的海底伊甸园。该岛环礁

征，所以切勿匆忙草草地决定。
推荐纹身工作室 Mana’o Tattoo Studio
43 Rue Albert Leboucher,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周一至周六 9:30~17:30

的两个知名潜点分别为北边的 Garuae Pass 及南边的 Tumakohua Pass。其中，

30,000XPF

因为北边的 Garuae Pass 潜点较多，且岛上的潜水中心基本都聚集在北环礁的村

manaotattoo.com

庄内，因此大部分的潜水活动还是集中在 Garuae Pass。这里拥有密度最高的鱼群，
你会遇到无数的丰富海底物种，如果想体验不一般的潜水项目，则一定要尝试夜潜
项目，虽然晚上的海水没有白天阳光的折射，下水后伸手不见五指，但却能在夜灯
下看到睡眠中的各种鱼类，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在法卡若瓦岛的诸多潜水中心中，
Dive Spirit Fakarava 的声誉算是比较好的，不仅服务专业，店员也很友好，一直
受到欧美游客的欢迎。
推荐潜水中心 Dive Spirit Fakarava
PK 4, 98763, Fakarava, French Polynesia
浮潜 8,000XPF；深潜 8,500~130,000XPF
www.divespirit.co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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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直升机观岛（Helicopter Tour）］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角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将大溪地这些美丽的岛屿尽收眼底呢？答案
就是坐直升机一饱眼福！坐在直升飞机上，从高空中俯望那湛蓝的潟湖美景，你会
惊讶地发现这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美再一次超乎你的想象！你可以选择从任意一个岛
进行这场难忘的飞行之旅，无论是大溪地岛，还是茉莉亚岛或波拉波拉岛，都会是
你毕生难忘的经历。飞行时间一次可选择 15~60 分钟不等，并可自由选择不同的
飞行路线。直升机公司在法阿国际机场内，同时也提供额外收费的接送服务，可直

04

接飞到客人下榻的度假村酒店中接送，尽显尊贵奢华。

［四驱越野

推荐直升机观光公司 Tahiti-Helicopter
Tahiti Faa’a International Airport, 98702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20,000~80,000 XPF/ 人

（4×4 Safaris Tour）］
大溪地多样的地貌让这里的自然景观和玩
法丰富，面对一大片葱郁的丛林，不妨乘
坐一部由大溪地本地司机驾驭的 4x4 四
驱车，来场热带丛林越野之旅。每个岛上
都有四驱越野项目，其中茉莉亚岛以丛林
景观著称，尤其适合此项目。岛上的丛林
中一边都有一条很窄的路，是大溪地人专
门为游客开的，只有四驱车才能进入。路
况崎岖起伏，常常需要 180 度急转弯甚
至倒车式前进才能上得去，非常刺激过瘾，
一路开下来绝对让人刺激飙汗，当四驱车
开到山顶后，你便可以一览众山下的迷人
美景，一定会感叹不枉此行。
推荐越野旅游公司 Safari Mario Moorea
BP 664, Moorea, 98729, French
Polynesia
半天 4,000XPF/ 人

05
［跳土著舞蹈（Tahitian Dancing）］
传统的大溪地舞蹈热情奔放，这一点从大溪地法阿国际机场区域的歌舞表演就可得知。
在传统的土著舞蹈里，大溪地人无论男男女女都会身穿草裙，在鼓点和尤克里里的伴奏
下扭动双臀或抖动双脚，感染力极强。在茉莉亚岛的提克村（Tiki Village）里，当用过
晚上的传统美食之后，大溪地的舞者便会扭动起来，开始跳起传统的草裙舞，他们也会
热情地邀请前来观看的游客一同加入到舞蹈的队伍里，如果你被他们邀请到，不用害羞，
大胆地与他们一同欢快地舞动起来吧。
推荐体验地 提克村
PK 31 Haapiti, 98728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1~6 月、12 月：周二、五 20:45~22:00；7~11 月：周二、三、五 20:45~22:00
演出（不含晚餐）：4,300XPF
www.tikivillage.pf

Qunar 骆驼书

|

19

06
［深海喂鲨（Shark & Ray Feeding）］
深海喂鲨是近几年最热门的项目之一，也是游客来到大溪地的必玩活动之一，千万
不能错过。在大溪地，想不见鲨鱼都是一件很难的事，但不用担心，这里的鲨鱼体
积都比较小，个性温和且只吃小鱼，并不会攻击人类，因此在这里喂鲨安全系数很高，
是经典体验项目。这个项目的发源地是波拉波拉岛，导游会划着当地特色的独木舟
带你去礁湖处，在那里你会看到令你惊叹的众多鲨鱼和魔鬼鱼（Manta Ray），
大胆拿出预备好的小鱼丢入海水中吸引鱼群和鲨鱼吧，如果你有足够勇气的话，更
不妨直接跃入大海与鲨鱼共游，嬉戏玩耍，这样的体验只有在大溪地才能拥有。
推荐潜水公司 Shark Boy
Po Box 119, 98730 Vaitape,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50,000XPF/ 人

07
［冲浪（Surﬁng）］
大溪地是冲浪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国际冲
浪比赛最大的中心，这里为冲浪爱好者提
供了绝佳的场地，当你站在浪峰的一刻，
你会感叹大浪背后来自大自然的令人惊
叹的巨大力量。大溪地最著名的冲浪点
当 属 Teahupoo， 以 海 浪 绝 佳 而 闻 名，
但也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初级玩
家不建议选择这里，建议选择其他危险
较小但也很出色的冲浪点，如坐落在西
海 岸 的 Papara、Taapuna 及 东 海 岸 的
Papenoo。如出游时间在 5 月至 11 月，
则较适宜选择西海岸的冲浪点，而如果在
11 月至 3 月出游，则适宜选择东海岸的
冲浪点。
Teahupoo、Papara、Taapuna、
Papenoo

