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岛中线 9 天 8 晚休闲之旅 

 基督城+特卡波湖+库克山国家公园+瓦纳卡+皇后镇 

第 1 天 各地飞往基督城集合 

10:00 从各地飞往基督城，导游在机场接机。备注：导游接机时间：上午 10 点和下午 14 点各一次 

11:00 前往景点：基督城植物园 与 雅芳河 与 坎特伯雷博物馆 

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30 分钟 

基督城植物园 基督城植物园建于 1863 年 7 月，当年的天然湿地和

沙丘如今已被改造成了繁花似锦的美丽大园林。植物园拥有 10 座风

格各异的附属花园，种有一万多种本地或引进的植物品种，这些附

属花园大部分都位于雅芳河流域内。 

雅芳河  雅芳河流淌在基督城中，将基督城一分为二。这条与英国

Avon River 同名的河流贯穿着基督城内亮丽的风景。坐上具有英式

情调的平底船在雅芳河上泛舟，在平静的河面上慢慢摇曳，在享受

惬意时光的同时欣赏沿途的迷人美景，十分浪漫。 

坎特伯雷博物馆  坎特伯雷博物馆位于基督城的中心地带，有着典雅的欧式建筑外观，主要展示坎特伯雷地区的

历史和欧亚地区的珍贵文物，你不仅可以在此了解毛利文化和艺术，还能看到很多与南极相关的展览。此外，三

楼还专门为孩子们设有探索中心，非常适合亲子活动，通过各种有趣的互动设施，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关于自然历

史方面的知识。 

15:00 前往酒店：ELMS 4 钻或者同级酒店 
 

第 2 天 基督城—特卡波湖- 

07:30 早餐: 酒店内早餐   用餐时间：约 30 分钟 

08:00 出发前往特卡波湖   行驶时间：约 3 小时 30 分钟 

12:00 午餐: 自理 

14:00 前往景点：特卡波湖 与 好牧羊人教堂 与 约翰山    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特卡波湖  美丽迷人的特卡波湖四周围绕着被金色灿烂的阳光笼罩

的树丛和白雪皑皑，一望无际的雪山由于冰河中含有岩石，因此这

一带的湖泊色泽呈现带有乳白色的湛蓝色。南阿尔卑斯山脉的冰河

融解注入湖泊的过程中，冰河中的岩石碎裂成细粉状，因而形成奇

妙的色泽。 

好牧羊人教堂  位于特卡波湖东侧，是一座石头砌成的古朴教堂，

和附近的牧羊犬铜像一样，是第卡波湖的标志。广大的湖畔，一座

小巧如玩家模型般的教堂，静静屹立一旁。1935 年兴建教堂时，

教会收集预建地半径 5 里的石块作为建材，并保留周围原有的岩石及植物。美丽而优雅的教堂就如同自然景色的

一部分，充满祥和和协调的美感。  

18:00 晚餐: 自理 



 

19:00 前往酒店：GODLEY 酒店或者同级 

19:00 由于当地酒店资源紧张，可能会入住双卧室或多卧室套房，同团客人可能会被分配到不同酒店，还请谅解，谢

谢！！ 

21:00 前往景点：好牧羊人教堂观星之旅   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30 分钟 

