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斐济+瓦努阿图 13 日路线

【超级自在太平洋】



行程特色：

※伊苏尔火山圈，目睹岩浆喷发

※超大榕树，领跑吉尼斯世界纪录

※香槟海滩，漫步世界最美海滩

※裸族文化村，未受现代文明浸染

的处女地

※快艇探险，探访土著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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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 伊苏尔火山



行程特色 | SIGATOKA 河流探险 文化村



行程特色 | 金银岛



行程特色 | 瓦努阿图水下邮局



行程特色 | 裸族文化村



行程特色 | 瓦努阿图假日酒店度假村



行程特色 | 香格里拉斐济温泉度假酒店



D1
DAY1 沈阳-首尔

沈阳乘机经首尔转机，飞往斐济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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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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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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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国际机场坐落在仁川西部的永宗岛上，距离首尔市 52 公里，是

韩国规模最大的机场，曾多次获得过“世界最佳机场奖”。上海飞仁川约

需 1 小时 50 分，北京飞仁川约需 2 小时，仁川机场飞往济州约 1

小时，飞往其他城市根据路线，一般需 40 分钟至 1 小时左右。仁川

国际机场只运行 3 条国内线路，分别为大邱、釜山和济州。国际游客

抵达都在一层，这里有旅游信息中心、ATM、货币兑换和移动电话租赁

柜台。仁川机场的出入境平均所需时间是入境 13 分钟、出境 18 分

钟，比国际推荐基准时间入境 45 分钟、出境 60 分钟快很多。

所有购买的东西一般韩国机场都能退税，所以带好护照早早的去到机

场办理退税。 退好后，仁川还有两大免税店乐天和新罗，可供大家最

后冲刺哦.

小贴士：

喜欢看韩剧的朋友们对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绝对不陌生，因为在韩剧

里但凡涉及到旅游、出差、留学和逃亡的情节，几乎都会提到仁川国

际机场。候机的时候说不定还会碰见韩国明星哦！机场为游客准备了

传统文化体验设施以及韩国文化博物馆、24 小时营业的桑拿浴、室内

滑冰场、植物园„„值得一提的是，乐天免税店里的东西可以在网上提前

下好单，再到机场提货。

▼Spa on Air 汗蒸桑拿

无论是长途飞行之前还是之后，仁川机场里的 24 小时桑拿 Spa on

Air 都可以让你重新整顿身心，去过的游客都对它的便宜、舒适、便

利难以忘怀。就像韩国汗蒸一样，Spa on Air 有大通铺，还有过夜的

单间睡眠室，小吃部还提供餐点补充能量。

▼“冰雪森林”滑冰场

擅长冰上运动的你在仁川机场也有机会大显身手啦！溜冰场不受季节

限制，可以容纳 150 人同时玩耍。滑冰场用塑料材质代替了普通冰

面，冲击度比普通冰面要小，减小了受伤的危险。滑冰场的开放时间

为上午 10 点到晚上 8 点，租借冰鞋与保护装置成人标准为 4000 韩

币。冰场内还设置了舞台，爵士、B-boy 等表演会定期上演。

▼优秀艺术

机场内部开设了韩国文化博物馆，并有传统文化体验馆、传统工艺展示

馆、入境区文化街等空间，为出入机场的国内/外旅客提供了众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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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机会。旅客集散中心各处设置了适于休闲的空间，

并可欣赏文化表演和其他活动。

联系方式

+82-1577-2600

地址

仁川市中区云西洞 2850

到达方式

机场大巴或地铁、出租。

主页

www.airport.kr/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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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楠迪

今日早抵达斐济楠迪，专人接机，入住酒店自由活动斐济共和

国，简称斐济，是一个太平洋岛国，位于南太平洋，瓦

努阿图以东、汤加以西、图瓦卢以南，由 332 个岛屿组成，其中

106 个有人居住。多为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主要有维提岛和瓦努

阿岛等。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受飓风袭击。年平均气温 2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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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迪国际机场

Nad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楠迪国际机场是位于斐济第三大城市楠迪的国际机场，也是斐济最大

的国际机场，离楠迪市区约 10 公里，是斐济航空的枢纽机场。在

2009 年，该机场共处理了旅客共 122 万人次。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79 672 5777

