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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三晚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4N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

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图, 和奥托

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将登上洞内的小

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气，欣赏由成千上万

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自然的奇妙。然后经过

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

托鲁瓦，并在此休息入住。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

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展

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华卡

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尺）。

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

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

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

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代代相

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

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

奇异鸟等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

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

兰濒临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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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最大的

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

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

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

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

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

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

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

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奥克兰返程 

我们会把您送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

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GSN17L-4N34 
 

四天三晚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 含

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下午返回奥克兰。(早餐/---/---) 

第四天 奥克兰返程 送往客人去往奥克兰国际机场.。（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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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含: 3 晚酒店 + 3 早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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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四晚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5N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

入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

穆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

您将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

静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

叹大自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

德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

息入住。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

的毛利Hangi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三个最

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文化村-蒂

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展示，观赏颇为壮

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

普胡图间歇

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

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

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

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

师现场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

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

奇异鸟等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

濒临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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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

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

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

最大的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

位技术娴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

十九只冠军级绵羊依次登台，主

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及绵羊的

拍卖会，并配有现场同步中文解说。牧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捧腹大笑，同时会

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乘车返回奥克兰。途中经过新西兰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和肥沃的怀卡托

地区后，抵达帆船之都奥克兰。晚上您可以自行前往天空之城娱乐场试试您的运气。 

 

第五天 奥克兰返程 

早餐后我们会把您送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结

束您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GSN17L-5N34 
 

五天四晚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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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乘车返回奥克。(早餐/---/---) 

第五天 奥克兰返程 送客人去往奥克兰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4 晚酒店 + 4 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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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三晚北岛游自由行 

 

编号/ GSN17L-5Nlotr34 -魔戒之

旅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晨出发，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图, 和奥托罗昂格，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将

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自

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入住酒店

休息。晚上在酒店内观看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

和享用传统的毛利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玛塔玛塔 -罗托鲁瓦 

 

早餐后出发去玛塔玛塔小镇参观《指环王》三部曲及《霍比特人》系列电影拍摄地，感受真实的中土世

界。跟着导游，参观袋底洞，这里正是弗罗多和比尔博冒险开始的地方；霍比特人小屋、绿巨龙客栈、

磨坊和宴会树定会让你应接不暇。之后我们会

在大约下午一点半左右返回罗托鲁瓦， 剩余

时间可以自己安排游玩。 

 

第四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乘车返回奥

克兰。途中经过新西兰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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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的怀卡托地区后，抵达帆船之都奥克兰。晚上您可以自行前往天空之城娱乐场试试您的运气。 

 

第五天 奥克兰 / 返程 

我们会把您送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5Nlotr34 – 魔戒之旅 
 

五天四晚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第一天 奥克兰 到达奥克兰，接机入住酒店。(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 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含怀托摩萤火

虫洞门票。 

       晚上会在酒店进行晚餐和观看表演(早餐/--/Hangi 晚餐) 。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

产表演。  

     (早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乘车返回奥克兰 (早餐/---/---)  

第五天 奥克兰返程  送客人去往奥克兰国际机场 (早餐/---/---)  

 

费用包含: 四晚酒店 + 四早餐 + 一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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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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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四晚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5S34 

 
第一天 抵达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国际机， 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前

往酒店入住休息。剩余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

顿，坎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

泊色泽充满神秘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了蒂卡波湖，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

在湖边的好牧羊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人教堂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

园。在此，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风景之一。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

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光地”（究其

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翻过林迪

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跨过历

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

水、充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

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

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

息。 

 

 

第三天 皇后镇 

今天是放松美好的一天，全天自由活动！

不论您想乘坐一次刺激的喷射快艇（Jet 

Boating），体验一场惊心动魄的蹦极

（Bungy Jumping），还是与家人朋友漫步

在美丽的花园，来一次放松的湖景游船, 

或者乘坐直升飞机飞上云霄，鸟瞰壮美景

色，揽尽本地的绝美风光，皇后镇都有各种选择。 

http://www.kannz.com/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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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皇后镇 – 基督城 

上午进行自由活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从皇后镇出发，经过奥塔哥中心地段到达特威泽尔， 继而南

上经过美丽的普卡基湖海滨，穿过平坦的坎特伯雷平原到达基督城。 

 

 

第五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5S34 

 

 五天四晚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 接机入住酒店。  (---/----/----)  

第二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乘车从基督城去皇后镇，途经库克山。 (早餐/--

-/---). 

