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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南岛 纵横全览「有氧+住库克山」超值游      逢周三出发 价格AUD2088 
 行程内容:  ★有料节目 ●下车观光 ■有氧健行 ▲自费节目 

第一天  出发地～基督城 Christchurch ( 抵达 )                                                 .                                       

午餐/自理 晚歺/自理                                                 住宿酒店 Heartland 或同级 ★★★☆. 

（上午 11点前到达客人）抵达新西兰南岛著名的花园城市-基督城,安排 ●基督城市区覌光, ●坎特伯利博

物馆 欣赏毛利文化及南极探险文物等.（中午 11点后到达客人）导游接机后，前往所宿酒店休息。(南岛司

导接机一日仅安排二趟 12pm及 3.30pm) 因节目因素凡 3:30pm 后到达者将无法服务, 请自行安排交通 

第二天   基督城 Christchurch～帕帕脱拉国家公园～哈里哈里 HariHari                            .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   晚歺/酒店西式自助                    住宿酒店 HariHari 或同级 ★★★☆ . 

上午穿过●阿瑟峡谷国家公园，前往著名的●帕帕脱拉国家公园、 参覌■【千层

水花冲天海景道】有氧健行一路上欣赏西海岸沿途的无限风光，夜宿于赫基蒂卡或

哈里哈里镇。在★酒店内享用西式自助晚餐。 

 

第三天   哈里哈里～福斯冰河 Fox Glacier～瓦娜卡 Wanaka                                     .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  晚歺/酒店西式羊腿晚餐+红酒                    住宿酒店 Wanaka 或同级★★★☆. 

上午前往●福斯冰河■【削谷孕起冰河玉带道】覌赏亿年冰河及■【晨曦白峰倒影

湖景道】覌赏秀湖有氧健行。下午至阿斯彼国家公国游玩■【水帘飞瀑溪桥靓景

道】覌赏气势壮观的瀑布及■【吊桥飞驰蓝溪秀景道】二道美景的有氧步行,使您

精神涣发，流连忘返, 傍晚到达新西兰第四大湖的湖边旅游小镇-瓦娜卡，酒店内

享用★西式羊腿晚餐+红酒，夜宿★瓦娜卡湖镇。(独家) 

第四天  瓦娜卡～皇后镇 Quenstown～第阿瑙 Te Anau                                          .                                                                                         

早餐/酒店  午餐/韩式  晚餐/中式六菜一汤                                住宿酒店 Fiordland 或同级★★★. 

前往度假圣地-皇后镇, 经● “水果之乡”科洛维尔, 购买新西兰鲜果。下午自由

活动▲自费体验刺激▲喷射快艇, 或▲搭乘最新款的双翼飞船欣赏白雪皑皑的尼古

拉斯山以万年冰川的雄伟壮观。搭乘▲四轮驱动车前往农场体验剪羊毛及牧场风

情，及一道 ■【魔戒靡情水陆仙履道】有氧健行. 登上山顶观赏风靡全球的魔戒

的拍摄地~格林诺奇的雄伟风景。傍晚到达第一大湖镇—蒂阿瑙湖。 

第五天  第阿瑙～米佛峡湾 Milford sound～皇后镇 Queenstown                                   .                                                                                     

早餐/酒店  午餐/船上西式  晚餐/自理                                 住宿酒店 Swiss-bell 或同级 ★★★☆.          

早上前往米佛峡湾国家公园,沿途欣赏到镜湖、荷马坠道、亨利峡谷及加上■【蓝

溪水瀑穿石奇景道】有氧步行, ★乘船畅游整个峡湾公园，欣赏气势磅礡的令人叹

为观止的高山飞瀑，不失为天下七大奇景之一 （注: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前往峡湾游

览，本公司将根据当苛时情况调整行程和游览安排）。傍晚时分到达皇后镇。 

第六天  皇后镇～箭城 Arrowtown～库克山国家公园 Mount Cook                                  .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西式                                      酒店住宿 Mt Cook Lodge★★★☆. 

下午前往●闻名的库克山国家公园,探寻的自然奥秘,抵达后■【吊桥悬跃冰湖岩

石道】有氧健行探访湖中的冰川,感受到清新自然的原生态奇景( 此特色唯有住在

国家公园内才有充足时间享受 ),若天气许可★空旷的平原里与大自然一起【风筝

奔翔】。自费▲搭乘直升机覌赏最大塔斯曼冰河,▲乘艇游塔斯曼冰湖体验冰面不

断变化的奇景★独家安排最贵的【库克山冰河公园住宿】▲自费【观星物语话神

奇】观赏夜星闪烁在无垠宇宙中,听听星际故事。 

第七天  库克山～基督城 ～奥克兰                                                              .                                                  

早餐/酒店  午餐/台湾中式五菜一汤   晚餐/自理                     住宿酒店 VR group Hotel 或同级★★★  . 