08
［参观珍珠养殖场（Pearl Farm Visiting）］
大溪地的许多珍珠养殖场都是家庭作坊式经营，养殖场主人会给你讲解珍珠文化及养殖
过程，同时你还能看到数以千计的黑蝶贝被绳子串起来一大捆一大捆地投入到清澈的
湖里的景观。众所周知，大溪地黑珍珠对海水环境要求极其严苛，且培养时间长达数年，
因此每一颗培育的珍珠都珍贵无比。养殖场内还有精选出来的珍珠及珍珠首饰，珍珠形
状种类齐全，除了最常见的圆形珠之外，不妨挑选一些水滴形或巴洛克形的珍珠，这些
都是只有在波利尼西亚才能看到的。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基本上每个岛都有珍珠养殖场，
但如果想看大一点的珍珠养殖场，建议到塔哈岛，那里盛产黑珍珠，大溪地黑珍珠绝大
部分的产量都来自那里。
推荐地 Love Here Pearl Farm
BP 186, Patio, Tahaa, French Polynesia
7:00~16:00
参观免费；珍珠 700XPF/ 颗起（根据品质大小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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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溪地完美的一天

大溪地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其 118 个岛屿里最大
的一个。这一天，就让我们来一场完美的大溪地之旅：白天，在当地市集
体验最地道的食物及特产，在各种波利尼西亚文化博物馆中感受土著文
化的魅力；傍晚时分，在大溪地的海边赏夕阳，感受天际的颜色变幻，用
相机记录最美好的瞬间；晚上，在当地有名的餐厅享受极致的法国美食，
到大溪地夜店听法国帅哥的 Live 音乐，与当地人狂欢，尽情享受丰富多
彩的激情夜生活。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自 驾 车 从 酒 店 前 往 大 大 溪 地（Tahiti
Nui）北面的帕皮提区域

8:30

帕皮提公共市集——体验当地早市
帕皮提公共市集（Papeete Market）的早集非常热闹，当地人早早地就在市场里堆
满了各式各样的生鲜蔬菜及水果进行摆卖，早上，不妨在市场里品味最新鲜的本地食
物及水果。早餐过后还可顺便逛逛这个市场，在一楼和二楼都有充满本地风情的手工
编织品及各类特产，椰子油、香草等大溪地必买伴手礼都可以在这里轻易地找到。市
场外围还摆卖着各种鲜花环，本地人通常都喜欢戴一两条栀子花环，作为最天然的项
链装饰。
Papeete Market, BP4588,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周一至周五 8:00~17:00；周六 8:00~16:00（周日休业）

往南步行至下一个路口，约 5 分钟即达

9:00

罗伯特温珍珠博物馆——了解珍珠发展史
罗伯特温（Robert Wen）是法属大溪地华人首富温惠仁先生创立的珍珠品牌，也是
全球最大的大溪地珍珠生产商和出口商，罗伯特温珍珠博物馆（Musée de la Perle
Robert Wan）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黑珍珠博物馆，同时也是著名的罗伯特温旗舰店。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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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收藏着各种珍珠展品，其中，挂在馆内墙上的一件全部由大溪地黑珍珠串起组成
的比基尼尤其惊艳。游客可以在此观看珍珠发展并学习珍珠养殖知识，在这里，你可
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珍珠，还可以看到目前现存最大的一颗大溪地珍珠——26mm
巴洛克形大溪地银灰色珍珠，这颗珍珠还被命名为“Robert Wan”。
BP 850 Boulevard Pomare,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周一至周六 9:00~17:00（周日及节假日闭馆）
免费
www.robertwan.com/en/museum.php
自驾车往北沿海岸行驶，约 20 分钟到达

10:00

金星观测点灯塔——大溪地地标
金星观测点灯塔（Point Venus Lighthouse）位于大溪地的最北端，是岛上重要的地标，
也是著名詹姆士·库克船长在他第二次来到大溪地时观赏金星凌日的地方，后来，这一
观测点就被搭建成一个灯塔，保存至今。游客可以登上这个白色的灯塔， 望美丽的海湾。
Tumoff at PK 10, Coastal Road, Mahina, French Polynesia

11:00
自驾车往南沿海岸行驶，约 12 分钟到达

喷水孔——观看喷气奇观
喷水孔（Le Trou du Souffleur）在大溪地语中被称为“Arohoho Blowhole”，是
大溪地当地著名的一个奇观景点。在这个经过海水拍打后通过岩溶洞内产生巨大压力
而喷发巨响水汽的喷水孔景点，每隔几秒或数十秒便可听到轰隆隆的巨大声响，让人
不禁惊叹这一大奇观。喷水孔原本是在海边的公路边，当地人早已习惯这一自然现象，
驾车经过听到巨响时也习以为常，近几年，政府把喷水孔位置围了起来，作为一个观
赏景点，通车路线作了小小的改变，倒是给游客增加了一个奇观共赏的机会。
Ha'apupuni, French Polynesia

自驾车往西沿海行驶，约 45 分钟到到达

12:30

Captain Bligh——潟湖上的餐厅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海上法国餐厅，你可以在这里边就餐边看鲨鱼，感觉会非常美妙，
应该可算是全天行程的点睛之笔。餐厅建立在美丽的 湖上，在下方还修建了一个海
底水族馆，由于地面铺了大面积透明地板，不少游客都非常喜欢来这里用餐，一边品
味地道法国美食，一边欣赏水下世界美景。该餐厅荣获了不少奖项，在当地非常有名，
建议大家一定来之前先预约，以便获取到观赏鲨鱼的最佳位置。这里的海鲜和龙虾都
很不错，值得一试。
PK 11, Punaauia, French Polynesia
9:00~17:30
+689 40 436290
人均 5,000XPF