地址

Queens Road, Nadi, 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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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国际之间乘飞机前往，城市内乘机场巴士前往

主页

http://www.airportsfiji.com/nadi_aiport.php

香格里拉斐济温泉度假酒店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 Spa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and Spa 酒店位于独特的 Yanuca 私家岛。

客人可享受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带阳台的客房，也可以光顾餐厅、酒吧

和游泳池等设施。

每间宽敞的空调客房都设有一台电视和一间带浴袍及洗浴用品的浴室。

免费私人停车场也包括在内。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度假酒店提供水疗及健康中心、一个健身

中心和一个儿童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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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提供各种活动，包括浮潜、划独木舟、钓鱼和潜水等。该度假胜

地距离南迪（Nadi）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

酒店设施：

ATM(ATM):有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

</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礼拜堂(Chapel):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5:00 时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夜总会(Night Club):有

自行车(Bicycle Rental):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最多可容纳 2 名 17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费。</H> <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

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H>

所有额外入住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加床的收费是每人每晚

USD75。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房

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部分区域免费高尔夫

(Golf):有贵宾室(VIP Room Facilities):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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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退房时间(Check-out):01:00 - 12:00 时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电视(TV):有

钓鱼(Fishing):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租车(Car Rental):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小吃吧(Snack Bar):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Yanuca Island, 瓦阿, 斐济 Yanuca Island,
Voua, 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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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楠迪

酒店内早餐，自由活动可以自费

参加/自行游览以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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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迪当地市场

楠迪当地的市场进行参观，了解当地人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您还可以

在这里购买一些小纪念品。

地址

-

Viseisei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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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迪作为斐济的第一大城市，这里的文化是最多元化的，此行将带您深

入了解斐济的特色文化、历史及风土人情。从肥沃的甘蔗田开始，沿着

当地的村庄和农家，走进历史悠久的 Viseisei 村

地址

-

巨人的沉睡花园

Garden of The Sleeping G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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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巨人花园（Garden of the Sleeping Giant）位于斐济瑙苏里高山

（Nausori Highlands）脚下，在楠迪（Nadi）北边不远处。它原是美

国“轮椅神探”男明星 Raymond Burr 于 1977 年成立的私人花园，最初

这个花园并不出名，但是后来随着园内种植的热带兰花的增多，现如

今，沉睡巨人花园已经成为了斐济岛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沉睡巨人花园虽说因兰花而出名，不过其有趣的外形结构也是足够吸

引人的。整个花园从远处看像是个脸部轮廓很深的巨人，挺着一个当

地人特有的大肚子仰天呼呼大睡，花园的名字就是因此得来的。

在这个占地为 20 公顷的植物花园中，大约有 2000 个不同品种的兰

花，其中包括一些斐济当地特有的稀有兰花品种，是斐济最大的兰花

园。除此之外，园内还专门种植了许多热带植物，还有有三十到四十种

亚洲珍贵的荷花！走在沉睡巨人花园内充满自然气息的乡间小路上，周

围一片丛林，还会有大型的荷花池像明珠一般点缀在这片花园中，充满

花香的步道，各色姿态娇艳的兰花，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

小贴士：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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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约为 16 斐济元，包括一个愉快的下午茶

地址

Wailoko Rd, Nadi, Viti Levu, Fiji

香格里拉斐济温泉度假酒店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 Spa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and Spa 酒店位于独特的 Yanuca 私家岛。

客人可享受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带阳台的客房，也可以光顾餐厅、酒吧

和游泳池等设施。

每间宽敞的空调客房都设有一台电视和一间带浴袍及洗浴用品的浴室。

免费私人停车场也包括在内。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度假酒店提供水疗及健康中心、一个健身

中心和一个儿童游乐场。

酒店提供各种活动，包括浮潜、划独木舟、钓鱼和潜水等。该度假胜

地距离南迪（Nadi）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

酒店设施：

ATM(ATM):有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

</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礼拜堂(Chapel):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5:00 时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夜总会(Night Club):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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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Bicycle Rental):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最多可容纳 2 名 17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费。</H> <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

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H>

所有额外入住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加床的收费是每人每晚

USD75。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房

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部分区域免费高尔夫

(Golf):有贵宾室(VIP Room Facilities):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退房时间(Check-out):01:00 - 12:00 时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电视(TV):有

