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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溪地：天堂之上的地方

去过了大溪地，就不必再看海了~~

清晨的大溪地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世间有那么多景色被称之为天堂，美的如此脱俗的大溪地只能称之为天堂之上了。大溪地纯净，

她拥有让人感动的水晶般的海水，她让你理解“清澈”的意义；大溪地绚烂，她是“地球上最伟

大的水族馆”，除了珊瑚以外，还可以见到鲨鱼、海豚、剑鱼、金枪鱼、海龟和鲸鱼；大溪地艳

丽，她拥有种类繁多充满异国情调的花草和香气馥郁的鲜花；大溪地富有内涵，她有波利尼西亚

源远流长的文化；大溪地可口，当地人享受着无可比拟的美味水果和鸡尾酒；大溪地勤劳，手工

艺人向游客展示他们娴熟的技巧和灵巧的双手⋯

这是一块百花飘香的人间乐土，这是梦中的天堂，这是上帝的恩赐，这是终极版的海岛，这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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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之上的地方~~

大溪地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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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去大溪地度假，一年四季都是好时候!11月至来年3月是雨季，空气湿润；从4月至10月是旱季，气

候清爽。全年平均气温在27℃。

雨季的特点是温暖和潮湿。自然，泻湖岛（内岛）的温度也较高，喜欢巨浪的冲浪者肯定会喜欢

，在这里，你最能体会到“真正的春天”...

旱季的特点是凉爽和干燥。这时水下的能见度是最适合潜水的，而从南极洲迁徙来的驼背鲸恰在

此时汇集到这里。

由于属于热带气候，雨可能会出现在这一年的每个时刻，此外，由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方圆超过1

400万平方公里，所以，温度和湿度也是各岛各不相同的。

   

2、签证

中国公民申请签证，可从居住地的法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获得。签证必须有效，同时，必须持有一

张返程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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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人员签证所需资料：

1.表格  

（1）短期签证申请表原件  

（2）申根签证申请补充问题

2.照片

两张两寸白底彩色免冠照片 （一张贴在表格上一张别在护照上）  

3.机票订单

从中国出发和返回的飞机票订单复印件  

4.酒店订单

大溪地旅游期间的酒店订单复印件

5.医疗保险

须购买适用于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地区的医疗保险；涵盖医疗保险和送返费用，医疗保险

保额不低于3万欧元（约30万人民币）；覆盖在申根区的整个停留时间,保单上标有CTOM字样；

(1)医疗保险原件  

(2)医疗保险复印件

(3)医疗保险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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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护照   

因私护照有效期需超过所申请签证有效期三个月，并且仍然有供使用的签证空白页  

（1）护照原件  

（2）护照复印件  

护照前五页（带内容的备注页），以及所有带签证或盖章的签证页。  

（3）旧护照原件

（4）旧护照复印件

护照前五页（带内容的备注页），以及所有带签证或盖章的签证页。  

7.身份证

（1）身份证原件  

（2）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面都需要印在同一张A4纸的同一面上  

（3）身份证翻译件

8.户口本

（1）户口本原件  

（2）户口本复印件  

全体家庭成员的户口本每一页复印件  

（3）户口本翻译件

全体家庭成员的户口本每一页复印件  

9.结婚证  

（1）结婚证原件

如果户口本能证明亲属关系，就无需提供  

（2）结婚证复印件

（3）结婚证翻译件

10.工作单位证明

  由雇主出具的写明当事人姓名、职务、月收入和允许其因赴法请假的证明原件，该证明材料上

  须标明雇主的地址、联系方式，加盖公司印章，还须写上开具该证明的负责人的职务、姓名并

  由其签字。且写明谁将承担当事人在大溪地期间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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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单位证明原件  

（2）工作单位证明翻译件

若原件为中文，则须提供法文或英文翻译件  

11.公司营业执照  

（1）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复印件)

（2）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翻译件)

12.银行进出帐单  

（1）银行存折或银行卡最近三个月的进出账单复印件  

使用A4纸复印，银行卡账单需该有银行公章  

（2）银行存折或银行卡最近三个月的进出账单翻译件  

若原件为中文，则须提供法文或英文翻译件  

13.工资单  

 如果工资或退休金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申请者可以提供由公司出具的工资证明或者工资条，

 但必须盖有公司印章。如果您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中包含工资条目，则不需要提供此类文件。 

（1）最近三个月工资单、退休金或养老金复印件

（2）最近三个月工资单、退休金或养老金翻译件

若原件为中文，则须提供法文或英文翻译件  

14.房产证  

（1）房产证原件

（2）房产证复印件

（3）房产证翻译件

15.暂住证

 (1)暂住证原件：如您户口不在以下北京领区所辖范围内，本人又需要在北京递交签证料，   

则需提供暂住证。北京领事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内蒙，山东，山西，陕西，宁夏

，甘肃，青海，新疆，西藏。

（2）暂住证复印件

（3）暂住证翻译件

15.行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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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旅游期间的行程单复印件

申请网址：https://cn.visasfrance.org

Visas France 地址：

北京：东直门外大街26号，奥加饭店（中服商务酒店）3层。

成都：锦江区大业路6号，财富中心C楼10层。

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326号，亚洲国际大酒店1303室。

武汉：江汉区建设大道566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B座808、809室。

法国驻华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三街三号  电话：010-65321331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 广东路689号二楼  电话: 021 6103 2200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地址：汉口新华后路297号809室 电话：027-85778403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803房 电话：020-83303405

   

3、货币与小费

建议在启程前兑换一些外币，美元可广泛使用。法属波利尼西亚使用的货币是法属太平洋法郎或

简称为FCFP。14.9660太平洋法郎相当于1人民币，但实际汇率可能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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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及旅行支票(需携带护照)皆可使用，但在较小的岛信用卡可能不能使用。

小费：

收小费不是惯例，也没人期待小费。作为对服务的回报，一个友好的微笑就可以了。

   

4、通讯网络

电话

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从酒店或当地公用电话可直拨世界各地。在任何邮局、报亭或电话亭附近的

商店都能买到电话卡。本地电话号码由6位组成，也没有地区代码适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国际区

号为+689

移动电话

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移动电话服务使用的是GSM系统。主要旅游岛屿都可使用。

互联网

在大溪地，只有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MANA，总部也只有一个，收费是每分钟33

CFP（即：0,25 $ /分钟）。您可查收电子邮件，在假期里，大溪地有几个网吧，在茉莉亚岛和波

拉岛上，只有极少数酒店有一台调制解调器，直接插入，可以在房间上网，他们会收取额外费用

，所以请您注意账单。

邮政和电讯

帕皮提的中心邮局坐落在游艇码头旁的勃高维尔公园（Bougainville Park）.周一到周五从早上7:00

到下午6:00营业，周六从早上8:00到中午11:00营业。这里还有集邮中心，除此之外，在大溪地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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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岛屿上也有邮局。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法属波利尼西亚使用的电源电压是220伏特（60赫兹）。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是否与您的设备

匹配。插座的类型为欧洲2孔圆形头插座，有的酒店为110V，大部分饭店会提供免费转接头。

时差：法属波利尼西亚比中国北京慢18个小时。

   

