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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岛精品美景美食 11 天 10 晚游  周日出发 

 

 

D 1:原住地/奥克兰(餐食自理) 

*住宿：奥克兰 Auckland City Hotel或Copthorne 或IBIS 或同级 

搭搭乘國際航班﹐抵達紐西蘭第一大城市，享有帆船之都美譽的奧克蘭市。Shuttle接機後送

往酒店（$25/人）。自由安排時間，遊覽奧克蘭市中心繁華街道。 

 

D 2:奥克兰/萤火虫洞/霍比特村/罗托鲁阿(酒店西式自助早餐/自助午餐/鹿肉晚餐) 

*住宿：罗托鲁阿 ibis Hotel或Distintion 或Copthorne或同级 

沿新西蘭最長的懷卡托河,前往新西蘭國寶景點之一的懷托摩，遊覽享有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

鐘乳石【螢火蟲洞】，深入地下100公尺, 洞內生長著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鐘乳石，甚為珍

奇。午餐後前往馬塔馬塔小鎮以外的亞歷山大家族的牧場，這裏是電影《指環王》及《霍比

特人》拍攝地，如今被人們稱為【霍比特村】。參加一個半小時的電影之旅，跟著專業的向

導一起探索霍比特的秘密。隨後前往溫泉之鄉 - 羅托魯阿。遊覽市區：政府花園，羅多路亞

湖，紅木森林等等。享用特色鹿肉晚餐後，可以自費享受波利尼西亞溫泉浴。夜幕降臨,躺在

露天浴場,仰望天空點點繁星,一場舒適無比的溫泉浴,定能讓您舒緩身心，度過一個特別享受的

浪漫之夜。 

 

D3:罗托鲁阿/奥克兰(酒店西式早餐/山顶自助午餐/中式或者西式晚餐) 

*住宿：奥克兰 Auckland City Hotel  或Copthorne 或IBIS或同级 

參觀【愛歌頓農莊】,參加一系列有趣的娛樂活動:剪羊毛秀,擠羊奶, 羊毛拍賣,牧羊犬表演。遊

覽【毛利文化村】，觀賞泥漿地，地熱噴泉等奇觀，更能在奇異鳥博物館裏一睹新西蘭國鳥

—奇異鳥的風采。搭乘罗托鲁阿【山頂纜車】，以360度景觀，俯瞰羅托魯亞市貌全景，并

在山顶餐厅享用丰盛的海鲜自助午餐。下午返回奧克蘭。 

 

D4 奥克兰/ 基督城/奥玛鲁（酒店西式早餐，中式午餐， 粤式晚餐或 岩石烧烤） 

夜宿：Brydone 或 Heritage Court Motel Lodge 或 Dunedin Kingsgate 或同级酒

店 

搭乘航班抵達紐西蘭南島第一大城市——基督城。抵達後安排基督城市區觀光：教堂廣

場，植物園，雅芳河…… 。午餐后驱车白石小镇奥马鲁  ，观赏夜幕降临时的东海岸海滩

上独特的毛利圆石。到達奧瑪魯後觀賞世界最小的企鵝——藍眼企鵝，阿娜多姿歸巢。 

(如果酒店安排在丹尼丁，观赏企鹅改为在基督城的 南极中心。） 

航班不得晚于 1330 抵达基督城。1200-1330 抵达基督城航班午餐敬请自理。团队 3 点

离开基督城，如果因航班耽误行程，请客人自行赶往下一站。 

 

 

D5   丹尼丁/因佛卡吉尔（酒店西式早餐, 中式午餐或涮涮小火锅，海鲜风味晚餐） 

夜宿:Ascot Park Hotel 或 Ibis 或同级酒店 

酒店享用丰盛早餐后，市区观光纽西兰最古老城市丹尼丁。丹尼丁是南岛第二大城

和奧塔哥地区的商业中心。因其沿袭了苏格兰的许多传统，而被誉为“新西兰的爱丁

堡”。四周有环抱左右的群山，山脚是风景如画的长长的港口，丹尼丁是南半球维多

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建筑保存最好的城市之一。参观奧塔哥大学，古老火

车站，世界最陡峭的街道，第一大教堂……午餐后。告别苏格兰风味的丹尼丁随后前

往新西兰最南端的风情小镇 INVERCARGLE (因佛卡吉尔)。沿途观赏“石化森林”，这

个可以追溯到了“侏罗纪”时代的稀有景点，充分印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沧海桑田。镇上的摩托车博物馆里收藏