钓鱼(Fishing):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租车(Car Rental):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小吃吧(Snack Bar):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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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Yanuca Island, 瓦阿, 斐济 Yanuca Island, Voua, 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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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楠迪

酒店内早餐，自由活动可以自费

参加/自行游览以下景点



D4

SIGATOKA河流探险 文化村

斐济 Sigatoka 河流探险可以探索游人罕至的斐济内地，访问土著村

庄，快艇也极其刺激，是斐济必游项目，连续几年被评为最佳日游。

地址

SIGATOKA

香格里拉斐济温泉度假酒店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 Spa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and Spa 酒店位于独特的 Yanuca 私家岛。

客人可享受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带阳台的客房，也可以光顾餐厅、酒吧

和游泳池等设施。

每间宽敞的空调客房都设有一台电视和一间带浴袍及洗浴用品的浴室。

免费私人停车场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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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度假酒店提供水疗及健康中心、一个健身

中心和一个儿童游乐场。

酒店提供各种活动，包括浮潜、划独木舟、钓鱼和潜水等。该度假胜

地距离南迪（Nadi）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

酒店设施：

ATM(ATM):有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

</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礼拜堂(Chapel):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5:00 时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夜总会(Night Club):有

自行车(Bicycle Rental):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最多可容纳 2 名 17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费。</H> <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

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H>

所有额外入住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加床的收费是每人每晚

USD75。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房

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部分区域免费高尔夫

(Golf):有

贵宾室(VIP Room Facilities):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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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退房时间(Check-out):01:00 - 12:00 时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电视(TV):有

钓鱼(Fishing):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租车(Car Rental):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小吃吧(Snack Bar):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Yanuca Island, 瓦阿, 斐济 Yanuca Island, Voua, 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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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楠迪

酒店内早餐，自由活动可以自费

参加/自行游览以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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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不产金银，不过，它带给你纯粹的海岛乐趣，或许金银也无法

给与。这里的海床很低，海水透明，即使是潜水初学者，使用简单的

潜水镜和呼吸管，也可以入海欣赏海底奇观。从海底出来，不妨加入

扔椰子比赛：将椰子当作铅球，仍得最远的人获胜。运动后冰镇的新

鲜椰汁是最解渴的饮品。

岛上渔民收获的海产品，种类极其丰富，喜欢尝鲜的话，尽可能去点你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鱼类来吃。当地土著的烹饪方式很简单，越简单当

然越能保留食材的原味。豪爽的斐济甚至把绿油油的海藻可以直接丢进

嘴里吃掉，这是最能品味到南太平洋海藻的鲜嫩爽滑的最佳吃法。饭饱

神虚，别忘了喝一杯盛在椰子壳中的当地著名的卡瓦茶，虽然茶水入口

又苦又涩，但它能去除满嘴的海腥味，还可以祛除因食用海鲜带来的寒

气。

开放时间

5 月－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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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斐济温泉度假酒店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 Spa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and Spa 酒店位于独特的 Yanuca 私家岛。

客人可享受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带阳台的客房，也可以光顾餐厅、酒吧

和游泳池等设施。

每间宽敞的空调客房都设有一台电视和一间带浴袍及洗浴用品的浴室。

免费私人停车场也包括在内。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度假酒店提供水疗及健康中心、一个健身

中心和一个儿童游乐场。

酒店提供各种活动，包括浮潜、划独木舟、钓鱼和潜水等。该度假胜

地距离南迪（Nadi）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

酒店设施：

ATM(ATM):有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

</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礼拜堂(Chapel):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5:00 时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夜总会(Night Club):有

自行车(Bicycle Rental):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最多可容纳 2 名 17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费。</H> <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

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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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额外入住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加床的收费是每人每晚

USD75。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房

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部分区域免费高尔夫

(Golf):有贵宾室(VIP Room Facilities):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退房时间(Check-out):01:00 - 12:00 时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电视(TV):有

钓鱼(Fishing):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租车(Car Rental):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小吃吧(Snack Bar):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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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Yanuca Island, 瓦阿, 斐济 Yanuca Island,
Voua, 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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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楠迪