6、行李装备

防晒露、驱虫剂、洗漱用品、旧胶底运动鞋、防水鞋（用于在水珊瑚中或沿海滩行走）、一顶棒

球帽或宽沿帽、泳衣、易干的衣服（以防热带暴雨）、摄像机，以及足够的胶卷（每人允许带10

卷，免税）。

服装建议：

轻装上阵，宽松又耐洗的棉质衣服，合成纤维的衣服在热带地区吸热而又粘贴。在晚宴上，男士

们可以穿休闲运动裤和运动T恤。当地的女士们白天穿短裤或便裤，晚上则身着多彩的晚装。

   

7、语言帮助

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许多当地人仍用大溪地语。与中国相似,很多地方都有自己

的地方语，但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还是用英语交流。

常用的大溪地语单词和片语：

Ia ora na 问候；Haere mai, maeva, mānava 欢迎；pārahi 再见；�� 是

�Aita 不是；māuruuru roa 非常感谢你；māuruuru 谢谢；�E aha te huru? 你好吗？

maita'i 很好；maita'i roa 非常好；tāne 男人；vahine 女人；fenua 土地；ra'i 天空

vai 水；auahi 火；�amu 吃；inu 喝；pō 晚上；mahana 日子/太陽；moana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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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选择航班

国内没有直飞大溪地的航班，需要去东京换乘。大溪地努伊航空公司每周提供2次来自东京的航班

, 飞行时间为12个半小时。

东京-帕皮提 TN77 每周六/15：25-07：25

   每周一/16：00-08：05

帕皮提-东京 TN78 每周五/日06：30-13：55+1

国内飞往东京的航空，可考虑乘坐春秋航空飞往东京的茨城机场的航班。春秋官网：

http://www.china-sss.com/

大溪地航线图

   

9、地理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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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和她的岛屿位于南太平洋，占据了广袤的海面，约为四百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大

陆的面积。但是，陆地面积仅为4000平方公里（2159平方海里）。风光旖旎多姿的118个小岛组成

了风格各异的5个群岛：北面的马库萨斯群岛、中部的社会群岛和图阿姆图群岛、南面的奥斯塔拉

群岛，以及东南面的甘比亚群岛。

大溪地列岛星罗棋布，犹如灿烂星空中的一撮星团，独立散布。大多数的岛屿人口稀少，其中四

十个岛屿至今仍无人居住。

大溪地岛屿分布图：

   

10、出入境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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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进入大溪地可携带以下免缴海关关税物品：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烟、1升烈酒、2升葡萄

酒、250毫升化妆品、50克香水、500克咖啡、100克茶、自用物品及自用药物。

携带价值1万欧元以上的现金、超过免税限量的自用品、用于商业目的物品入境，须向海关申报。

管制药品、动植物、肉制品等限制物品须向海关申报并办理严格的入境手续。宠物入境检疫要求

可咨询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

以下物品属违禁品：毒品、麻醉品、假冒盗版产品、军火、弹药、爆炸物、象牙制品、淫秽物品

等。

旅客在机场提取行李后，海关进行例行抽查，如超出限制范围应主动向海关申报，否则要受到海

关的处罚。

   

11、如何选岛

大溪地列岛由118个岛屿组成，面积共计四百万平方公里。共分为5个独特的群岛，每个群岛都有

着不同的景色和个性。

波拉波拉岛：最著名的蜜月圣地。

茉莉雅岛：水上运动天堂。

胡阿希尼岛：岛上居民保持着原始与传统的生活方式。

胡阿希尼岛：丰富的文化遗迹。

图阿姆图环礁：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

   

12、紧急救援

常用电话：

报警：17

救护车：15

中国驻法属波利尼西亚大使馆电话：00689456179

大溪地努伊航空：006894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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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

物价

大溪地和它的岛屿物价较贵，相当于法国的两倍。

营业时间

大溪地的商店营业时间一般为：周一至周五 07：30-11：00，14：00-18：00；周日 07：30-11：00

；大型商店较晚。周六上午通常照常营业，下午休息。午休时间拖得很长，应当避免中午前往购

物。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手工染布、帽子、母蚌、艺术品和其他旅游纪念品。

健康安全

水和食物

只有帕皮提和波拉岛自来水可饮用;其他地方用Eau Royale or Vaimato 牌子的瓶装矿泉水，物美价廉

。这里的食物是非常安全的，在帕皮提市场，每天都可以买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生产的新鲜水果和

蔬菜。肉也很安全，无论是本地的，或从新西兰进口的，琳琅满目的鱼产品的美味就不用说了，

你甚至可以生吃，没有任何问题！

自然危险

当您在珊瑚礁附近游泳时，为了避免珊瑚礁对身体的意外割蹭（很痛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

，还可能被石头鱼和海胆的刺感染，）因此，建议您穿塑料鞋。至于火珊瑚，水母和anemons不

用怕，只要尽量避免接触它们。关于蚊子和蚋：使用驱虫剂或护肤液即可，用由当地人发明的一

种喷雾驱蚊液是个不错的主意。在似火的骄阳下，建议您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上帽子和太阳镜

，避免暴露自己，上午11时至下午3时，紫外线最强，最后还要提醒您：多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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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大溪地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1、在蔚蓝的清晨，享用独木舟早餐

住在岛上的水木屋里，一定要享受下当地有特色的早餐。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会有一对当地的俊

男美女，划着一艘独木舟，送上浓香的咖啡，配上吐司和各色水果，虽然这顿早餐价格不菲，但

是比起一生中可能仅有一次的美妙早餐，这点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早餐也非常有特色，是波利

尼西亚的乡土菜，将猪肉、鸡、鱼、香蕉、山芋等材料用芭蕉包裹后，放在挖掘的穴中蒸烤。而

新鲜鱼生浸在果汁中，再混合蔬菜和椰子牛奶的原始食物，也异常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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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旅人提示：

体验酒店：四季波拉波拉度假酒店 Four Seasons Resort Bora Bora

地址： 法属玻里尼西亚Motu Tehotu BP 547

电话： 1(689) 603 130

官网：www.fourseasons.com

   

2、享用美食，加入热情奔放草裙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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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溪地的Tiki村吃晚餐并欣赏演出是深入了解大溪地的体验。伴随着尤克里里的琴声，Tiki村民

首先会带领大家参观他们的村落，随后表演精彩的大溪地草裙舞和传奇故事表演。Tiki 乡村剧院

是波利尼西亚唯一的露天剧场，你还可以目睹当地佳肴的制作过程，并在宴席中尽情享受潘趣酒

和葡萄酒。同时，还可以品尝大溪地区的美味特产: fei (煮熟的香蕉), uru

(一种可以充当面包的果子), taro (芋头), fafa (菠菜鸡肉), pua (小猪肉), poe (椰奶煮水果) 和包括烤鱼

、烤肉和点心等西餐。最后，村民会拉所有的来宾一起加入表演，欢快的跳起草裙舞。

(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旅人提示：

每周二、三、五、六晚上，这里用大溪地烤炉(a’hima’a)做出的正宗大溪地餐。60位艺术家表演

的舞蹈为您带来视觉的冲击。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大溪地式婚礼可以提前做预定。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ikivillage.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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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乘玻璃船 荡舟在世界最清澈泻湖