第三天 皇后镇              全天自由活动。  (早餐/---/---)  

第四天 皇后镇-基督城  乘快车从皇后镇前往基督城.。 (早餐/---/---) 

第五天 基督城返程 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4 晚酒店 + 4早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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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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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四晚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5SM34 
 

第一天 抵达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国际机， 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前

往酒店入住休息。剩余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顿，坎

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

了蒂卡波湖，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羊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

人教堂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

风景之一。 

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

语为“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

澈），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

最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

依山傍水、充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

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

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尔福

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

大奇景的峡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

（Eglinton Valley）以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湾的奇迹时，你

会不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

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

店。 

http://www.kannz.com/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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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皇后镇-基督城 

早餐短暂的自由活动，之后前往中部奥塔哥（Otago）中心地区和特威泽尔（Twizel）。继而沿着

散发着蓝色湖水中倒入牛奶般的梦幻色彩的普卡基湖（Lake Pukaki）岸北上，穿过坎特伯雷的平

原（Canterbury Plains）到达美丽的基督城。 

 

第五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5SM34 
 

 五天四晚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 接机入住酒店。  (---/----/----)  

第二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乘车从基督城去皇后镇，途经库克山。 (早餐/---

/---).  

第三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乘车从皇后镇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当日返回皇后镇。 (早晨

/---/---) 

第四天 皇后镇-基督城  乘快车从皇后镇前往基督城.。 (早餐/---/---) 

第五天 基督城返程 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4 晚酒店 + 4 早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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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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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五晚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6N34 – 魔界之旅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

入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

穆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

将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

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

自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

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息入

住。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的毛利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

瓦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

毛利族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

史文物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

池。坐落在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

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

高（90 英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

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

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

（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

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

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代代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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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

奇异鸟等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

濒临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

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

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

统，规模最大的农场特色表

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熟的剪

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同

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

羊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

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

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罗托鲁瓦- 玛塔玛塔 -罗托鲁瓦 

 

 

早餐后出发去玛塔玛塔小镇参观《指环王》三

部曲及《霍比特人》系列电影拍摄地感受真实

的中土世界。跟着导游，参观袋底洞，这里正

是弗罗多和比尔博冒险开始的地方；霍比特人

小屋、绿巨龙客栈、磨坊和宴会树定会让你应

接不暇。之后我们会在大约下午一点半左右返

回罗托鲁瓦， 剩余时间可以自己安排游玩。  

 

 

第五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乘车返回奥克兰。途中经过新西兰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和肥沃的怀卡

托地区后，抵达帆船之都奥克兰。晚上您可以自行前往天空之城娱乐场试试您的运气。 

 

第六天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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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被世界评为最美城市之一的奥克

兰，为了请您一览无余的欣赏山明水秀的美

景。穿过市中心，沿着多元化的创意文化而

闻名卡的朗加黑皮路（Karangahape 

Road），和时尚的庞森比地区

（Ponsonby），横跨海港大桥一览豪拉基湾

（Hauraki Gulf）和城市天际线的美景。接

下来参观高架桥港（Viaduct Harbour）和

奥克兰最著名的皇后街（Queen Street），继续前往奥克兰中央公园（Auckland Domain）。接着游览

帕内尔（Parnell），在这里一边享受茶歇(自费) ，一边感受这个由原本古老的村庄演变成为精品屋，

咖啡店和古董店所组成的商业街区的文化魅力 

之后沿着风景秀丽的滨海大道，塔玛基大道 （Tamaki Drive），来到位于使命湾（Mission Bay）的迈

克尔.乔瑟夫纪念公园 (Michael Savage Memorial Park) 。这个公园是为了纪念新西兰的第 23 任首

相，新西兰最受尊敬总理之一的迈克尔·萨文奇，他是新西兰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公园有着美丽的花园

和宁静的氛围，可以饱览风景如画的，欣赏奥克兰市和怀特玛塔港（Waitemata Harbour）全景。 

之后将返回奥克兰海边，在市中心结束您的奥克兰城市之旅。 

 

第七天 奥克兰返程 

我们会把您送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6N34 – 魔戒之旅 
 

 七天六晚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 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

票。晚上会在酒店进行晚餐和观看表演(早餐/--/Hangi 晚餐) 。 

第三天 罗托鲁瓦-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

歌顿农产表演。 



WE LOVE NEW ZEALAND SIC PACKAGE 

 

22 

 

(早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玛塔玛塔 上午出发去玛塔玛塔参观《魔戒》拍摄基地霍比特村。(早餐/---/--

-) 

第五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乘车返回奥克兰。(早餐/---/---) 