着世界各地的珍品摩托车 ，可以大饱眼福，自费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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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因佛卡吉尔/ 布拉夫/蒂阿娜（酒店西式早餐，西式简餐，峡湾龙虾晚餐） 

夜宿: Distinction 或 Kingsgate 或 The Village Inn 或同级酒店  

 

布拉夫是位于因沃卡格尔（Invercargill）南边的一座秀美小镇。 世界著名的生蚝和

鲍鱼产地 BLUFF，每年 5 月举办的“生蚝节”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驻足。始建于 1824 

年的布拉夫是欧洲殖民者在新西兰建立的最古老的一座城镇。 沿着布拉夫的海岸

线，分布着一条世界级的步道，穿越过原生丛林延伸到一处悬崖——由此得名的布

拉夫镇亦即“悬崖镇”的意思。下午驱车蒂阿娜。 蒂阿瑙湖是南島的第一大湖，四周

環繞著南阿爾卑斯山，夏天時很適合在這散步或釣魚，這裡是前往米佛峽灣的門戶。蒂阿瑙在古代的毛利語中，代表“漩

渦的洞窟”的意思，這裡指的是螢火蟲所居住的蒂阿瑙洞窟。 晚上自费观赏萤火虫洞。 

 

D7 蒂阿娜/ 米佛峡湾/皇后镇（酒店西式早餐，游轮自助午餐，中式晚餐） 

夜宿：Mercure 或 Copthonre 或 HolidayInn 或同级酒店   

酒店享用营养早餐 ，前往搭乘豪华游轮，畅遊堪称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米佛峡

湾。沿途欣赏壮丽的纽西兰第一大国家公园，镜湖，峽谷，洞中瀑布，温带雨

林，峰峦和花岗石的悬岩及壮观的瀑布飞流直泻之气势。如果运气好，您还可

以欣赏到海狮，企鹅，海豚等。下午驱车前往度假胜地皇后鎮，大家可以自由

自在的在纽西兰第三大湖泊瓦卡蒂波湖 Lake Wakatipu 尽情享受为世人所神往

的风景如画﹐恬靜安逸。 

 

D8 皇后鎮 (酒店西式早餐, 午餐自理， 粤式风味晚餐)  

夜宿：Mercure 或 Copthonre 或 HolidayInn 或同级酒店   

 

酒店內享用豐盛營養早餐後，今日安排皇後鎮自由活動。自费華特農莊之旅，冰

吧體驗，跳傘，騎馬，魔戒之旅......隨心所欲，隨心安排。 黄昏搭乘皇后镇山頂

缆车，俯视这个度假天堂的全貌 。 

   

 

 

 

 

D9  皇后镇/剑镇/瓦娜卡 （酒店西式早餐，西式午餐，西式羊腿风味晚餐） 

夜宿：   Wanaka hotel 或 Omarama  Country time 或周边同级酒店   

 

酒店內享用豐盛西式營養早餐，前往淘金小鎮 - 箭城，參觀 70 年代首批華人登

陸奧塔哥的淘金遺址。接着 游览 隨後開心前往蹦極跳的發源地 - Kawara Bridge

走走，喜愛刺激的您還有機會體驗高空彈跳的樂趣。午餐後前往"水果之鄉"克倫

威爾，大家有機會品嚐到當地的新鮮水果和特色的水果冰淇淋。前往美麗的冰湖

小鎮瓦娜卡。來到瓦娜卡冰湖邊走走，放鬆心情。您更可自費參觀 '迷惑世界' ，

體驗迷宮樂趣。 

 

 

D10： 瓦娜卡/库克山庄/蒂卡波湖 （酒店西式早餐， 午餐自理，中式或西式晚

餐） 

住宿：蒂卡普 Godley Hotel 或 Mackenzie 或 Omarama Country time 或 

Ashburton 周邊同级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后，驱车庫克山國家公園。 可自費搭乘橡皮艇看塔斯曼冰河。您