坐透明玻璃底船和同伴一起去荡舟，凭海临风的逍遥也好，如此清澈的海底也好，在美丽的环境

中，都是绝好的享受。尤其是不会游泳的朋友，在清澈见底的海水中，透明玻璃底船是一个完美

选择。随着船渐渐驶入大海深处，你将能看到深海生物的变化，缤纷的海底世界清晰地呈现在你

的眼前。 

(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旅人提示：

体验地点：波拉波拉岛

   

4、惊心动魄喂鲨鱼，体验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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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食鲨鱼和鳐是极有趣的活动，千万别错过。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是适合参加，导游划着当地特有

的独木舟带你去波拉岛的礁湖，这里有令你惊叹的种类繁多的鲨鱼、鳐和其他鱼类，他们在这片

水域中和睦相处。 

(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想玩刺激的当然要去体验喂鲨鱼的活动，拿出预备好的一大桶小鱼分别丢入海水中吸引鱼群和鲨

鱼，然后在船长和救生员的帮助下跳下海。看着逐步逼近的鲨鱼，要在此时跃入大海还是需要相

当勇气的。虽然船长说这些鲨鱼是专吃鱼的，但是除了摄影师一般很少有人敢斗胆和鲨鱼们玩耍

，就只好远观这看似凶猛的海底生物。

旅人提示：

体验地点：波拉波拉岛

   

5、到世界级知名餐厅血腥玛丽去撞星

在波拉波拉岛有家号称全南太平洋最知名的餐厅“血腥玛丽”（BLOODY MARYS），有很多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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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顾此餐厅，价格到也不贵，加小费人均约500元人民币左右，比酒店便宜，味道比想象的好。

在进入酒店之后，自己选择你喜欢的海鲜，在等待海鲜上桌之前，可以逛逛公告板上都有哪些名

人来过此地，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大牌，比如：Dudley Moore, the Carpenters, Johnny Depp and

Drew Barrymore. 当然，如果你无意间在餐厅碰到了哪个好莱坞巨星，也别太惊讶，因为众多明星

都是痴迷大溪地的粉丝，妮可-基德曼与现任丈夫乡村歌手凯斯-厄本的蜜月地也选在这里。 

(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旅人提示：

电话：011-689-67-72-86,

网址： boraboraisland.com/bloodymarys.

   

6、在原始雨林邂逅神奇面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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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娴的一本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描写“面包树，树高三十多米，会开

出雄花和雌花。雌花的形状像一颗圆形的纽扣，它会渐渐长大，最后长成像人头一样的大小，外

表粗糙，里面塞满了像生面包一样的果肉。将这种果实烤来吃，味道跟烤面包非常相似。”

到大溪地旅游，你可以看见这种传说中的面包树。面包树遍布大溪地的每个地方，不论市区或郊

外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迹，它们的叶子又大又多，一个个略呈椭圆形，绿色粗糙外皮的果实挂满

整棵树，熟透了的面包果掉落满地。  

面包树

面包树一般在春季4- 5月份开花，花朵为单性花，花色淡黄。果实在夏秋季7～9月份成熟，圆球状

的雌花序成熟时就是可口的面包果。这种果是一种聚花果，椭球形或球形，大小不一，大的如足

球，小的似柑桔，最重可达20公斤。未成熟时，外观为黄绿色果。肉呈白色，较适合煮食。成熟

时呈橙．并分泌乳液，内含核果，果肉疏松、熟果味甜，可鲜食。种子藏于果肉中，种子有香味

，煮食味如栗。

   

7、在法国海外领地，品尝精致法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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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是法国的海外领地，不仅法语是官方语言，法餐更是流行的主餐。各大五星级酒店中，除

了自助餐，都提供正宗的法餐。法餐被列为“西餐之首”不是没有理由的。试想，当你正襟端坐

于洁白的餐桌前、轻柔地移动手中的银色刀叉、将盘中的精致美食一一送入口中⋯⋯法餐带给食

客的，绝不仅仅只是美味，还有那一份不可言喻的、贵族般的优雅。 

法餐

   

8、栀子花下，欣赏原始风情热带美女

大溪地的女人是当地最著名的风景之一，赤道的海风和阳光赐予她们古铜色的皮肤，头戴花环身

着草裙的打扮最让人神魂颠倒。大溪地的女人总是毫不掩饰自己原始的热情以及身上代表家族历

史的纹身。难怪高更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艺术的灵感因她们而源源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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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由于大溪地曾是法国殖民地，深受法国文化影响。今天的大溪地融合了岛国人的野性和法国人的

优雅。据说，每位女士都会戴一朵栀子花在耳边：戴在左边表示已婚，告诉其他男士不要追求自

己；戴在右边是未婚，但暂时不想被追求；戴在中间是给自己心仪的人看的，表示她需要他。这

种含蓄的小伎俩恐怕正来自于法国文化吧。空气中有到处都有栀子花的清香，连最简单的呼吸都

会变成享受。

   

9、跟魔鬼鱼潜水在世界最美海底

在波拉波拉潜水是体验这全世界最美的泻湖的最佳方式，是你在大溪地必须列入的活动之一。松

青色的泻湖海底，展现色彩缤纷海底天堂,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缭绕在完美的礁石水域里中，在潜

水时，五颜六色的热带鱼，悠游往返的魔鬼鱼令人忍不住赞叹与兴奋，另外,还有令人肾上激素加

速的鲨鱼，就在随手可及之处跟你一起悠游享受这温暖海水，这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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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每年8月~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拉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与座头鲸在南太平洋

共泳观赏到鲸鱼妈妈带着她新生的宝宝一起翻跟头玩耍，听恋爱中的雄性鲸鱼求爱歌唱的动人旋

律。 

(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旅人提示：

体验地点：波拉波拉岛

   

10、亲近温顺海豚，跟海豚甜蜜亲吻

海洋最热情的居民在茉莉亚洲际度假村的海豚中心等着与你相遇。在这里，大人们可以与海豚比

肩同游，而小朋友则可与海豚一起在浅水池游玩。海豚是非常聪明和友善的动物，非常会亲近人

，还会用微笑的嘴巴亲吻你哦~~另外,还可参加海豚训练，学习照顾海豚的技术，这些可爱海洋动

物，与人类接触次数及时间均有限制，因此需要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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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旅人提示：

体验地点：茉莉亚海豚中心

所有的活动包括在水中与海豚互动，并围绕海洋哺乳动物和环境保护来进行演示。

www.mooreadolphincenter.com.