酒店内早餐，自由活动可以自费

参加/自行游览以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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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玛努卡群岛

Mamanuka Islands

以情侣浪漫度假地著称的玛玛努卡群岛，由 20 多个左右的小岛和一

些更小的环礁湖小岛组成，这些小岛都拥有完美的阳光海滩，你在这

里可以享尽海滩上的乐趣：皮划艇、帆板运动、浮潜、水肺潜水、单

桅帆船、香蕉船、独木舟、水上摩托、出海钓鱼、拖曳伞„„你能想到的

海上运动，这里都有！

玛玛努卡群岛，常年明媚阳光普照，海水平静，群岛的主要岛屿上都有

设施齐备的度假村。无论你是蜜月旅行还是要和家人分享宁静的假期，

都能在这些岛屿上享受到超值的服务！

开放时间

5 月－10 月

地址

马马努卡群岛 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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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斐济温泉度假酒店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 Spa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and Spa 酒店位于独特的 Yanuca 私家岛。

客人可享受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带阳台的客房，也可以光顾餐厅、酒吧

和游泳池等设施。

每间宽敞的空调客房都设有一台电视和一间带浴袍及洗浴用品的浴室。

免费私人停车场也包括在内。

Shangri-La’s Fijian Resort 度假酒店提供水疗及健康中心、一个健身

中心和一个儿童游乐场。

酒店提供各种活动，包括浮潜、划独木舟、钓鱼和潜水等。该度假胜

地距离南迪（Nadi）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

酒店设施：

ATM(ATM):有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

</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礼拜堂(Chapel):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5:00 时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夜总会(Night Club):有

自行车(Bicycle Rental):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最多可容纳 2 名 17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费。</H> <H>所有额外入住的 2 岁

以下的儿童，加婴儿床不收费。</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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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额外入住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加床的收费是每人每晚

USD75。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房

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部分区域免费高尔夫

(Golf):有贵宾室(VIP Room Facilities):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退房时间(Check-out):01:00 - 12:00 时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电视(TV):有

钓鱼(Fishing):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租车(Car Rental):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小吃吧(Snack Bar):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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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Yanuca Island, 瓦阿, 斐济 Yanuca Island, Voua, 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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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楠迪-维拉港

今日乘机前往瓦努阿图维拉港瓦努阿图共和国，陆地面积

1.219 万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84.8

万平方公里，其中 98%为瓦努阿图人，属美拉尼西亚人种，官

方语言为英语、法语和比斯拉马语，通用比斯拉马语，84%的人

信奉天主教。由约 80 个岛屿（其中 68 个有人居住）组成，

最大的桑托岛（又称圣埃斯皮里图岛）面积 3947 平方公里，

属热带海洋性气候，首都维拉港平均气温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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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迪国际机场

Nad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楠迪国际机场是位于斐济第三大城市楠迪的国际机场，也是斐济最大

的国际机场，离楠迪市区约 10 公里，是斐济航空的枢纽机场。在

2009 年，该机场共处理了旅客共 122 万人次。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79 672 5777

地址

Queens Road, Nadi, 斐济

到达方式

国际之间乘飞机前往，城市内乘机场巴士前往

主页

http://www.airportsfiji.com/nadi_aiport.php

维拉港机场

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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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港国际机场（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

是一个位于瓦努阿图维拉港的国际机场。该机场相对国际机场比较小，

但它的跑道长度有能力接受大型喷气机，波音 767 或波音 777-200 客

机升降。机场是瓦努阿图国家航空公司的航运枢纽。

地址

PO Box 7115, Port Vila, VANUATU

瓦努阿图假日酒店度假村

Holiday Inn Resort Vanu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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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滨，喜爱海滩的客人强烈推荐！

俯瞰 Erakor 泻湖平静的水面，Holiday Inn Resort Vanuatu 度假村

设有日间水疗中心，2 个室外游泳池和海滩直达通道。每个房间都带

有可欣赏到花园美景或泻湖美景的私人阳台。

所有客房带有空调、吊扇、室内电影和有线电视。宽敞的办公空间提

供高速网络连接。每间私人浴室都带有吹风机和浴缸。

Holiday Inn Resort Vanuatu 度假村的设施包括可欣赏到泻湖的美景

的健身房、网球场和非机动水上运动器材。Namele 日间水疗中心提供

传统疗法和经典温泉疗法。

Verandah Restaurant 的早餐和晚餐都有自助餐和单点餐供应。客人

可以在游泳池边享用饮料，或在大堂酒吧的户外露台上放松。

Port Vila 镇中心距离 Holiday Inn Resort Vanuatu 度假村 8 公

里。酒店可以为您安排机场穿梭巴士。

酒店设施：

语言(Languages):法语,英语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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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