第六天 奥克兰 奥克兰城市半日游。(早餐/---/---) 

第七天 奥克兰返程 送往客人去往奥克兰国际机场. (早餐/---/---) 

 
费用包含: 6 晚酒店 + 6 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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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五晚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6NW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将登

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气，

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自

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息入住。

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的毛利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奥克兰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

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华

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尺）。在蒂

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和编织艺

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师现场雕刻

艺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

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

利文化技艺是怎样代代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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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

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奇异

鸟等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

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濒临

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

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来自世

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最大的

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

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捧腹大

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罗托鲁瓦- 惠灵顿 

早餐后，出发乘车南下经过陶波湖（Lake Taupo）。陶波湖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水，也是新西兰最大

的湖泊，由 5000 年前的火山爆发，地层陷落形成，宛如镶在群峰中的碧玉，景色秀丽。陶波湖位于新

西兰地热的最强区域，因此新西兰最大的地热发电站--

怀塔基地热发电站(Wairaki Thermal Power Station)就

建于此处。 

 

第五天 惠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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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让我们深入

的去探索首都惠灵顿。游览宏伟气派的新西兰

国会大厦（Parliament Buildings）以及非常

有名的建筑群-蜂巢（Beehive）；漫步金色沙

滩，享受惬意的东方湾（Oriental Bay）；参

观值得一去的提帕帕国家博物馆（Te Papa 

National Museum），感受新西兰民族创造力；

游玩在繁华市中心的商业街兰姆顿码头

（Lambton Quay）；登上维多利亚山顶的维多

利亚山观景台（Mount Victoria Lookout），360 度欣赏城市与海港美景，观看渡轮驶入海港，时而还

有飞机从惠灵顿机场起飞。 

 

 第六天 惠灵顿返程 

 早餐后前往惠灵顿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6NW34  
 

 六天五晚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 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

票。晚上会在酒店进行晚餐和观看表演(早餐/--/Hangi 晚餐) 。 

 第三天 罗托鲁瓦-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

歌顿农产表演。(早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惠灵顿 出发前往惠灵顿。(早餐/---/---) 

第五天 惠灵顿  惠灵顿城市游。(早餐/---/---) 

第六天 惠灵顿返程 送往客人去往奥克兰国际机场. (早餐/---/---) 

 
费用包含: 5 晚酒店 + 5 早餐 + 1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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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BAY PLAZ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惠灵顿/ WEST PLAZA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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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五晚南岛加但尼丁自由行 

 

编号/GSN17L-6SDM34 
 

第一天 抵达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国际机， 并乘坐机场穿梭巴

士前往酒店入住休息。剩余时间进行自由

活动。 

 

 

第二天 基督城-旦尼丁 

享用完酒店西式早餐后，将启程离开基督城

前往具有浓郁苏格兰风情拥有丰富的苏格兰

遗产、大量古迹建筑的城市但尼丁。途中会

经过在“白石之城” 奥玛鲁（Oamaru）观赏

十九世纪风格迥异的建筑群。 

 

 

 

 

第三天 旦尼丁-皇后镇 

今天早上达尼丁市观光包括步行穿过新

西兰最古老的大学，自行前往鲍德温街

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游览壮观的观景台

和花园。采取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当地历

史发现达尼丁在新西兰独一无二的地

方。下午，您将前往抵达依山傍水、充

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

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

蒂普湖（Lake Wakatipu）。 

第四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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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

前往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大奇

景的峡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

（Mirror Lakes）、荷马隧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Eglinton 

Valley）以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湾

的奇迹时，你会不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

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店。 

 

第五天 皇后镇-库克山-基督城 

基督城到库克山国家公园一日游的行程，去感受南阿尔卑斯山以及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的壮美。 

从基督城出发，穿越历史淘金区, 多岩的卡瓦劳峡谷，经过以水果闻名的小镇克伦威尔。继续沿着风景

如画的邓斯坦湖（Lake Dunstan）行驶, 翻过林迪斯山口（Lindis Pass）抵达毛利语为“光地” 的奥

玛拉玛（Omarama），在此您可以享受倾心惬意的上午茶 (自费).  