   

11、举头看星空，低头看游鱼

大溪地的水上屋不同凡响，很多人都知道马尔代夫以及其他其海岛都有水上屋，但大溪地的水上

屋非常独特。比如艾美酒店地板是镂空玻璃的，当你进入房间打开灯时，小鱼儿就都游了过来，

你可以一边睡觉抬头看星星，一边底下头看鱼儿，这个感觉怕是太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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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屋

旅人提示：

体验酒店：艾美大溪地酒店

地址：法属波利尼西亚Tahiti Tamanu,P.O. Box 380595

电话: (689) 470707

   

12、做个前卫弄潮儿，领略冲浪者精神

大溪地是冲浪的发源地，海水的波浪将水中温热的泡沫轻轻留在黑色细沙的海滩上，再与清凉的

河水混合在一起，对冲浪者来说尤为可贵，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冲浪乐园。当你站在浪峰的一

刻，你会感叹大浪背后令人惊叹的大自然的巨大力量，你更会爱上这项运动，爱上冲浪的精神，

海洋的奇妙魅力，以及大自然赐予大溪地的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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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在出行之前领略一下大溪地的冲浪感觉，有部很出名的电影《大溪地岛终极冲浪》可以观

赏，这部影片展现了美丽的大溪地以及难以置信的多姿多彩的海底世界。影片既展现了获得9次世

界冲浪冠军凯利�斯莱特惊人的3D立体冲浪动作，也拍摄了海洋风暴引起的动荡，唤起电影观众

了解我们这个星球上最迷人最具戏剧性现象的欲望。

旅人提示：

当地的一些冲浪学校，会提供冲浪的指导以及设备的租赁服务。

冲浪学校推荐：

Surf attitude surfschool

地址：Po Box 381 Tamanu，Tahiti

                                               30 / 81



�������

大溪地:天堂之上
电话：689 76 87 53

价格：器材租赁费9000 XPF/天;

Tura'i mata'are surf school

地址：Po Box 4232 Papeete，98713，Tahiti

电话/传真：689 419137

Arue Sailing School

B.P. 14 235 - 98701 Arue - Tahiti

电话：689 422354

传真：689 4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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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溪地精华景观概览

大溪地“太平洋上的明珠”这里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一派绮丽的热带风光。每一座岛共有的特

征就是它们都山清水秀，绿草如茵，海滩优良，而每一个岛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 

大溪地主要岛屿分布图

   

1、帕皮提 Pape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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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大溪地的首都帕皮提，毋庸置疑，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是岛上的核心位置

。郁郁苍苍的林木遮天蔽日，浓密的绿荫掩住了海滩上的房屋、海员商店、货物搬运场和设在港

口深处的主要商业建筑。塔希提人的房子在城里相当少见，它们零零落落任意散布在绿荫下。这

些房子都是用竹竿拼接搭成的，上面覆盖着席子。这使得它们既干净整洁，又空气流通，而且看

着讨人喜欢。慵懒漫步在美丽的树荫下，打心眼里感到欢乐。

大溪地和她的岛屿博物馆

这里重现了传教士到来前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方式。博物馆里的自然环境模拟了日出而做，日落

而息的场景。

塔哈拉阿关(Taharaa pass) 

塔哈拉阿关和观望台位于北海湾。这个关口可以看到一直从东海岸到帕皮提市绝佳的景观。在远

处，还可以看到茉莉雅岛上高山的剪影，夕阳西下，余辉笼罩着大地，这里将会是一场视觉大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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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拉波拉岛 Bora Bora Island

在全世界岛屿中，恐怕没有一处能像波拉波拉岛那样令人赞叹惊艳。富比士2005年将之评选为最

性感的小岛之一，更非浪得虚名。全岛由一个主岛与周围环礁所组成，主岛与环礁间拥有大片的

清澈浅水，其中，色彩如梦幻般的蓝色泻湖（Lagoon），充满了色彩斑斓的活珊瑚与无数环游其

间的热带鱼，岸上沙滩细致、洁白如雪，偶有赤道微风轻拂，明亮的阳光洒在南太平洋上，不同

层次的海蓝与顶级度假饭店的白色洋伞，让波拉波拉岛成为欧美观光客心中最无忧无虑的热带天

堂。

美国作家詹姆斯�A�米切纳称社会群岛中的波拉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他的小说《南

太平洋故事》就是以这个岛屿作为背景的。后来还根据小说改编拍成了一部音乐片。对许多人来

说，波拉波拉岛是地球上的天堂。 

(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波拉波拉泻湖

波拉波拉是个火山岛而形成的泻湖。这里的水清澈透明如水晶般，是世界上最清澈的海水。许多

小岛零星分布在清澈的海水中。

   

                                               34 / 8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97&do=album&picid=34099


�������

大溪地:天堂之上
3、茉莉亚 Moorea

茉莉亚岛、被誉为“魔幻之岛”。是大溪地岛的姐妹岛，阳光偏爱这座迷人的美丽小岛，在雪白

如糖的细沙映衬下，大海就像美丽的姑娘，清冽纯情得令人窒息。波澜不惊的海面，那种通透的

、彻底的、忘我的蓝绿色，犹如梦幻的玻璃，透明得惊人，令每一个投入者都生怕它破碎。水是

清澈的，小船仿佛在水面上空悬着，高山丛林神秘而令人兴奋，自由的海鸥飞掠如帆的白云，阳

光来回折射，如网的波棱在编织渔歌的摇篮。这是一块奇幻的土地，没有冬天，没有战争，这里

离天堂不远了。

(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在这片仙境般的美景之中，笼罩在一片暮霭中的山峰好像在大海中巡游的鲨鱼鳍一样巍然矗立，

碧绿的海洋在阳光肆意的挥洒之下闪耀金黄。汪洋大海里有白鲨与人共游，海中小屋令人心醉，

高耸入云的山林可以探险，节奏明快的悠扬乐曲伴随着当地女郎翩翩飞起的草裙舞，舞步奔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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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难忘。这里充满了阳光、热情和惊险之外，还添加了一点纯真与浪漫，如梦如幻，令人终身难

忘。这么美的地方，任谁看了，都会心动的。

艺术画廊和工作室

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诗人对茉莉亚都情有独钟。它平静的生活以及谜一般的韵味在各种画廊和工作

室的作品中体现出来。位于哈阿皮提（Haapiti）的API画廊和小村镇的波利尼西亚艺术中心(Les

Arts Polynesiens)，库克湾的Van Der Heyde 画廊以及位于Belvedere的Jean

Shelsher工作室是值得拜访的地方。

茂阿若阿（Mou’a Roa）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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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在瓦伊阿娜（Vaianae）山谷中寻找自然博物馆的秘密，享受在林间漫步的乐趣。建于1900年，在

两条河谷上，这里被热带鲜花围绕着，周围是无止境的森林，在此看到这个林间小屋会让你感到

窒息。自酿的果酱、蜂蜜和水果干会让你的面包变得香甜可口。

茉莉亚海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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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所有的活动包括在水中与海豚互动，并围绕海洋哺乳动物和环境保护来进行演示。

www.mooreadolphincenter.com.