自 驾 车 往 北 沿 海 行 驶， 回 到 Papeete
后 沿 Prince Hinoi 路 行 驶， 再 往 南 走
Pierre Loti 街，留意指示牌“Belvidere”
方向，约 25 分钟即达

14:00

观景台——站在岛的最高处俯瞰大溪地全景
这里是大溪地岛的观景台（Le Belvedere），其实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每个岛上都有
这样一个观景台，位于每个岛的最高处，也是每个岛观景的最佳之处。站在这个大溪
地岛的最高处一览大溪地全景，你可以将葱葱郁郁的火山丛林、一片无际的湛蓝海岸
尽收眼底，是拍摄爱好者的必到之地。
Fare Rau Ape, Pirae, French Poly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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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回到 Papeete 后朝南沿海岸行驶，
约 17 分钟即达

15:00

大溪地及其群岛博物馆——大溪地文化体验站
大溪地及其群岛博物馆（Museum of Tahiti and Her Islands）保存了从古至今波利
尼西亚的文化史，也是南太平洋地区拥有最丰富展品的一个博物馆。馆内有 4 个展厅，
展品包括稀有的书画、雕塑、古代独木舟及历史文物收藏，重现了传教士到来之前波
利尼西亚人的生活方式。
PK 15 – Pointe des pêcheurs, Punaauia, West Coast, French Polynesia
周二至周日 9:00~17:00（周一不开放）
500XPF（18 岁以下免费）

自驾车往南沿海岸一直行驶到大大溪地
（Tahiti Nui）的最南面，约 40 分钟可达

16:30

保罗·高更博物馆——文艺小清新必访博物馆
保罗·高更博物馆（Paul Gauguin Museum）位于大溪地岛南海岸的 Taravao
镇西侧，这里展出了拥有传奇经历的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相关物品，包括珍
贵的照片、艺术复制品和一些罕见的素描、版画等。博物馆的建筑风格比较特别，
是由几座带有日本风格的建筑组成，反映了高更对日本文化的喜爱。每年，来自世
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们都会来这里追寻高更的踪迹，来到大溪地，寻找艺术的灵感。
PK 51 Seaside, Papeari, West coast, French Polynesia
9:00~17:00
600XPF

自驾车往北沿海岸行驶，约 43 分钟即达

18:00

Tiki Bar——酒店里的无边泳池鸡尾酒吧
大溪地的黄昏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美的黄昏，而大溪地洲际 spa 度假酒店
（InterContinental Tahiti Resort & Spa）里的人造沙滩泳池边则是观赏这一美景
的绝佳之地。在黄昏之际，天边金灿灿的晚霞与海水相汇合，从醉人的金黄到迷人的
深蓝，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万千色彩也在不断地变幻着，最后在一片海蓝色的天际中
慢慢入夜。在 Tiki Bar，你可以一边享受美味的鸡尾酒，一边观赏这壮丽的美景光。
Pointe Tahiti, Faa’a, 98702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10:00~23:00
人均 1,200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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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往东行驶，约 10 分钟即达

19:30

Le Grillardin——最地道的法国餐厅
Le Grillardin 是大溪地当地声誉较高的法国料理餐厅，被称为“岛上最佳餐厅之一”。
餐厅位于帕皮提区域，在帕皮提公共市集转角处便可轻易找到。餐厅的装潢较为朴实，
但食物的出品却非常出色，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而且常常
需要等位，建议去之前一定记得预订。这里的甜点也做得十分出彩，记得品尝一下最
经典的法式“心太软”蛋糕（Lava Cake），它会让你重新定义甜点的含义。
Road Paul Gauguin, 98713 Pateete, French Polynesia
11:30~14:00，19:00~22:00（周一晚上、周六中午及周日全天休业）
+689 40 430990
人均 2,500~5,000XPF

往东步行约 5 分钟即达

21:00

Mango Bar——大溪地 DJ 带你动起来
喜欢夜店文化及电音的朋友可以来 Mango Bar 体验一番大溪地夜店的魅力。Mango
Bar 可算是大溪地岛上为数不多的最好玩的夜店，这里每晚都有不同的驻场法国帅哥
DJ 打着最新的 Live 音乐，而每到周末这里还常常会举行主题电音派对，当地年轻人
都喜欢聚在这里，在音乐中狂欢，喜欢热舞的朋友也不妨来这里，和当地人一起狂欢。
Centre Vaima., 98713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12:00~4:00（白天是清吧）
一杯鸡尾酒约 900XPF

往西面轮渡码头方向步行约 5 分钟即达

22:30

维埃提广场——流动大篷车宵夜（Roulottes）
入夜后，维埃提广场（Vai’ete Plaza）上会有各种特色的大篷车前来，法语称为
“Roulottes”，这些车在外观上与普通车无异，但里面却另有乾坤。摊贩会找个地
方把车停下，然后打开后车门，摆上几张桌椅在车外，流动餐厅就这样开张了，可谓“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大篷车摊贩大多数都为华裔，所以供应的也都是以炒饭炒
菜为主，还有中文菜单提供。如果在旅游期间想念家乡菜，这里便是解馋的好地方，
价钱也比大餐馆实惠很多。晚上来这里宵夜一番，会产生“还在国内”的错觉哦。
Place Vaiete, 98713 Papeete, French Polynesia
18:00~23:00
人均 1,200XPF

Qunar 骆驼书

|

24

Do’s & Don’ts !