好牧羊人教堂观星之旅 

傍于蒂卡波湖畔的好牧羊人教堂因其独特的建筑结构和身后美丽辽阔的风景，无疑是新西兰美丽的的地标建筑之

一。夜幕降临后，在这里仰望南半球璀璨的星空，了解有趣的毛利天文知识，开启一场独一无二的美妙体验吧。 

备注：观星活动鉴于天黑早晚的情况，时间会有调整，还请理解，另外由于天气原因无法观星，费用退还 5 岁以

下儿童无法参加此活动，还请谅解 
 

第 3 天 特卡波湖—库克山国家公园—瓦纳卡- 

07:30 早餐: 酒店内早餐 用餐时间：约 30 分钟 

08:00 出发前往库克山国家公园，途经普卡基湖 行驶距离：约 1 小时公里 | 行驶时间：约 1 小时 

08:30 前往景点：普卡基湖  游览时间：约 15 分钟 

普卡基湖是麦肯奇盆地北部自北向南流向的最大湖泊，由于冰川作用而形成，属于冰碛堰塞湖，因与众不同的蓝

色而知名，素有“蓝色牛奶湖”之美誉，深受游客喜爱。湖水之所以呈现出让人陶醉的蓝色，主要是由于湖中含有

岩石微粒和矿物质，可以反射出诱人的蓝色。而普卡基湖畔是眺望巍峨宏伟南阿尔卑斯山最佳的地点。彼得·杰

克逊在电影《指环王》和《霍比特人》三部曲中，已经三次将这一地区作为影片中主要场景的拍摄地。这里纯净

独特的光线，湖面摄人心魄的绿松石色，崎岖嶙峋的山地地貌，都是让这位制片人对它如此情有独钟的原因。 

09:30 前往景点：胡克谷步道 与 库克山国家公园 与 塔斯曼冰川 

游览时间：约 4 小时 

胡克谷步道  胡克谷步道（Hooker Valley Track）位于南岛的库克山，是条较为容易的步道，适合初学者。步道

起点是奥拉基库克山国家公园（Aoraki Mount Cook National Park）游客中心，全程往返 10 公里，走完需 3 至

4 小时左右。 步道经吊桥跨过胡克河，然后穿过一片古老的冰碛地带，最后来到胡克冰川末段的湖泊，途中还有

30 分钟穿越森林和高山草地。在这里可以极目远眺雄伟的高山风景，还可以欣赏到新西兰的最高峰库克山。 

库克山国家公园   库克山国家公园中三分之一的地方常年积雪或结冰。在这里，你可以在国家公园里悠闲的漫

步，你也有机会可以近距离体验新西兰超超大的冰川——塔斯曼冰川

（自费项目）或者自费搭乘直升飞机观看雄壮伟岸的库克峰（海拔

3754 米）。 

塔斯曼冰川  塔斯曼冰川位于库克山的东边，全长 29 公里，宽 3.2 公

里，随着塔斯曼冰川的持续自然缩短，慢慢的冰川融化开始行成了塔

斯曼湖（俗称冰堰湖），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个湖开始显著增大，

并成为南岛很多湖泊的发源地。由于冰川移动的巨大力量，山谷的两

侧被切削的异常完整，留下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冰川痕迹，大量的玄黑岩石交错在冰雪之中。 

沿步道前行，往返 4 小时的步行，带我们穿越山谷，经过吊桥，沿着河流前行，在库克山峰的陪伴下，最终到达

群山腹地的冰川湖。 

11:00 午餐: 自理 

14:00 自由活动： 游览时间：约 1 小时 库克山国家公园内自由活动，您可选择参加自费项目：库克山直升机等 



 