提克村剧场

艺术家们用椰子树叶做成花篮、花冠、雕刻木雕、或者手绘布⋯⋯今天的场景重现了古代波利尼

西亚人的昨日。在这里 可以购买手工艺制品、在用餐时观看舞蹈表演、在泻湖边并参观珍珠养殖

场。并且可以购买珍珠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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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每周二、三、五、六晚上，这里用大溪地烤炉(a’hima’a)做出的正宗大溪地餐。60位艺术家表演

的舞蹈为您带来视觉的冲击。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大溪地式婚礼可以提前做预定。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ikivillage.pf

茉莉亚果汁厂和玛努提阿大溪地(Manutea) 

在这里可以品尝及购买到用热带水果作的酒、糖及干果。

   

4、帕皮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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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帕皮提公共市场占地7000平方米，这里是城市中最有活力最有生活气息的中心。每天早上这里人

头攒动，异常繁忙。鲜花和水果是不能错过的必需品，鲜花的淡淡清香沁入心脾。买东西的最好

去处是顶层，具有波利尼西亚风格的手工艺制品在等待你的选购：雕刻精美的艺术品、布料、几

个图形的床单以及手工缝制的装饰品。

旅人提示：周一到周六从早上七点半到下午六点，周日早上五点到九点营业。

   

5、帕皮提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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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具有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普玛拉四世王后的宫殿对其的建筑风格影响很大。

   

6、帕皮提圣母玛利亚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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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建于1875年并重修于1987年，这座教堂拥有现在和古代的彩窗，教堂庄严肃穆。

   

7、金星角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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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角灯塔

玛盖若瓦人在1867年建此灯塔并把马泰瓦伊湾(Matavai Bay)作为港口。在18世纪，这里是探险者登

陆的地方。航海家詹姆斯库克为了祝贺他在1769年观测到的日蚀，用金星角命名此地。如今在在

灯塔上来可以看到一片美丽的狭长的黑色沙滩。

   

8、罗伯特万珍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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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万珍珠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的致力于收藏珍珠的博物馆，位于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都帕皮

提，博物馆在展览珍珠的同时，也向游客讲述了世界珍珠的发展史，以及关于珍珠的重要人物以

及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

在罗伯特的心目中，珍珠是高贵、权利和财富的象征，代表着至高的荣耀。因此，他的一生都在

收集珍珠，罗伯特自己收藏的珍珠也被陈列在博物馆中，包括有世界上最大的大溪地珍珠。

罗伯特万珍珠博物馆每周开放6天，即周一至周六的上午9点至下午5点，周日和节假日闭馆，没有

门票，免费参观。

   

9、茂阿若阿自然博物馆 Mou’a 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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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在瓦伊阿娜（Vaianae）山谷中寻找自然博物馆的秘密，享受在林间漫步的乐趣。建于1900年，在

两条河谷上，这里被热带鲜花围绕着，周围是无止境的森林，在此看到这个林间小屋会让你感到

窒息。自酿的果酱、蜂蜜和水果干会让你的面包变得香甜可口。

   

10、茉莉亚海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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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所有的活动包括在水中与海豚互动，并围绕海洋哺乳动物和环境保护来进行演示。

网站：www.mooreadolphincenter.com

   

11、提克村剧场

艺术家们用椰子树叶做成花篮、花冠、雕刻木雕、或者手绘布⋯⋯今天的场景重现了古代波利尼

西亚人的昨日。在这里 可以购买手工艺制品、在用餐时观看舞蹈表演、在泻湖边并参观珍珠养殖

场。并且可以购买珍珠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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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每周二、三、五、六晚上，这里用大溪地烤炉(a’hima’a)做出的正宗大溪地餐。60位艺术家表演

的舞蹈为您带来视觉的冲击。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大溪地式婚礼可以提前做预定。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ikivillage.pf

   

12、波利尼西亚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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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诗人对茉莉亚都情有独钟。它平静的生活以及谜一般的韵味在各种画廊和工作

室的作品中体现出来。位于哈阿皮提（Haapiti）的API画廊和小村镇的波利尼西亚艺术中心(Les

Arts Polynesiens)，库克湾的Van Der Heyde 画廊以及位于Belvedere的Jean

Shelsher工作室是值得拜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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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大溪地品美食

对于喜爱美食和浪漫晚宴的游客来说，大溪地列岛拥有许多风格迥异的餐厅可供选择。它们提供

世界一流的烹饪，将南太平洋和法国对美食的影响力融会贯通，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大溪地岛体验

。有什么比一份就地取材的膳食更加美味？它将青翠岛屿上鲜美的物产汇聚一堂，配上美妙的法

国红酒以增添风味。同时透过礁湖，眺望远处岛屿的轮廓，夕阳西下时，一缕色彩壮丽的阳光呈

现在您的餐桌前。让我们为一场神奇的邂逅而浪漫地举杯祝酒⋯⋯ 

(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1、特色美食

麦泰（Mai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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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麦泰（Maitai）是最有名的鸡尾酒，它的用料包括白朗姆、黑朗姆、新鲜的菠萝汁和几滴君姆酒！

大溪地 poisson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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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 poisson cru” –酸橙椰子金枪鱼，是生鱼拌的色拉，不需要腌制很长时间，只要表面蛋

白有变化，里面还都是要生的，加入椰奶口感特别。

大溪地玛阿(ma’a)

当地最有名的菜肴当属大溪地玛阿(ma’a)

。食物被包裹在香蕉叶中，在地炉中蒸五个小时。大溪地烤炉，也叫

“ahima’a”是被一层沙子覆盖的石头和炽热的火山岩。

蟹肉三吃

蟹肉三吃是大溪地日式风味的特色美食。其中的寿司和平常的有很大分别，它是用两片好像是芋

头片的东西夹着两层蟹肉，非常有特色。这道菜还要配上蕃茄蟹肉冷汤，汤里有很多蟹肉，蕃茄

味道不很浓。接着便是牛油果蟹肉汁酱，姜和醋的味道很浓烈，用来蘸面包很好吃，很开胃。

精致法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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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是法国的海外领地，不仅法语是官方语言，法餐更是流行的主餐。各大五星级酒店中，除

了自助餐，都提供正宗的法餐。法餐被列为“西餐之首”不是没有理由的。试想，当你正襟端坐

于洁白的餐桌前、轻柔地移动手中的银色刀叉、将盘中的精致美食一一送入口中⋯⋯法餐带给食

客的，绝不仅仅只是美味，还有那一份不可言喻的、贵族般的优雅。

   

2、推荐餐厅

小吃夜市Roulettes

各种有特色的大篷车停在维埃提(Vaiete)广场，这里你可以花很少的钱享受到在餐厅里享受的美味

佳肴。夜市每天晚上6点半开始，一家家餐馆开着面包车来到Place Vaiate这片空旷的广场上，然后

厨师们开始在车上做饭，面包车周围摆满了桌椅，供吃客使用。Roulettes指的就是这种餐馆特殊

的经营形式。

这里贩卖的餐食并没有想象中的海鲜大餐，主要以炒饭，炒菜为主。大多数的摊贩都具有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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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他们的祖先于多年前来到大溪地，到现在经历了100多年。到了这一辈华语已经不会说了，