Do’s 必备物品

必备物品 & 注意事项

Combien ça coûte? – 多少钱？
Où sont les toilettes? – 洗手间在哪里？

防晒用品 ／大溪地的日照非常猛烈，紫外线很强，出门时要尽

Joyeux Noël – 圣诞快乐

量多擦 SPF30+++ 以上的防晒霜，否则肌肤会很容易晒伤，此外，

Bonne année – 新年好

带上太阳镜及防晒衣也很有必要。
防蚊水／大溪地常年夏季，尤其在雨季的时候蚊虫甚多，请准备

Don’ts 注意事项

好防蚊水等防备用品。
潜水时注意珊瑚和石头鱼／下海浮潜时需要注意水里的珊瑚，会
电源插座 ／大溪地使用的电源电压是 220V（60Hz），插座的

很容易划伤脚，多看看脚边有无海胆或石头鱼，否则若不小心踩

类型为欧洲 2 孔圆形头插座，有的酒店为 110V，虽说大部分酒

到它们，你会感到疼痛无比且很长时间才能愈合。

店都会提供免费转换插头，但出行前最好还是准备好转换插头以
备不时之需。

尽量不在周末购物／大溪地的很多商店中午时间都不营业，下午
也会很早关门，且基本上周末只有周六早上营业，若准备购物，

外币 & 国际信用卡／出行前一定要先兑换一些外币，欧元、美

尽量安排在平时的工作日时间。

元都可在当地兑换成当地货币太平洋法郎使用，而国际信用卡
VISA 卡和 Master 卡也可以通用，可以携带，银联卡目前尚未

不收小费／大溪地服务业不收小费，不妨用一个感激的微笑代替。

通用。
记得退税／大溪地离境商品可退税 16%，购买商品时商店会提
实用法语

前减掉 16% 的部分，但返程在机场的时候要记得向海关递交退

Bonjour / Bonsoir - 你好（白天）/ 你好（晚上）

税单，否则商店会直接在你的信用卡里再次扣除税钱。

Au revoir – 再见
Merci – 谢谢

饮水须知／大溪地本岛的自来水均经过中央系统过滤，可直接饮

Pardon – 对不起

用，但雨天的时候中央系统的过滤效果会比较差，这个时候就不

Excusez- moi – 打扰一下

太建议饮用，宜购买瓶装饮用水，此外，其他岛屿都不建议饮用

Bon appetite – 祝你用餐愉快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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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ahiti

Beautiful
Islands
海岛达人
线路推荐

探索大溪地

茉莉亚岛
热带丛林探索之旅
白天，在丛林里四驱车越野，亦或到海豚体验中心与可爱的海洋生物亲
密接触；晚上，在提克村欣赏一场震撼的大溪地火把舞。另外一定要记
得尝尝茉莉亚岛上的菠萝汁，这里出产整个波利尼西亚最可口的菠萝。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环游茉莉亚岛，体验浮潜，品尝鲜
美果汁，眺望山海美景，与海豚共
遨游，领略传统文化与舞蹈的魅力。

Danni 丨图文
旅游媒体人 & 大溪地准媳妇
@ 大溪地珍珠小姐 DANNIWUPEARLS

8:30

从帕皮提码头出发前往茉莉亚岛
在帕皮提码头搭乘轮船前往离大溪地最近的岛茉莉亚岛，船程约 30 分钟左右，建议
提前在码头窗口购买船票。如在大溪地岛已租赁汽车或摩托车，则可在码头购买车船
票，驾驶车辆到轮船指定位置随同车辆一起前往茉莉亚岛，这样会让整个旅程的交通
更加方便。车船票数量有限，建议提前购买。
1,500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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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租赁越野车环岛游
茉 莉 亚 岛 是 个 非 常 适 合 自 驾 环 岛 的 地 方， 到 达 茉 莉 亚 岛 的 码 头 后， 不 远 处 就 有
Europcar 的租赁点，戴上驾驶证公证件及一张国际信用卡就可以轻松租赁一台心仪
的座驾。如交通方式为飞机到达，也可在茉莉亚机场直接找到 Europcar 的租赁点。
Moorea Island Ferry Pier / Moorea Airport, French Polynesia
6:00~18:00
7,500XPF 起 / 天

驾车往北方沿海岸行驶，约 5 分钟可达

9:30

Temae Beach——海上活动
Temae Beach 是茉莉亚岛东北面的一个美丽白沙滩，这里沙子洁净细腻，游客不
多，带些小餐点在海滩上野餐是不错的选择。茉莉亚岛一直都是有名的浮潜天堂，
Temae Beach 的海水清澈见底，适合浮潜，尽情窥探鲜艳的鱼类畅游，这里有礁石
鲨鱼、柠檬鲨鱼和灰色鲨鱼巡逻于礁石间随时等候猎物，但它们不会攻击人类。周末
有不少本地人会来这里放松心情，享受闲暇时光，如想独享这片美景，建议平日前来。
Public Beach,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驾车往北沿海岸行驶，按照指示牌方向
“Belvedere”行驶，约 20 分钟便可看
到农学院

10:30

奥普诺胡农学院——果园体验
奥普诺胡农学院（Opunohu Agricultural College）在人们去观景台的必经之路上，
很多游客都会顺路停下来，在学院学生的带领下免费参观学校的香草、咖啡种植园和
热带花卉园。如果感兴趣，你还能亲自下果园参与种植，体验农作之乐。茉莉亚岛种
植着全波利尼西亚最可口的菠萝，学院里的商店出售着各种热带水果果汁及果酱，一
定要来这里尝试下最美味的菠萝汁及各类果酱哦！
BP 1007, 98729 Papetoai,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菠萝汁 500XPF/ 杯