15:00 出发前往瓦纳卡 行驶距离：约 3 小时 4 分钟公里 | 行驶时间：约 2 小时 30 分钟 

18:00 晚餐: 自理 

19:00 前往酒店：EDGEWATER 酒店标准间或者同级 

19:00 由于当地酒店资源紧张，可能会入住双卧室或多卧室套房，同团客人可能会被分配到不同酒店，还请谅解，谢

谢！！ 
 

第 4 天 瓦纳卡自由活动 

上午 早餐: 酒店内早餐 
 

自由活动： 全天自由活动，你可以在湖边发呆，沉醉在湖光山色的小镇氛围，或者参加自费项目：瓦纳卡跳

伞，瓦纳卡开飞机，迷幻世界 

19:00 前往酒店：EDGEWATER 酒店标准间或者同级 

19:00 由于当地酒店资源紧张，可能会入住双卧室或多卧室套房，同团客人可能会被分配到不同酒店，还请谅解，谢

谢！！ 
 

第 5 天 瓦纳卡—蒂阿瑙- 

07:30 早餐: 酒店内早餐 

08:00 出发前往蒂阿瑙小镇，途经克伦威尔水果小镇，蹦极发源地卡瓦劳大桥，箭镇 

行驶距离：约 3 小时 56 分钟公里 | 行驶时间：约 3 小时 30 分钟 

09:00 前往景点：克伦威尔镇  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 

美丽的克伦威尔小镇可以说是皇后镇的门户，也是著名的水果之乡。这个高山小镇上，有着各种果园，春天百花

齐放，秋季果实飘香，美不胜收。 

10:30 前往景点：AJ 哈克特卡瓦劳大桥蹦极中心 与 箭镇  游览时间：约 2 小时 

AJ 哈克特卡瓦劳大桥蹦极中心 

蹦极这项令人疯狂兴奋的高空弹跳活动有大量的死忠粉丝，这股狂热起源于 1988 年 11 月在 AJ 哈克特卡瓦劳大

桥蹦极中心高空弹跳。AJ 哈克特卡瓦劳大桥蹦极中心是世界蹦极发源地，也是皇后镇户外探险具代表性的地

点。卡瓦劳大桥蹦极中心还提供关于蹦极历史的短片给游客观赏。卡瓦劳大桥下就是著名的卡瓦劳河。蹦极项目

种类很多，而且游客可以有个性化的要求。 

箭镇 

箭镇是皇后镇周边一个洋溢着优雅维多利亚风情的古典小镇，箭

镇的崛起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在箭河发现黄金之后，蜂拥而

来的人们是现今镇上人口的七八倍之多。如今，镇上仍保有淘金

热时期的建筑和商店，有些至今仍在使用。秋天的箭镇大片树林

尽染秋意，每年的这个时候，箭镇都会举办庆典，迎接绝美秋色

的到来。如果是你在秋天前往新西兰南岛的游玩，一定要留一点

时间给箭镇。 

12:00 午餐: 自理 



 

14:00 前往景点：蒂阿瑙湖 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 

蒂阿瑙湖是新西兰南岛第一大湖，也是新西兰第二大湖，四周环绕着南阿尔卑斯山脉，湖水呈深蓝色。湖泊有 4

处峡湾，刻画出动人的深谷地形，诉说着冰河刻蚀大地的传说。 

18:00 晚餐: 自理 

16:00 前往酒店：DISTINCTION 酒店标准间或者同级 
 

第 6 天 蒂阿瑙—米福峡湾—皇后镇- 

07:30 早餐: 酒店内早餐 

08:00 出发前往米福峡湾 行驶距离：约 1 小时 58 分钟公里 | 行驶时间：约 2 小时 30 分钟 

11:00 前往景点：米尔福德峡湾观光游船  游览时间：约 2 小时 

搭乘现代宽敞的双体船来观赏米尔福德峡湾风景，从室内座舱的任何

区域都可以欣赏船外一览无余的风景。游船设有舒适的室内休息厅和

大型全景观景窗，站在船首可以近距离观赏瀑布和野生动物。从宽敞

的上层室外甲板可以直接俯视水面，而船长将提供内容丰富的解说，

某些时间出发的游船还会播放其他语言的解说。游船旅程的文字介绍

包括简体中文、日文、韩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 

12:00 午餐: 游船午餐 

14:00 出发返回皇后镇  行驶距离：约 4 小时 55 分钟公里 | 行驶时间：约 4 小时 30 分钟 

19:00 晚餐: 自理 

20:00 前往酒店：MERCURE 酒店标准间或者同级 
 

第 7 天 皇后镇自由活动 

上午 早餐: 酒店内早餐 
 

自由活动： 全天自由活动，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游玩项目，满足您的不

同需求。推荐前往：魔戒三部曲，TSS 蒸汽船，皇后镇 skyline，喷射

快艇，骑马，直升机，皇后镇跳伞 

晚上 前往酒店：MERCURE 酒店标准间或者同级 
 

第 8 天 皇后镇自由活动 



 

上午 早餐: 酒店内早餐 
 

自由活动： 全天自由活动，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游玩项目，满足您的不同需求。推荐前往：魔戒三部曲，TSS 蒸

汽船，皇后镇 skyline，喷射快艇，骑马，直升机，皇后镇跳伞 

晚上 前往酒店：MERCURE 酒店标准间或者同级 
 

第 9 天 皇后镇解散 

上午 早餐: 酒店内早餐 

10:00 退房，导游送机 
 

 

報價：雙人房：$ 2380.00 成人    三人房：$ 2280.00 成人 
2-11 歲兒童：$2280.00 (佔床)   /$2180.00 (不占床) 

0-2 歲嬰兒：$500.00 單人房差  $800 
 

報價包含：旅遊專車，華語導遊，8 晚酒店住宿，行程所列早餐，午餐，晚餐及及景點門票如行程表內所列。  

報價未含：南島往返机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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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可協助客人預定南島往返機票，因機票價格浮動，以最終報名時價格為准  
  

 �  2019 年 1 月 20 日-2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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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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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烈

建議客人購買

旅遊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