但是中国的一些饮食传统还保留着，餐食的价格也比大饭店要便宜很多。

洲际大溪地度假酒店餐厅

洲际大溪地度假酒店里有两家餐厅：Tiare餐厅提供各国口味的食物，从早上5：30到晚上10点随时

都可以满足您的需要；另一家Lotus餐厅是水上餐厅，可观赏茉莉亚岛的全景，这里的饭菜对美食

家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艾美大溪地酒店餐厅

艾美大溪地酒店设有两个餐厅：在农庄餐厅，您能享受到法国美食与波利尼西亚风味相结合的微

妙口感；在海滩边上的 Le

Carré餐厅，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海浪和热带鸟类给您带来的视听盛宴。

索菲特大溪地酒店餐厅

索菲特大溪地酒店将欢宴和舒适变为了一种艺术形式，餐厅和酒吧提供完美的休闲和社交环境，

精致的法国菜，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融合菜式。其中的The

Sakura餐厅是大溪地岛唯一的日式烧烤餐厅。

Arii Vahine

希尔顿茉莉亚度假酒店“Arii Vahine”餐馆让入住希尔顿的客人感受在水上用餐的美妙。早餐从

早晨六点半到十点半，正餐从晚上七点到十点。无论喜欢哪种风味的客人，在这里都能享受到顶

级美食。Arii Vahine餐馆还可以欣赏到美到极至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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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大溪地安然入眠

大溪地岛是豪华酒店的集中地，住宿价格很昂贵，一般商务旅馆和五星级饭店大概价格在200—70

0美金。 在选择大溪地住宿时，水上屋是一项不可错过的体验，值得多支付一点预算。 

(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1、大溪地

洲际大溪地度假酒店 InterContinental Tahiti Resort

酒店级别：奢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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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数量：271间

洲际大溪地度假酒店是大溪地岛上最大最豪华的一家酒店，占地12公顷，距机场仅需几分钟。酒

店面朝茉莉亚岛，不仅拥有263间水上屋，还拥有8个三层的游乐馆。水上屋是奢侈和浪漫的代名

词，可以从房间直接跃入海中，所有房间里铺着大溪地风格的竹木地板，这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式

住所的品牌形象。

入住/退房时间：02:00PM/11:00AM

地址： 法属玻里尼西亚Faa'aPO Box 6014

电话： 800 830 1275

官网：www.intercontinental.com

艾美大溪地度假酒店 Le Meridien Tah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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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级别：豪华酒店

机场距离：10至20分钟

房间数量：150间

艾美大溪地酒店位于大溪地西岸，距离帕皮提15公里，距离机场9公里。酒店拥有130间宽敞的客

房和8间套房，以及12间水上屋；所有的房间都是观景房，都能欣赏到美丽的花园或蔚蓝的海水。

木制材料和天然石料的完美装饰是波利尼西亚传统建筑风格，就像神灵赐予波利尼西亚人的礼物

，所有房间都配备了空调、迷你酒吧、私人保险箱，有独立浴缸和淋浴的浴室。

这家酒店，可以近距离接触艺术，这里有充满活力的艺术盛坛，工作室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当代

的艺术家与世界交流的新的艺术空间

地址：法属波利尼西亚Tahiti Tamanu,P.O. Box 380595

电话: (689) 470707

索菲特大溪地海滩度假酒店 Sofitel Tahiti Maeva Beach Resort

酒店级别：豪华酒店

机场距离：5至10分钟

房间数量：216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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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特大溪地度假酒店位于大溪地岛西海岸，只需几分钟便可到达机场。酒店最近粉饰一新，提

供216间采光良好、配备齐全的客房，每间客房都有独立的阳台，客人可以观赏山边的壮丽景色，

也可远眺美丽的茉莉亚岛。

所有的客房和套房采用时尚的现代风格家具，灵感来源于法国艺术家 Gauguin。 现代设施包括互

联网连接(WiFi)，带卫星天线的等离子电视、带豪华软垫的坐卧两用长沙发和精致的淋浴间。

地址：BP 60008, 98702 Papeete

珍珠大溪地度假酒店 Manava Suite Resort Tahiti 

酒店级别：豪华酒店

机场距离：5-10分钟

房间数量：121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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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珍珠马纳瓦度假村，是帕皮提重要的商务及休闲度假村，提供从高级房到多床跃层套房，

公寓等不同类型的总共121间客房，与南太平洋管理风格一致，所有房间的装饰格调都反映了真实

的波利尼西亚的当地风情，同时也为客人提供了愉快的家一般舒适的感觉。

另外度假村还设有两间酒吧，一家饭店，一家健身中心，spa房和岛上最大的游泳池，泳池面对着

泻湖，紧临茉莉亚岛。度假村距离国际机场5分钟车程，距离市中心10公里。

地址： 大溪地    PK 10 Punaauia

希尔顿大溪地度假酒店 Hilton Hotel Tahiti

酒店级别：豪华酒店

机场距离：5分钟

房间数量：192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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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大溪地酒店是大溪地建成的第一家豪华酒店，最近经过翻建，焕然一新。酒店可提供178间

舒适的客房，10间套房和4间公寓。在美丽的游泳池中可眺望茉莉亚岛全景，全新的水疗配套设施

和服务令您彻底放松，此外还有土耳其浴，特色按摩...

地址： 大溪地    PK 2 AUARE Faa’a

   

2、波拉波拉

四季波拉波拉度假酒店 Four Seasons Resort Bora Bora

酒店级别：奢华酒店

机场距离：10至20分钟

房间数量：107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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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波拉波拉,栖息在蓝色泻湖的外沿,好像为礁湖带上了美丽的白色珊瑚项链,这座南太平洋上

的世外桃源,让您感觉生命被重新定义⋯无论是异域风情的水上屋，或是面朝大海的泳池别墅,

都同Otemanu山峰一起被笼罩在宏伟而妩媚的日落中。  

四季酒店拥有100套水上别墅,6套双人卧室和1套包含三间卧室的海滩别墅.每套别墅都有私属白沙

滩.这里的特色之一就是可以面朝蔚蓝的太平洋,享受着独一无二的波利尼西亚水疗减肥中心的贴心

服务,这家水疗减肥中心拥有两家礁湖景观餐厅,两家水上酒吧,一个带冲浪的淡水游泳池,还有一个

可承办大型水上运动活动的宽阔海滩,在这大海滩上,有两家精品店,主要出售大溪地的特产黑珍珠,

民间艺术品和其他有趣的小玩意。   

地址： 法属玻里尼西亚Motu Tehotu BP 547

电话： 1(689) 603 130

官网：www.fourseasons.com

圣瑞吉波拉波拉奢华度假酒店The St Régis Bora Bora Resort

酒店级别：奢华酒店

机场距离：10至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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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数量：100间 

逃离喧嚣闹市，找一个全身心放松的氛围，波拉波拉圣瑞吉豪华度假村正是理想的选择，酒店被

细白粉状的沙滩和宁静的泻湖包围，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缩影，100间精致设计的客房包括水

上别墅，沙滩别墅，许多房间拥有露台和私人泳池。房间从面积从143平方米的一卧室房型起，到

二卧室或1200平米的三卧室皇家顶级别墅。三间装饰各有特色的餐厅正在等待您的光临，包括一

间水上餐厅，供应地中海和太平洋美食。酒店主泳池带有一间游泳式酒吧和带有躺椅的浪漫成人

泳池，在这里您能得到梦幻般的放松。瑞吉度假村的spa中心位于波拉波拉-泻湖上自己的私人岛

屿，同时提供了一个先进的健身中心。远处巍峨雄伟的Otemanu山永远代表着奢华和令人难忘的

瑞吉个性化服务。

地址： 法属玻里尼西亚Motu Ome'e

电话： (689)607898

官网：clk.atd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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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茉莉亚