继续穿过麦肯齐盆地崎岖的高山景观，抵达库克山。您欣赏到的屹立在群峰之巅的库克山是新西兰最高

的山，有 3,754 米高，顶峰终年被冰雪覆盖。庫克山的正式全名為 Aoraki/Mount Cook，Aoraki 是當地

原住民的稱呼，意為「雲之巔」，这是毛利神话中的重要标志。 

接下来，您可以在具有新西兰标志性的 Hermitage Hotel 酒店享用美味的午餐（自费）。此外，还可以

选择乘观光飞机飞越积雪覆盖的山脉和古老的冰川，从高空全面欣赏奥拉基库克山和西部泰普提尼国家

公园精彩壮丽的景观（自费，若天气允许的话，可以帮您安排这段飞行的司机/指南）。 

待享用完美味的午餐，从库克山小镇（Mount Cook Village）再次启程，大约在傍晚时刻返回到美丽的

基督城。 

 

第六天 基督城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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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兰之

旅。 

 

 

 

报价编号：GSN17L-6SDM34 
 

六天五晚南岛加旦尼丁自由行 

 

 

第一天 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基督城-旦尼丁 前往旦尼丁，中途经过奥玛鲁， (早餐/---/---) 

第三天 旦尼丁-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早餐/---/---） 

第四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五天 皇后镇-库克山-基督城 前往基督城，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六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5 晚酒店 + 5 早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基督城 /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旦尼丁 / VICTORIA DUNEDIN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 

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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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旦尼丁 / SCENIC HOTEL DUNEDIN CITY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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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五晚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6SM34 
 

第一天 抵达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国际机， 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前往酒店

入住休息。剩余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顿，坎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

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了蒂卡波湖，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羊

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

人教堂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您

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

山风景之一。 

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

为“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

澈），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

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

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尔福

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

大奇景的峡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

（Eglinton Valley）以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湾的奇迹时，你

会不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

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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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皇后镇 

今天是放松美好的一天，全天自由活动！不论您想乘坐一次刺激的喷射快艇（Jet Boating），体验一

场惊心动魄的蹦极（Bungy Jumping），还是与家人朋友漫步在美丽的花园，来一次放松的湖景游船, 

或者乘坐直升飞机飞上云霄，鸟瞰壮美景色，揽尽本地的绝美风光，皇后镇都有各种选择。

 

第五天 皇后镇-基督城 

早餐短暂的自由活动，之后前往中部奥塔哥（Otago）中心地区和特威泽尔（Twizel）。继而沿着散发

着蓝色湖水中倒入牛奶般的梦幻色彩的普卡基湖（Lake Pukaki）海岸北上，穿过坎特伯雷的平原

（Canterbury Plains）到达美丽的基督城。 

 

第六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兰

之旅。 

 

 

报价编号：GSN17L-6SM34 
 

六天五晚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三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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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四天 皇后镇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五天 皇后镇-基督城 出发返回基督城（快车）。（早餐/---/---）  

第六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5 晚酒店 + 5 早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四星：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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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六晚北岛游自由行 

 
编号/GSN17L-7NLOTR34-魔戒之旅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

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将登

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自然

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地, 抵达

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息入住。同时，

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的毛利Hangi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三个

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文化村

-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华卡雷瓦

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

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

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尺）。在

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

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

雕刻师现

场雕刻艺

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

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

是怎样代代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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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

奇异鸟等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

濒临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Kiwi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

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最大的

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

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

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

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

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

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

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

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罗托鲁瓦-玛塔玛塔-罗托鲁瓦 

早餐后出发去玛塔玛塔小镇参观《指环王》三部曲及《霍比特人》系列电影拍摄地，感受真实的中土世

界。跟着导游，参观袋底洞，这里正是弗罗

多和比尔博冒险开始的地方；霍比特人小

屋、绿巨龙客栈、磨坊和宴会树定会让你应

接不暇。之后我们会在大约下午一点半左右

返回罗托鲁瓦， 剩余时间可以自己安排游玩 

 

第五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乘车返回奥克兰。途中经过新西兰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和肥沃的怀卡

托地区后，抵达帆船之都奥克兰。晚上您可以自行前往天空之城娱乐场试试您的运气。 

 

第六天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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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被世界评为最美城市之一的奥克兰，为了请您一览无余的欣赏山明水秀的美景。上午将安排半

天的市区观光。 

穿过市中心，沿着多元化的创意文化而闻名卡

的朗加黑皮路（Karangahape Road），和时尚

的庞森比地区（Ponsonby），横跨海港大桥一

览豪拉基湾（Hauraki Gulf）和城市天际线的

美景。接下来参观高架桥港（Viaduct 

Harbour）和奥克兰最著名的皇后街（Queen 

Street），继续前往奥克兰中央公园（Auckland Domain）。接着游览帕内尔（Parnell），在这里一边

享受茶歇(自费) ，一边感受这个由原本古老的村庄演变成为精品屋，咖啡店和古董店所组成的商业街

区的文化魅力。之后沿着风景秀丽的滨海大道，塔玛基大道 （Tamaki Drive），来到位于使命湾

（Mission Bay）的迈克尔.乔瑟夫纪念公园 (Michael Savage Memorial Park) 。这个公园是为了纪念

新西兰的第23任首相，新西兰最受尊敬总理之一的迈克尔·萨文奇，他是新西兰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公