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允许 1 名 2 岁以下的儿

童，加 1 张婴儿床，免费。</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4:00 时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房间网络(收费)(Wired Internet (surcharge)):住宿方于客房提供有

线网络（收费）。

按摩(Massage):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允许 1 名 19 岁以下

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免费。</H> <H>允许 1 名 2 岁以下的儿童，

加 1 张婴儿床，免费。</H>

客房可容纳额外 1 名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一张加床收费：每人

每晚 AUD50。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住宿方于各处提供 wifi（收费）。

高尔夫(Golf):有

阳台(Balcony):有

SPA(SPA):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退房时间(Check-out):11:00 时之

前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酒吧

(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英语服务(English Langua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花园(Garden):有

电视(TV):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D7

赌场(Casino):有

租车(Car Rental):有

私人海滩(Private Beach):有

客房早餐(Breakfast in the Room):有

小吃吧(Snack Bar):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班车(Shuttles):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Tassiriki Park, Port Vila, , Port Vila, VanuatuTassiriki Park,

Port Vila, Vanu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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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维拉港-坦纳

酒店内早餐

乘机前往外岛塔纳岛，游览如下景点塔纳岛位于西南太平洋瓦

努阿图（新赫布里底）南部岛屿，。陆

地面积 556 平方千米。人口约 1.2 万，他们全部过着原始的

生活。这里最著名的的景点是伊苏尔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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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港机场

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维拉港国际机场（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

是一个位于瓦努阿图维拉港的国际机场。该机场相对国际机场比较小，

但它的跑道长度有能力接受大型喷气机，波音 767 或波音 777-200 客

机升降。机场是瓦努阿图国家航空公司的航运枢纽。

地址

PO Box 7115, Port Vila, VANUATU

坦纳岛机场



D8

塔纳岛位于西南太平洋瓦努阿图(新赫布里底)南部岛屿，北纬 19'29°、
东经 169'20°。陆地面积 556 平方千米。人口约 1.2 万。

地址

-

伊苏尔火山

Yasur Volcano

瓦努阿图沐浴着太平洋纯净的海水，拥有者绝美的沙滩，七彩的泻湖，

幽深的蓝洞，茂密的雨林，倾泻的瀑布等等，同时还坐拥世界上唯一一

座可以站在火山圈上观赏岩浆喷发的活火山伊苏尔。当当夜幕降临，赤

色的烈焰喷向星空那红与黑碰撞 是上帝燃放的礼花。你可以近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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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活火山，伴随着火山喷发的轰鸣，火红的岩浆像礼花一样喷发而

出，此时此刻，你可以深刻的感悟到自然的伟力。

亚瑟火山已经喷发了近 800 年，因为常年喷发而被飞行员和海员当作

太平洋上指路的“灯塔”。这座火山虽高达 361 米，喷出的熔岩却多是

直起直落，很少斜向逸出，一般不会伤及游人，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
亲近的活火山”。

地址

-

坦纳岛长青度假村

Tanna Evergreen Resort

若想要游览塔纳岛，塔纳岛常青度假村(Tanna Evergreen Resort )将

会是一个不错的的住宿之选。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享受。旅客可以在

西餐厅享用可口的美食。您可以到酒吧与朋友畅饮聊天度过闲暇时光。

如果旅客愿意，酒店可以提供满足需求的客房送餐服务。

在一天的忙碌后，您可以在酒店尽情的享受各种体育和休闲设施。酒店配置

有会议厅，定能满足您商务活动方面的需求。品质保证的礼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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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真正体验宾至如归的享受。入住酒店的旅客，可以使用酒店免费

停车场。

地址

PO Box 151,塔纳岛,塔菲亚省,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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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坦纳

酒店内早餐今日游

览如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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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榕树