前往艾斯柏午餐,途经●蒂卡波湖覌光,●牧羊人教堂观光（十分钟，沿途欣赏南

岛中线无限风光返回基督城，送往机场，搭机前往奥克兰。结束精彩的南岛纵横

有氧超值游。（ 请务必订下午 16:00 以后离开的航班. ) 抵达奥克兰后，导游接

机送往酒店休息。 

 



第八天  奥克兰～威吐摩～霍比特牧埸 Matamata～罗吐鲁阿 Rotorua                               .   

早餐/酒店  午歺/中 BBQ 晚歺/中式                                           住宿酒店 Sudima ★★★★  . 

早餐后，前往霍比特牧场,经威吐摩自费参观威吐摩最大的▲鲁雅窿钟乳石萤火虫

洞 欣赏各式各样不同尚在生长的钟乳石，甚为珍奇顺水进入黑色的荧光世界，欣

赏洞顶万只萤火虫。独家安排★【霍比特牧场】抵达后专人介绍闻名国际的影片”

魔戒及霍比特” 人的拍摄埸景, 有若圆木桶在山中间滚动十分生动有趣,后继续至

罗托鲁阿。晚餐后自费选择 ▲玻里尼西亚温泉 享受一场舒适无比的温泉浴。 

第九天   罗吐鲁阿～ 奥克兰 Auckland                                                          . 

早餐/酒店 午歺/西式山顶豪华自助  晚餐/自理                     住宿酒店 VR group Hotel 或同级★★★ . 

●红木森林漫步，参观著名的毛利文化中心★毛利文化村,观赏★奇异鸟★地热喷

泉, 后乘坐★山顶缆车直上山顶，全镇景色一览无遗。★山顶餐厅享受 270 度风景

的丰盛自助午歺, 午餐后参观市政府花园及到 罗吐鲁阿湖边散步，可享受喂食黑天

鹅之乐。之后返回奥克兰。黄昏时分抵达奥克兰。 

 

第十天：奥克兰 ～ 温暖的家                                                                   .                                                                                                                                

早餐/酒店                                                                                             .                                                                              

酒店早餐后，送机场，搭机返回温馨的家园。结束精彩的 北岛(霍比特村)满满豪华游（请预定 8am-8pm 之

间离开的航班） 

 

 

 

注：以上行程从2017年5月-2018年4月投放使用。 

□ 重要事项及特别规定与条件： 
以上价格兴均以澳币报价，单房差$55每晚 

1. 儿童费用 (12岁以下儿童): 占   床： 93% 成人价格（与一大人合住双人房,  小孩必须占床）                                               

                  (  4岁以下儿童): 不占床： 70% 成人价格（与两大人合住一间双人房 . 儿童无床） 

   费用   包括：1. 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2. 酒店住宿，3. 所列餐食，4. 旅游专车，华语司导。 

   费用未包括：导游小费（NZD$7每人/每天）行程所列以外1. 不包餐食 2. 自选项目, 3. 机票 

                       4. 签证费用, 5.  私人消费 . 6 非人力因素,  而导致的额外费用. 7. 旅游保险 。 

2. 国际机票：避免错过与团队会合, 务必订15:00PM 前入境基督城,及 16:00PM 以后离境航班。 

特别提醒：   ( 为了避兔第一天抵达的误会与不快, 请务必遵守下列二项接机原则及出发规定 ). 

MAY-SEP ,( 进入了冬季)，第一天行程，我们的团最晚会在纽西兰时间16:00pm离开   基督城， 

OCT-APR ,( 进入了冬季),  第一天行程， 我们的团最晚会在纽西兰时间16:30pm离开   基督城， 

如航班晚点产生的租车追团费用,客人需自己支付.  建议客人买旅游保险，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尤其是担EK 阿联酋航空及廉价机航空而迟滞, 以及因带不当食品被海关扣察等延误出关的风险) 

2.  酒店须知 

●  三人 房型 , 不保证有 3张床（●可能1张双人床加1单人床, ● 或 2张双人床, ●或 3张单人床 

     凡在10天内报名者, 在行程内所列酒店, 倘若已满，本公司有权转订其它同级酒店作为替换。 

●  报名者在完全付款后, 务必向所报名旅行社索取酒店最后确认单, 并仔细察对等级,  若有异 

      议可以在8小时内提出正式退团要求, 一旦接受,  就不得在参团时提出抱怨或索求损失 

3.  付费须知：报名时请付订金AUD400/人，其余费用请在出发一周前付清。 

4.  退团须知：●出团22天前取消，退100%团费 : ●出团15-21日前取消，订金AUD400/人不退； 

                      ●出团8-14日前取消，收团费的60% : ●出团前7天内取消，必须收取全额团费  。 

5. 解释权 : 所有节目安排按当地状况决定，如因天气航班或其他无法管控原因等, 本公司有权根据 

    当时情况调整行程 或游览安排，客人不得以此要求补偿，并且本公司保留最终决定和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