驾车沿指示牌“Belvidere”方向行驶约
5 分钟可达

11:30

观景台——踏上全岛最高点
茉莉亚岛的观景台（Belvedere Lookout）海拔 219 米，作为全岛的最高点，这里
自然成为全岛最热门的观景之地。站上观景台上放眼望去，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奥普诺
胡海湾、库克海湾以及对面著名的落涂山（Mountain Rotui）的山海全景，十分壮观。
Belvedere Lookout,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12:15
驾车往北行驶，出沿海岸路后再往东行驶，
约 15 分钟可达

Te Honu Iti——品尝浪漫的大溪地美食
Te Honu Iti 是茉莉亚岛最好的餐厅之一，餐厅的装修布置浪漫高档，主要供应大溪地
当地菜肴，是情侣用餐的好去处。作为一家走法式浪漫风格的餐厅，这里精选的红酒也
比较值得一试。餐厅服务很贴心，如果拿捏不准想吃什么，尽管问服务员，他们会很耐
心地向你推荐餐厅当季的菜式，这里的服务可是出了名的好。如果坐在室外，你还能随
时看到鲨鱼及魔鬼鱼，服务员也会时不时地喂食它们，吸引它们过来供顾客欣赏。
Pk 9 Paopao,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11:00~14:00，18:00~22:00（周三休业）
人均 6,000 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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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往西沿海岸行驶，约 15 分钟可即达

13:00

茉莉亚岛海豚中心——与海豚亲密接触
茉莉亚岛海豚中心（Moorea Dolphin Center）位于茉莉亚洲际 spa 度假酒店
（InterContinental Moorea Resort & Spa） 内， 有 着 各 种 与 海 豚 亲 密 活 动
的项目，一直以来都备受家庭亲子游和情侣游的欢迎，是茉莉亚岛之旅必选项目
之一。你可以参加由专家带领的生态游项目，近距离观看这些奇妙的海洋哺乳动
物，也可以下水与海豚共游，亲手抱抱这个可爱的人类的朋友。海豚中心有几种
分别适合情侣、家庭和孩子的项目，是爱人、亲子间感情增进的好机会。需要注
意的是，海豚是非常敏感的动物，与人类接触次数有限，因此需要预约，网上预
约更会有折扣。
InterContinental Resort and Spa Moorea, Tiahura,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9:00~15:30（不同项目的时间会有差异，建议提前联系预约时间）
情侣项目：52,500 XPF/ 对情侣
家庭项目：60,000 XPF/ 家庭（超过 6 人每增加 1 人增加 10,000XPF）
儿童项目：13,650 XPF/ 人
www.mooreadolphin.com

驾车往南行驶约 7 分钟即达

14:00

提克村——波利尼西亚文化之旅
进入提克村（Tiki Village），放佛就见到了波利尼西亚人的昨日面貌：村里的艺术家
们都身穿传统的波利尼西亚服饰，女人头戴花环，身裹鲜艳的花布；男人则多半裸露
上半身，下半身同样以传统花布作裙裤包裹。在这里，几乎每个男人的手臂和身上都
有颇具代表意义的纹身，在黝黑的皮肤衬托下别有一番味道。白天的时候，提克村有
导游带着参观，游客可以逛里面的展馆、商店，欣赏各种文化展示，还可以挑选购买
当地手工艺品及珍珠等，提克村的艺术家们用椰子树叶做成的花篮、花冠以及雕件刻
木雕、手绘印花布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PK 31 Haapiti, 98728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展馆、商店：周二至周五 11:00~15:00（周一、周日不开放）
入场：免费；导游：1,000XPF；艺术坊实践：3,000XPF
www.tikivillage.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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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往东北方向沿海岸行驶，约 20 分钟
到达

15:30

果汁工厂——品尝水果盛宴
在 外 游 玩 了 一 天， 最 适 合 来 到 这 个 库 克 海 湾 沿 海 岸 的 果 汁 工 厂（Fruit Juice
Factory）歇息一下。这里有着地道的水果、果汁与当地水果酿制的美酒，所有饮品
都是新鲜酿制，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绝对可以放心在这里放开肚子畅饮一番。工厂提
供免费试喝，商店里售卖的新鲜果汁价格也非常实在，离开前还可以再采购一些纪念
品，在此享受片刻的血拼时光。
PK 12, Pihaena Pao Pao,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周一至周五 8:30~16:30；周六 8:30~12:30（周日休业）
果汁 250~350XPF/ 瓶

驾车往西沿海行驶，约 13 分钟到达

17:00

帕佩托艾村八角教堂——参观最古老建筑
帕佩托艾村八角教堂（Papetoai Village Octagonal Church）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古
老的欧洲建筑，它是由伦敦传教士协会在 1822 年创建的。教堂为白色的外墙及橙色
的八角形屋顶组成，标志性的八角房顶使其成为帕佩托艾村的一个著名地标，喜欢寻
幽仿古的人千万别错过这个非常有历史性的古迹。
PK 22,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驾车往南沿海岸行驶，约 11 分钟到达