大自然的又一奇观一颗直径可达 200 米的大榕树，这颗大榕树的枝条

非常多，您可随意选择其中一根枝条在上面荡秋千玩耍或拍照留念。

地址

-

裸族文化村

裸族文化村-原始与现代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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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 的原住民 还延续着数 千年前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原始生活

方式 。土著 村落里随处可见族人清澈的眸子、淳朴宽厚笑容，在那以感

受到他们自然、纯粹的无暇心灵。您将参观真实状态下的 Louinio 裸族文

化村，体验世界上仅有的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原住民文化。

地址

-

坦纳岛长青度假村

Tanna Evergreen Resort

若想要游览塔纳岛，塔纳岛常青度假村(Tanna Evergreen Resort )将

会是一个不错的的住宿之选。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享受。旅客可以在

西餐厅享用可口的美食。您可以到酒吧与朋友畅饮聊天度过闲暇时光。

如果旅客愿意，酒店可以提供满足需求的客房送餐服务。

在一天的忙碌后，您可以在酒店尽情的享受各种体育和休闲设施。酒店

配置有会议厅，定能满足您商务活动方面的需求。品质保证的礼宾服

务，让您真正体验宾至如归的享受。入住酒店的旅客，可以使用酒店免

费停车场。

地址

PO Box 151,塔纳岛,塔菲亚省,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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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坦纳-维拉港

酒店内早餐，

乘机返回维拉港，下午游览如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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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纳岛机场

塔纳岛位于西南太平洋瓦努阿图(新赫布里底)南部岛屿，北纬 19'29°、
东经 169'20°。陆地面积 556 平方千米。人口约 1.2 万。

地址

-

维拉港机场

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维拉港国际机场（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

是一个位于瓦努阿图维拉港的国际机场。该机场相对国际机场比较小，

但它的跑道长度有能力接受大型喷气机，波音 767 或波音 777-200 客

机升降。机场是瓦努阿图国家航空公司的航运枢纽。

地址

PO Box 7115, Port Vila, VANUATU

瓦努阿图水下邮局

Underwater 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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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水下邮寄明信片绝对是一次特别的体验，瓦努阿图水下邮局就可以

做到。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水下邮局位于靠近维拉港的 Hideaway 岛

附近，水深 3 米，距离岸边 50 米左右，只要戴好面镜和呼吸管，就

可以尝试游到水下邮筒的地方。每天邮局会营业一个小时，会有潜水

员担任工作人员在水下工作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工作人员，把明信片

投进邮筒就可以啦！特制的明信片和邮票可以在 Hideaway 岛买到，

邮戳是凹凸质感的，很别致哦。

门票价格

明信片和邮票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可以挑选，组合价也不一样，从

4.2 美元至 6.6 美元不等。

开放时间

每天水下邮局会开放一个小时，会有工作人员待在水下一个小时。如

果没有工作人员，直接把明信片投进邮筒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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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维拉港

酒店内早餐，今日

游览如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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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一日游

深入原滋原味的美拉尼西亚村庄，体验原住民的生活常态，了解热带

雨林获取和保存食物的方法，欣赏原始部落歌舞，见证赤足走过烧红

的石头的魔法

探访海水与淡水混合的蓝洞的奇妙，享受哈瓦那港湾的宁静与美丽，

细听导游讲解沿途众多的二战美军遗迹和故事

环绕埃法特岛，到访隐秘无人的绝美海滩，神秘的原始森林，古老的

火山遗迹和地貌，聆听食人部落的传说

乘坐土著传统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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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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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维拉港-楠迪

酒店内早餐

乘机返回楠迪，导游接团，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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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港机场

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维拉港国际机场（Port Vila -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

是一个位于瓦努阿图维拉港的国际机场。该机场相对国际机场比较小，

但它的跑道长度有能力接受大型喷气机，波音 767 或波音 777-200 客

机升降。机场是瓦努阿图国家航空公司的航运枢纽。

地址

PO Box 7115, Port Vila, VANUATU

楠迪国际机场

Nad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楠迪国际机场是位于斐济第三大城市楠迪的国际机场，也是斐济最大

的国际机场，离楠迪市区约 10 公里，是斐济航空的枢纽机场。在

2009 年，该机场共处理了旅客共 122 万人次。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79 672 5777