希尔顿茉莉亚度假酒店 Hilton Moorea Lagoon Resort & Spa

酒店级别：奢华酒店

机场距离：10至20分钟

房间数量：106间

希尔顿茉莉亚度假酒店坐落在著名的库克湾和奥普诺胡湾中间，如果你期待寻找一片优雅、浪漫

的净土，那就算来对地方了。在这家世界一流的酒店里，能享受到各种便捷的服务。酒店共有54

间水上屋和52间花园沙滩房，各种服务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来此欢度蜜月的新人们最喜爱的就是

，站在连接水上屋的木廊上观看如宝石般五彩斑斓的鱼在你脚下游来游去。当然您也可以顺着深

入泻湖的梯子，用脚去感受温暖的湖水。 

地址： 法属玻里尼西亚PapetoaiBp 1005

电话： (+86) 400 821 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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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www1.hilton.comEmail

洲际茉莉亚度假酒店 InterContinental Moorea Resort & Spa 

酒店级别：奢华酒店

机场距离：20多分钟

房间数量：144间

洲际茉莉亚度假酒店是岛上顶级豪华度假村之一，坐落在茉莉亚岛西北海岸，紧邻奥普诺胡湾。

这里不受海风的侵扰，热带灿烂的阳光将会留在您记忆的深处。 

酒店每间房都有空调，超大的露台是它的特色，一室一厅加一个浴室，这是标配。在Fare

Nui餐厅里，您可坐在面向大海的露台上享用异国风味美食；游泳池边上的Fare

Hana餐厅，全天都能满足每个饥肠辘辘的大胃食客，日落时分，到Motu Iti酒吧伴随着乐队的现场

演出，您可以一边品尝新鲜的鸡尾酒，一边结交来自世界各地朋友。  

每周六晚在美丽的白色沙滩上，可以欣赏到带有浓郁的波利尼西亚风情的演出。此外，还可以尽

情享受这里的水疗服务。在小朋友们喜爱的海豚中心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友好的哺乳动物甚至

还能和它们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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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法属玻里尼西亚Papetoai

电话： 800 830 1275

官网：www.intercontinen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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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大溪地血拼

大溪地，号称“终极海岛”是蓝天、白云、碧浪、浪漫、绚丽和传奇的结合体。在这样的天堂美

景中购物自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黑珍珠和诺丽果是这里的知名特产，椰子、甘蔗、香草和咖啡

都是不错的土产。此外，编织品、色彩丰富的沙龙，还有传统雕刻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1、当地特产

五颜六色的pareu

玻利尼西亚人用作围裙或蔽体腰布的长方形印花布，极富地方特色的美丽花纹，带回家里当房间

里的装饰很是不错。

椰子果和栀子花香皂

  具有浓郁的椰子果或栀子花香；含皮肤所需重要天然维生素及含高滋养度的胶原蛋白质、矿物

质，可按摩及保护皮肤，避免水分流失，滋养深层呵护肌肤，使皮肤光泽具有弹性，并缓和风吹

日晒对肌肤的伤害。可紧实皮肤，并排除皮肤内的毒素，是瘦身美肤圣品。

芳香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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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地植物的花、叶、茎、根或果实中，通过提炼萃取的芳香精油，芬芳迷人。当地会有人教

你怎么添加比例的，然后能够自己制作出来，而且很有意义，而且还可以贴上自己的标签，然后

送给自己的朋友。

香草豆

  大溪地是世人公认的最顶级香草产地，外观呈现黝亮的深棕色，豆荚饱满厚实，柔润有弹性，

香气细腻高压，悠长而富有层次。

木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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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溪地特有的木雕制品。它的名字叫TIKI，是波利尼西亚的保护神。它主要是祈求和平、安康

等，这是他们的文化，图案都是用当地的一种植物的汁画上去，不会退色。

编织帽、编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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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溪地女人是织布、编织帽子、包、花篮和垫子的高手，她们向游客展示了他们娴熟的技巧和

灵巧的双手。

世界上最好的黑珍珠

大溪地黑珍珠在波利尼西亚泻湖中那温暖的珊瑚中形成。大溪地的pinctada margaritifera是世界上唯

一的一种可以得到黑珍珠的牡蛎。为了区别于白珍珠，这种珍珠被统称为黑珍珠，但是他们的表

面也有不同的色泽：紫红色、银灰色、淡粉色、海绿色、金色、蓝色以及被称为“蝇之翼”的绿

色。每个珍珠都有自己的形状：圆形、梨形或者纽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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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如何识别大溪地珍珠的真伪：

1、颜色

通过十字滤光器观察黑珍珠，会发现它们带有微微红光，人工染色的黑珍珠不会呈现这种红光。

2、钻孔处

天然或养殖珍珠进行的是个体钻孔，而仿造珍珠则是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因此它的钻孔远不如前

者的那么精确，钻孔处通常会有色彩不均匀或表面粗糙的情况。另外，过厚的表层涂料也可能在

钻孔处出现凝结。

3、观察珍珠的表面

                                               69 / 81



�������

大溪地:天堂之上
用10倍放大的镜头观察仿造珍珠的表面。玻璃质珍珠的表层下呈现泡沫状，另外，天然珍珠的表

面珍珠层可观察到锯齿形，仿造珍珠则不能。

4、对颜色经过加工的珍珠的鉴别方式

颜色经过加工的珍珠可通过多种测试加以鉴别，例如某种X光测试和红外线照相。这些测试主要

针对珍珠加工颜色在紫外线下荧光性不足，对稀释酸溶液有反应等特征。

诺丽果 

漫山遍野地生长在大溪地，大小和马铃薯差不多。由于大溪地的火山土壤富含矿物质、空气纯净

、环境没有污染以及拥有清澈纯净的水源，因此这里的诺丽果的营养成分和有效成分比其它地方

高20%。诺丽果是岛上居民的重要生活物资，当地居民食用它来达到治疗保健的效果。

   

2、购物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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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免税店

免税店的位置在大溪地岛，商店在每周日停业。在免税店能买什么就不要说了吧，大家都知道的

。

马拉什——帕皮提岛热闹的公共市场

是寻找所有典型的大溪地艺术品、工艺品和纪念品的理想去处。Le Marché是位于帕皮提市中心

的一个拥有153年历史的传统市场，里面商铺林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地道的波利尼西亚传统产品

。市场分为两层，一层主要卖新鲜蔬果、鱼肉等;二层主要是服装和雕刻品。其中周日早上是市场

最热闹的时候，会挤满前来采购的当地居民。

开放时间：5：00—18：00

Vaima Center 购物中心及附近

许多受游客欢迎的商铺大多集中在Vaima Center购物中心内以及周围，四层的Vaima Center购物中

心是大多数专卖店、珍珠店、餐厅、咖啡店以及银行的集中地。而沿着码头区可以找到许多特色

小店，专卖具有大溪地特色的手工艺品、音像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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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9 426970