18:00

返回提克村享受晚宴 & 波利尼西亚舞蹈表演
传统舞蹈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体现，晚餐时间在提克村内会有
60 位舞者带来大溪地传统草裙舞及让人惊艳的火把舞（Fire Dance），能让你全方
位尽情感受波利尼西亚文化的魅力。大溪地女性曼妙身材下的草裙摇摆，大溪地男性
惊险的火把舞动，再加上村内操办的传统玛阿美食、用最传统的地炉烹饪出来的各式
肉类鱼类，一定会让你的茉莉亚岛之行画上完美的句号。（友情提示：参加提克村的
晚宴需要提前预约）
PK 31 Haapiti, 98728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1~6 月、12 月：周二、五 18:00~22:00；7~11 月：周二、三、五 18:00~22:00（表演
时间：20:45~22:00）
晚餐（含演出）：9,950XPF；演出：4,300XPF
www.tikivillage.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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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Islands
海岛达人
线路推荐

波拉波拉岛
度假村奢华之旅
作为大溪地最著名的岛屿，波拉波拉岛一直以来都是欧美观光客心中最
无忧无虑的热带天堂，堪称“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这里清澈多彩的蓝
色潟湖，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巨大无比的彩色珊瑚，洁白如雪的岸上沙
滩，无不让人赞叹惊艳，不意外地，这也让这里成为了世界顶级岛屿及全

上午玩各种活动，在环礁湖上的餐
厅享受极致午餐，下午乘游船赏美
丽黄昏，晚上在明星餐厅期待艳遇。

球蜜月胜地。来波拉波拉岛，注定是一场奢华享受之旅。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行前须知 / 波拉波拉岛有着各式各样的奢华水屋，如果你追求极致享受，来到这里必
住水屋。

上午
独木舟早餐
酒店里的送餐服务可能你都尝试过，但独木舟早餐（Canoe Breakfast）送餐服务你
一定没试过。在波拉波拉，基本上所有酒店的水屋房都配套免费的独木舟早餐送餐服
务，你只需与酒店提前沟通好送餐时间及早餐内容，第二天早上，酒店服务员就会划
着个小独木舟端着新鲜水果、果汁及早餐送到你的门前，愉快的一天就从早餐开始！

自驾往岛的西南方向行驶便可到达 Povai
Bay

潟湖浮潜——与魔鬼鱼、鲨鱼共游
出海邂逅鲨鱼、与魔鬼鱼共游、在珊瑚花园浮潜，你有没有想过，出一次海就能满足
这三个愿望！参加 Moana Adventure Tours 公司的 湖浮潜（The Lagoon Safari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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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rkeling）项目吧，公司总共会带你去到三个潜点：第一个点是一个如水晶般透彻
的水域点，水深只到膝盖上，脚底踏着白沙，水底有数十只魔鬼鱼，你可以在这里同
它们一起畅游；第二个潜点则是鲨鱼出没的地方，足够自信且水性较好的不妨在专业
导游的指引下下水与这些友善的鲨鱼共游一番，如水性不好也可以在船上观赏鲨鱼；
第三个潜点是色彩缤纷的珊瑚海潜点，在这里，你可以带上浮潜设备，在海里尽情观
赏这一奇妙的水下宫殿。（友情提示：浮潜需要花费的时间约 2 小时 30 分钟）
推荐旅游公司 Moana Adventure Tours
Povai Bay,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7,500XPF/ 人
www.moanaadventuretours.com

玻璃船之旅
如果你水性不好或不想弄湿身体，但又想体验海底世界美景，Moana Adventure
Tours 公司的玻璃船（Glass Bottom Boat）旅游项目就非你莫属了。玻璃船的底部
是由透明玻璃构造，坐在船上往玻璃地板上看可直接清晰地看到脚下的海底世界。一
路上你都可以不断地看到海底世界的变化，从浅到深，海底色彩缤纷的珊瑚群、鲜艳
的热带鱼都近在脚底，这绝对是一场奇妙的经历。（友情提示：乘坐玻璃船需要花费
的时间约 1 小时 15 分钟）
推荐旅游公司 Moana Adventure Tours
Povai Bay,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4,600 XPF/ 船（2 人）
www.moanaadventuretours.com

延伸体验

深海垂钓

爱好出海钓鱼的朋友可以尝试下波拉波拉岛的深海垂钓（Deep Sea Fishing）项目。
早上出发，离开礁湖，在船长的带领下来到波拉波拉最佳垂钓点，享受这一垂钓的宁
静时光。梭鱼、金枪鱼、马林鱼等都是这里比较常见的鱼，钓鱼能手在这里常常都能
轻而易举地钓上一条 1 米的鬼头刀鱼（Mahi-Mahi）！（友情提示：深海垂钓需要花
费的时间约 4 小时）
推荐旅游公司 Moana Adventure Tours
Povai Bay,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49,000 XPF/ 船（2 人）
www.moanaadventuretours.com

午餐
自驾往南沿海岸行驶，约 3 分钟到达

血腥玛丽餐厅——能偶遇名人的餐厅
血腥玛丽餐厅（Bloody Mary’s）绝对是整个太平洋最著名的餐厅，这里是大明星
常常光顾的地方，门口的木板上写满了曾经来餐厅就餐的明星名字，很多游客都慕名
远道来，为的也是看看会不会碰见大明星。除了有着明星餐厅的光环外，这里的海鲜
菜肴也十分出色，此外，当日捕捉的深海鱼、硕大的龙虾、螃蟹以及各种经典的鸡尾
酒也是不能错过的。
BP 38，Pahonu,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9:30~21:00
7,500XPF/ 人
www.bloodymar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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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返回东面 Fiti’u’u 后自驾沿海岸
往海岛南面行驶，直到最南端的 Matira
Point，约 18 分钟到达