也可以自費搭乘直升機，來到雪山頂端，漫步於雪山之上。您也可以在庫克山

裡喝咖啡，安靜欣賞庫克山的雄偉。晚間入住以美麗星空出名的小鎮 - 蒂卡坡

。  晚上推薦自費(大人$165，小孩$88)前往约翰山天文台觀星,他是世界四大最

佳观星胜地之一，被世界天文学家公认为是观察银河系及宇宙的最佳地点。我

们专业的天文向导会在山上向大家分享星空的奥秘，介绍天文台的仪器及设备，带您探究天文知识，让您领略天

文学的奇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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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蒂卡波/基督城 (酒店西式早餐，  三文鱼午餐)  

酒店內享用豐盛營養早餐後，於蒂卡波湖畔遊覽聞名的好牧羊人教堂。隨後沿著坎

特伯雷大平原一路返回基督城。如果運氣好，途中您還能和羊駝來次親密接觸。午

後依序安排送機，結束愉快的南島八天之旅。 

 請預定下午 16：00 以後離開基督城的航班  

 

 

 

 

報價：雙人房：$ 2480.00 成人 三人房：$ 2430.00 成人 

2-11 歲兒童：$2232.00 (佔床) /$1984.00 (不佔床) 

0-2 歲嬰兒：$750.00 

 單人房差  $90.00/晚 

 

報價包含：旅遊專車，華語導遊，10 晚酒店住宿，行程所列早餐，午餐，晚餐及景點門票如行程表內所列: 螢火蟲洞及霍比

特魔界拍摄地,愛歌頓農莊，毛利文化村，罗多路亚山顶缆车，,皇后鎮山頂纜車，米佛峽灣郵輪，藍眼企鵝，。 

報價未含：國際，國內往返机票，導遊小費(建議紐幣$6.00 每人/每天) ，自選項目：直升機，快艇，蹦級跳…，非人力

因素產生的額外費用，如飛機延誤，天氣，罷工等…    

 

2020 年華人新年期間，因酒店附加費用，每人每晚需補差價$50 

特别条款 

➢ *訂金 $900/人，任何情況下，將不予退還。全額需在出團前 14 天內付清，逾期未清繳費用，本公司訂位系統將

自動取消訂位，訂金不得轉讓或轉用於其它出發日期；7 日內退團者無任何退款。 恕不接受支票。信用卡付款有 2%

手續費。 

➢ 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與導遊匯合，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所產生費用由客人自行承擔 

➢ 因天氣或航班等原因，本公司有權適當調整行程，並且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 

➢ 由於新西蘭住宿設施有限，公司有權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酒店，保證同級或以上標準。 

➢ 三人房： 新西蘭酒店的三人房默認為一張大床加張小床或行軍床。如需要 3 張獨立分開的床請在報名時事先 
聲明。公司會盡力協調。如酒店無法確認，客人需選擇更換房型，產生費用需自理 

➢ 自行購買機票者第一天需自行抵達酒店。如需接機，每人每趟 NZ$25。（機場接駁車）如遇飛機延誤等情況，

客人需自行解決因此產生的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  

➢  

總部位於奧克蘭的日月光旅遊總公司榮獲紐西蘭政府的品質認證，QUALMARK 證書，是您暢遊紐西蘭的信心保證。

我們是紐西蘭華人旅行社唯一擁有 4.5 星級豪華旅遊巴士的旅遊公司，並有一支詼諧幽默，以客為本的精英導遊團隊，為您

的旅途帶來歡歌笑語，樂趣無窮。   

條列及細則 Terms & Conditions: Package valid for sales until further notice and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t the time of booking. 

Package is ex Christchurch. ANZ Sky Tours Ltd reserves the right to correct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Generally, tour guide will meet at 

Christchurch airport around 9:55am at first tour day & will be dismissed around 5:30pm at last tour day. ANZ Sky Tours Ltd will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cost case by your delay or no show on time. When you first make a payment, you accept 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behalf of all passengers in the booking. Once we have received a payment, an agreement on these Terms & Conditions becomes 

effective between all passengers in the booking & ANZ Sky Tours Ltd. For full Terms & Conditions, refer to ANZ Sky Tours Ltd. Issued 

JAN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