传真：689 424700

Moana Nui Shopping Centre 购物中心

位于大溪地西海岸的Punaauia，离机场数公里之遥，靠近许多的度假村及酒店等。购物中心内有

一个巨大的超市，专卖店以及咖啡店等。

旅人提示：

当地商店的营业时间：

大多数商店的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上7:30—11:30，下午13:30—17:00或18:00。周六上午照常营

业，下午休息，周日上午大多数商店也不会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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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在大溪地

1.如何到达

全球各地飞往大溪地的航空公司有：新喀里多尼亚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新西兰航空公司、

大溪地努伊航空公司（Air Tahiti Nui）、夏威夷航空公司、智利航空公司。其中大多数与欧洲航空

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西班牙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和英国维珍航

空公司共用航班号。

从中国到大溪地要从新西兰或澳洲或东京转机，到首都帕皮提，再坐小飞机到大溪地，大概要15

～18个小时的时间。最便捷的方式是从国内各大城市前往东京，在东京转乘大溪地航空公司航班

直达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的首府帕皮提。

从北京、上海及香港出发的客人均可选乘日航或美西北航空抵达东京。

2.大溪地当地交通

岛上有公交车，上车到哪里都是4美元，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上车。岛与岛之间可以通过飞机、船

来往。的士、巴士、小车租赁也随处可见。因为岛屿太小，骑自行车是一种流行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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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天堂大溪地圆梦之旅

D1：搭乘约30分钟的渡轮前往魔幻之岛－茉莉雅，茉莉雅岛像座完美的花园被设置在一个完美的

泻湖中，白色的沙滩、绿松石色的泻湖、色彩缤纷的热带花卉、原始的山林、远离城嚣的纯朴村

落；可租车尽情探索这美丽的魔幻岛屿或参加岛上各项精彩有趣的活动。

D2：参加令人心跳加快的鲨鱼与魟鱼喂食，或潜入洁净透亮度极佳的海域，发现海底不一样的缤

纷世界，或跳上四轮传动车深入苍翠的岛上森林探索并鸟瞰全岛，或是滑水、风帆、波士顿捕鲸

船、冲浪等刺激有趣的活动，茉莉雅岛有太多惊喜待您发掘，即使只是惬意地在泻湖中游泳，沉

浸在变化多端的天空与多层次的海水，都是种极大的享受⋯⋯

晚上参加一场精彩绝伦的tiki村大溪地庆典晚宴。tiki文化村落座落在如诗如画的哈皮蒂泻湖旁，在

古大溪地典型常规茅草屋里，展示着当地的刺青、雕刻工艺等艺术；用来款待您的是由古波利尼

西亚式的烤炉里烹煮出来的、令人垂涎的乡村常规佳肴，如烤乳猪、烤鱼、烧鸡，佐以波里尼西

亚菠菜、面包果、芋头等，另外还有无限量畅饮的兰姆果汁酒、葡萄酒和矿泉水，一道道典型波

利尼西亚风味的自助餐让你胃口大开！庆典中不可缺少的精彩表演，也在用餐的同时热闹地上演

。首先传来悠扬的三重奏乐声，接着优美的正统大溪地舞蹈诉说着古老的传说，令人叹为观止的

茉莉雅刀舞与火焰舞，更是将庆典的夜晚推上最高潮，50位艺术家、舞蹈家和音乐家，共同编织

着您今夜的美梦，让你永远不会忘记这波利尼西亚式的夜晚。

D3：前往帕皮提市区，漫步在旧帕皮提区，依旧有着古波利尼西亚的图象，更好的了解当地历史

文化；美丽的珍珠博物馆展示大溪地特产黑珍珠的养殖培育过程，还可为自己添购一些大溪地特

产高雅的黑珍珠，或者继续放松陶醉在大溪地迷人的海域；傍晚乘车前往帕皮提郊外的半山腰，

步行上山，大溪地的美不仅在于美丽的海景和迷人的海岛风情，大溪地的登山远眺，也能让你沉

迷于绿野仙踪，夕阳慢慢沉入海平面，在山顶餐厅享受美景大餐同时，像大师保罗�高更一样去

思索爱情和生命的热情所在。

D4：在独木舟上吃早餐，参观圣母大教堂，在维埃提广场品尝小吃，去阿胡普冲浪点冲浪，在餐

厅伴着海浪享受晚餐。

2.大溪地经典行程

D1：抵达帕皮提，入住度假村，欣赏环礁湖风景，眺望茉莉亚岛。

D2：在公共市集购买海鲜，乘飞机或渡船赴茉莉亚岛。

D3：租车观赏库克海湾和奥普诺胡海湾，参观南太平洋第一个基督教堂，在茉莉亚岛果汁厂品尝

免费果汁，下午享受SPA，奔往提克村（Tiki

Village），去欣赏晚上在那里举行的传统音乐演出、火焰会和宴会。

D4：在环礁湖喂喂鲨鱼，去山谷远足。

D5：搭乘早班飞机去波拉波拉岛体验水上屋，在环礁湖上潜水或骑水上摩托车。

D6：骑单车进行环岛畅游，观赏山峰和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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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返回大溪地，游泳，在独木舟上吃早餐，返回帕皮提，参观圣母大教堂，在维埃提广场品尝

小吃，在餐厅伴着海浪享受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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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溪地关键词

1. 保罗.高更 

保罗高更画中的大溪地女子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 ，生于巴黎，逝于马克萨斯群岛的法都—伊瓦，是法国后印象

派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及版画家，与塞尚、梵高合称后印象派三杰。这个法国印象派画家坐了6

3天的船，到了生活着土著毛利人的大溪地，寻找欧洲文明丧失掉的淳朴和自然。结果他留在当地

，学会了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学会了土著的语言，与邻居们成为朋友，还在一起环岛旅行的时候

，娶了一个大溪地的女人蒂呼拉。

《高更.生命的热情何在——大溪地之旅》

我离开是为了寻找平静，摆脱文明的影响。我只想创造简单，非常简单的艺术。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我必须回归到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中，只看野蛮的事物，像他们一样过日子，像小孩一样传达

我心灵的感受，使用唯一正确而真实的原始的表达方式。

2. 马龙.白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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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白兰度从1950年开始就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最棒的演员。他自然、完美而独特的演戏风格使他

成为影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马龙.白兰度在大溪地拍完《叛舰喋血记》就在当地买了个小岛作为他退休之所，并娶了一个大溪

地女郎；还有更多的人为了此处的纯净真实，美好和简单，快乐地选择留下。

3.韩剧《皇太子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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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溪地”可能还有人会不知道，说韩剧《皇太子的初恋》拍摄地你肯定有印象了吧，里面

比男女主角还抢眼的是那大溪地的美景：碧蓝清澈的海水，柔软湿滑的金色海滩，一颗颗巨大的

椰子树疏密分布，美丽健康的海滩少女⋯⋯无时无刻都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当时在电视里看到大

溪地样子的人，都会按捺不住想要飞奔而去的念头。没办法，真的太美了，无法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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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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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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