下午
马蒂拉海滩
马蒂拉海滩（Matira Beach）是波拉波拉岛上的一个公共沙滩，只要你来到这里，
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是全岛最热门的沙滩！沙滩的沙子非常洁白细腻，海水清澈见
底，并随着海岸的深浅变化形成不同色彩：深蓝、浅蓝、深绿、浅绿……最后变成白
色的浅滩和沙滩。虽然这里是公共沙滩，但人却不多，比很多私人沙滩都还要好。在
马蒂拉海滩，你可以可自由浮潜，海面浪不大，如果家庭出游有带小孩，这里绝对是
孩子游泳玩耍的最佳去处。
Matira Point,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波拉波拉海龟中心
自驾往北沿海岸行驶，约 11 分钟到达

波 拉 波 拉 海 龟 中 心（Bora Bora Turtle Center） 在 波 拉 波 拉 艾 美 度 假 村（Hotel
Le Meridien Bora Bora） 的 私 人

湖 区 域 内， 酒 店 里 有 一 条 海 龟 通 道（Turtle

Channel），放养着几百只小海龟。这是艾美度假村参与的一个海洋生态保护项目，
为了保护这一濒临灭绝的海洋生物，酒店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海龟，每天给它们
喂小鱼吃，等海龟成年后再放归大海。游客可以在海龟中心内体验喂海龟以及下海与
海龟游泳。度假村酒店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喂海龟，与它们近距离互动。另外，
住客只要捐赠少量的钱，就能给一只小海龟起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
Motu Tape, BP 190,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8:00~12:00，13:00~16:00（每天喂养时间在 10:30，如想体验喂海龟需把行程安排
在早上）
6,000XPF
www.lemeridien-borabora.com/en/turtles

自驾往南沿海岸行驶，约 6 分钟到达

游船赏黄昏
Moana Adventure 旅游公司为游客提供两小时环岛游，下午从 湖东南边出发，可
以一直玩到黄昏结束。你可以在船上举一杯鸡尾酒喝，一边静静地欣赏波拉波拉岛那
一抹金灿的余光满满地消失在海平面上的礁湖下。游船可容纳 10~16 人，期间免费
提供一杯鸡尾酒，建议带上一件薄外套，以防海面风大身体容易着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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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旅游公司 Moana Adventure Tours
Povai Bay,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16:00~18:00
62,000XPF/ 船（2 人）
www.moanaadventuretours.com

晚餐
Lagoon Restaurant by Jean-Georges——环礁上的顶级餐厅
Lagoon Restaurant by Jean-Georges 是 波 拉 波 拉 瑞 吉 酒 店（St. Regis Bora
自驾环岛往东北方向沿海岸行驶，约 15
分钟后到达岛的东面 Fiti’u’u，然后搭
乘波拉波拉瑞吉酒店的接驳船前往餐厅

Bora）的一家悬在环礁湖上的超级餐厅，由明星厨师烹饪特制菜肴，是波拉波拉岛
上最知名的餐厅之一。餐厅地板为透明玻璃，可直接观赏脚下的鲨鱼及颜色鲜艳的鱼
类。这家餐厅的主厨 Jean Georges 在 2014 年还荣获了不少大奖，在这里用餐，
绝对是眼睛与嘴巴的双重享受！
Motu Ome'e BP 506,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18:00~22:30
人均 6,000XPF
www.stregisborabora.com/lagoon

延伸体验

Villa Mahana

如追求顶尖舌尖上的法国美食，可去 Villa Mahana 餐厅，这家餐厅是波拉波拉岛上
口碑相传最好的餐厅，但价格不菲，一般需要提前 3 个月预订。
B.P. 941 Amanahune, 98730 Bora Bora, French Polynesia
周一至周六 18:00~22:00（周日休业）
9,000XPF/ 人
www.villamah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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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Islands
海岛达人
线路推荐

胡阿希内岛
伊甸园静谧之旅
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群岛中，胡阿希内岛也许没有波拉波拉岛著名，游客
量也比较少，但它的这个缺点却让这里成为了世外桃源，颇有韵味。这里
拥有上百个品种的花卉，拥有热带植物和丛林风光，无论是行走在园林丛
中，还是漫步于粉白的沙滩上，你都能感受到一份远离喧嚣的清净，因此，

上午看玛阿瓦遗迹、珍珠养殖场，
面朝大海享用佳肴，下午骑海上摩
托驰骋潟湖，晚上体验草裙舞晚宴。

这个美丽而隐秘的胡阿希岛一直以来都被称为“伊甸园之岛”。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anni Wu

行前须知 / 胡阿希内岛很小，公共交通没有大溪地岛发达，因此这里的最佳交通方式
是自驾车、摩托车或自行车环岛游，摩托车环岛一圈约需 4 小时。
自 驾 摩 托 车 从 大 胡 阿 希 内（Huahine
Nui）的法雷村（Fare）出发往东行驶 7
公里即达

上午
玛阿瓦遗迹——最大欧洲古庙遗址
玛阿瓦遗迹（Marae）是最大的前欧洲古庙遗址，拥有大量古庙遗迹，这里也是八个
部落首领及皇家神庙的本地。你可以看到一排神秘的大石板在湖与山脚之间有序地排
列着，呈现阶梯状，它们都被古代的渔网所保护，其中还有一个卵形的会议厅。如果
你对考古感兴趣，不妨请一个当地导游，更好地享受及体验这一神秘的神话之行。
推荐旅行社 Enite Tours
Marae, Huahine
+689 40 68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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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摩托车往南沿海岸行驶 3.1 公里即
达，约 5 分钟到达