地址

Queens Road, Nadi, 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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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国际之间乘飞机前往，城市内乘机场巴士前往

主页

http://www.airportsfiji.com/nadi_aiport.php

诺富特楠迪酒店 Novotel Nadi
Novotel Nadi

1961 年开业，2007 年装修，共有 127 间房纳迪诺富特酒店经过全新

改造，完美融合了现代化和传统的斐济风格，

休闲的环境非常诱人，拥有 127 间宽大的现代化客房，热情的员工为

您提供一流的服务和时尚的室内/室外餐饮体验。酒店位置优越，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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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即可到达纳迪国际机场、纳迪镇和德纳鲁阿岛/港口，方便去各

个海岛游玩。

地址

Namaka Hill



D13

DAY13 楠迪-首尔-沈阳

酒店内早餐

送您前往机场，经韩国首尔转机，返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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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迪国际机场

Nad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楠迪国际机场是位于斐济第三大城市楠迪的国际机场，也是斐济最大

的国际机场，离楠迪市区约 10 公里，是斐济航空的枢纽机场。在

2009 年，该机场共处理了旅客共 122 万人次。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79 672 5777

地址

Queens Road, Nadi, 斐济

到达方式

国际之间乘飞机前往，城市内乘机场巴士前往

主页

http://www.airportsfiji.com/nadi_aiport.php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仁川国际机场坐落在仁川西部的永宗岛上，距离首尔市 52 公里，是韩国

规模最大的机场，曾多次获得过“世界最佳机场奖”。上海飞仁川约需 1 小

时 50 分，北京飞仁川约需 2 小时，仁川机场飞往济州约 1 小时，飞往

其他城市根据路线，一般需 40 分钟至 1 小时左右。仁川国际机场



D13

只运行 3 条国内线路，分别为大邱、釜山和济州。国际游客抵达都在

一层，这里有旅游信息中心、ATM、货币兑换和移动电话租赁柜台。仁

川机场的出入境平均所需时间是入境 13 分钟、出境 18 分钟，比国

际推荐基准时间入境 45 分钟、出境 60 分钟快很多。

所有购买的东西一般韩国机场都能退税，所以带好护照早早的去到机

场办理退税。 退好后，仁川还有两大免税店乐天和新罗，可供大家最

后冲刺哦.

小贴士：

喜欢看韩剧的朋友们对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绝对不陌生，因为在韩剧

里但凡涉及到旅游、出差、留学和逃亡的情节，几乎都会提到仁川国

际机场。候机的时候说不定还会碰见韩国明星哦！机场为游客准备了

传统文化体验设施以及韩国文化博物馆、24 小时营业的桑拿浴、室内

滑冰场、植物园„„值得一提的是，乐天免税店里的东西可以在网上提前

下好单，再到机场提货。

▼Spa on Air 汗蒸桑拿

无论是长途飞行之前还是之后，仁川机场里的 24 小时桑拿 Spa on

Air 都可以让你重新整顿身心，去过的游客都对它的便宜、舒适、便

利难以忘怀。就像韩国汗蒸一样，Spa on Air 有大通铺，还有过夜的

单间睡眠室，小吃部还提供餐点补充能量。

▼“冰雪森林”滑冰场

擅长冰上运动的你在仁川机场也有机会大显身手啦！溜冰场不受季节限

制，可以容纳 150 人同时玩耍。滑冰场用塑料材质代替了普通冰面，冲击

度比普通冰面要小，减小了受伤的危险。滑冰场的开放时间为上午 10

点到晚上 8 点，租借冰鞋与保护装置成人标准为 4000 韩币。冰场内

还设置了舞台，爵士、B-boy 等表演会定期上演。

▼优秀艺术

机场内部开设了韩国文化博物馆，并有传统文化体验馆、传统工艺展示

馆、入境区文化街等空间，为出入机场的国内/外旅客提供了众多了解

韩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机会。旅客集散中心各处设置了适于休闲的空间，

并可欣赏文化表演和其他活动。



D13

联系方式

+82-1577-2600

地址

仁川市中区云西洞 2850

到达方式

机场大巴或地铁、出租。

主页

www.airport.kr/chn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