胡阿希内珍珠养殖场——参观珍珠养殖过程
胡阿希内珍珠养殖场（Huahine Pearl Farm）建在一片美丽的 湖上，附近的 Faie
村每隔 15 分钟都有免费班船从 Faie 送到养殖场中。养殖场老板 Peter 不仅经营珍
珠生意，还是一名陶瓷艺术家，在帕皮提拥有自己的艺廊，而在养殖场里，你也会看
到他自己的陶瓷作坊，对陶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并参观下。在这里，工作人员会向
游客演示珍珠养殖的过程，此外你也可以到选购区挑选一些心仪的珍珠，这里珍珠的
价格都很实惠。
Middle of the Turquoise Lagoon, Near Thmaeva Village of Faie,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10:00~16:00
参观免费；珍珠 1,000XPF 起 / 颗（依品质和大小而定）
huahine-pearlfarm.com

自驾摩托车穿过 Faie 村，往西行驶 7.5
公里，约 15 分钟到达

伊甸园——美丽的热带天堂
伊甸园（Eden Parc）是胡阿希内岛上最热门的植物园景点，这里有美丽的绿地和上
百种热带花卉，还有各种数不清的热带水果可供品尝。在这里，你可以尽情享受各种
鲜榨果汁，也可以来一顿充满异国情调的午餐。这里的农产品全部为有机种植，可参
观种植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花园里蚊虫较多，建议带上防蚊喷剂。
Bay of Vaiora, Fitii,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周一至周六 8:00~14:00（周日不开放）
免费
www.edenparc.org

自驾摩托车往西行驶，朝小胡阿希内西海
岸方向行约 17.7 公里，约 30 分钟到达

午餐
Chez Tara——面朝大海享受佳肴
Chez Tara 餐厅坐落在小胡阿希内的南方区域，是一家在当地比较有名的海边餐厅，
主打法国菜及大溪地菜。你可以挑选一张面朝大海的桌子，点上一杯鲜榨菠萝汁以及
最新鲜的当地海鲜，面对眼前这无边无际的一片蓝，享受美味佳肴与美景共存的极致
感受。餐厅很热门，因此人会比较多，去之前一定记得预订。
Parea,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7:00~22:00
+689 40 687845
人均 3,000XPF

自驾摩托车往小胡阿希内到最南端行驶 2
公里，约 3 分钟到达

下午
阿尼尼毛利集会所——踏上古文明聚集地
阿尼尼毛利集会所（Marae Anini）是波利尼西亚古文明社会中宗教及社会活动
聚集的地方，在波利尼西亚各个岛屿中都能见到不少由石头或大珊瑚块围碓起来
的古毛利集会所。阿尼尼毛利集会所位于小胡阿希内最南端，旁边的阿尼尼海滩
也是个享受日光浴的好地方，由于珊瑚礁离海岸较近，因此这里的海域特别平静，
非常适合游泳。
Southern Tip of Huahine Iti,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自驾沿小胡阿希内西海岸行驶，回到大胡
阿希内的法雷村，约 25 分钟到达（画廊
就在村内，村子很小，只有一条路，驾驶
经过便可看到）

乌玛塔缇埃画廊— —文艺青年必到
乌玛塔缇埃画廊（Galerie Umatatea）位于法雷村内，是胡阿希内岛上的必去景点
之一。画廊主人 Melanie Dupre 是当地非常有名气的画家，她的作品大多以波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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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文化为主，以艺术的眼光诠释波利尼西亚独特的文化魅力。乌玛塔缇埃画廊是一
个非常可爱的蓝色茅屋，里面挂满了 Melanie Dupre 的作品，进到小屋，你就会感
觉放佛进入了一个彩色波利尼西亚的世界。
Motu de Maeva, route du Sofitel,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不定期（依据画廊主人的个人时间）
免费
www.polynesiapaintings.com

往北步行约 5 分钟到达法雷村内的海上
项目旅游公司

海上摩托车——驰骋潟湖
胡阿希内岛的 湖非常适合海上摩托项目，这里的水深适中，海面很少有大浪，最适
合骑上一部海上摩托车，在这湛蓝的海水自由翱翔。这里许多经营海上项目的旅游公
司均提供全天或半天的海上摩托项目，如果你的出游时间在 8~11 月，且运气好的话，
你会碰到鲸鱼和海豚哦。
推荐旅游公司 Huahine Nautique
Fare,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25,000XPF/ 辆海上摩托车（可坐 3 人）
www.huahine-nautique.com

往南沿海边步行约 5 分钟即达

New Te Marara——在餐吧一边喝酒一边叹享黄昏
New Te Marara 坐拥岛上最好的 湖景观，是观赏黄昏的最佳之地。你不妨找个好
位置坐下来，点上一杯大溪地啤酒或经典鸡尾酒，静静欣赏岛上天堂美景般的黄昏日
落。（友情提示：Happy Hour 时间段内的鸡尾酒可低至 500XPF ！）
Fare Quay, 98731 Fare,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12:00~21:30（Happy Hour：17:30~18:30）
人均 500XPF 起

晚餐
往北沿海边步行约 5 分钟即达

Omai——热情草裙舞之夜
Omai 餐 厅 坐 落 在 麦 台 拉 皮 塔 村 胡 阿 希 酒 店（Hotel Maitai Lapita Village
Huahine）内，餐厅主打大溪地菜式，但这里最大的亮点还是在于晚餐时间有非常专
业的大溪地风情舞蹈表演，风情的大溪地女人会穿着草裙摆动臀部，热烈而奔放，瞬
间点燃了餐厅里的气氛。在跳舞的过程中，大溪地舞者们也会不断地邀请观众上台一
起跳舞，不要害羞，和他们一起放纵狂欢吧。
Hotel Maitai Lapita Village Huahine, 98731 Fare, Huahine, French Polynesia
早餐 6:30~9:30；午餐 11:45~14:00；晚餐 18:45~21:00
人均 4,000XPF
www.huahine.hotelmaitai.com/restaurant-and-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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