园有着美丽的花园和宁静的氛围，可以饱览风景如画的，欣赏奥克兰市和怀特玛塔港（Waitemata 

Harbour）全景。 

之后将返回奥克兰海边，在市中心结束您的奥克兰城市之旅。 

 

第七天 奥克兰返程 

我们会把您送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结束您

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7NLOTR34-魔界之旅 

 

 

 七天六晚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 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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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 上午出发去玛塔玛塔参观《魔戒》拍摄基地霍比特村。(早餐/---/---) 

第五天 罗托鲁瓦-奥克兰 出发返回奥克兰。(早餐/---/---) 

第六天 奥克兰 奥克兰城市半日游。(早餐/---/---) 

第七天 奥克兰返程 送往客人去往奥克兰国际机场. (早餐/---/---) 

  

 

 

费用包含: 6 晚酒店 + 6 早餐+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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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六晚北岛&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7SMNS34 
 

 

第一天 抵达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国际机， 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前往

酒店入住休息。剩余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顿，

坎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

到了蒂卡波湖，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羊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

羊人教堂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

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

高山风景之一。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

玛拉玛-毛利语为“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

外纯净清澈），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

威尔。最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

抵达依山傍水、充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

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尔福德峡湾

（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大奇景的峡湾

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道

（Homer Tunnel）、亨利峡谷（Eglinton Valley）以及克

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湾的

奇迹时，你会不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

山瀑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店。 

 

第四天 皇后镇-罗托鲁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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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全球最美机场-皇后镇国内机场去乘坐飞往罗托鲁瓦的国内航班。到达罗托鲁瓦后，您将会乘坐机

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住休息。同时，将在酒店观看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享用传统的毛利Hangi晚

餐。 

第五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三个

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文化村

-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展示，观赏

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华卡雷瓦雷瓦地

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

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

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

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

（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

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

技艺是怎样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

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奇异鸟等大

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濒临灭绝生

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来自世界各

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体

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

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最大的

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

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

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

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

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六天 罗托鲁瓦-萤火虫洞-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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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我们乘车北上，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

瓦穆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

洞。您将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

屏声静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

河，感叹大自然的奇妙。然后抵达誉有”千帆之

都” 的奥克兰。晚上您可以去天空之城娱乐场试试

您的运气。 

 

第七天 奥克兰返程 

我们会把您送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新西

兰之旅。 

 

 

 

 

报价编号：GSN17L-7SMN34 
 

七天六晚南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三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四天 皇后镇-飞往-罗托鲁瓦  送往客人去往皇后镇机场，到达罗托鲁瓦后，把客人送往酒店. 晚

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早餐/---/HANGI 晚餐) 

第五天 罗托鲁瓦。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六天 罗托鲁瓦-怀托摩-奥克兰 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奥克兰。含怀托摩萤火虫 

       洞门票。（早餐/---/---） 

第七天  奥克兰返程 送往客人去往奥克兰国际机场.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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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含: 6 晚酒店 + 6 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皇后镇到罗托鲁瓦机票单程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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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六晚南岛西海岸自由行 

 
编号/GSN17L-7SMW34 
 

第一天 抵达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国际机， 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前往酒

店入住休息。剩余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顿，坎

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

了蒂卡波湖，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

好牧羊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

参观好牧羊人教堂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

公园。在此，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

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风景之一。之后从库克

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光

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

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

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

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尔福德峡湾

（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大奇景的峡

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

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Eglinton Valley）以

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

湾的奇迹时，你会不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

回皇后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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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皇后镇 

早餐短暂的自由活动，之后前往中部奥塔哥（Otago）中心地区和特威泽尔（Twizel）。继而沿着散发

着蓝色湖水中倒入牛奶般的梦幻色彩的普卡基湖（Lake Pukaki）海岸北上，穿过坎特伯雷的平原

（Canterbury Plains）到达美丽的基督城 

 

 

第五天 皇后镇- 福克斯冰川 

早餐后离开皇后镇，前往福克斯冰川小镇。福克斯冰

川 – 全长13公里 ，从南阿尔卑斯山2500米的高处倾

斜而下，地势较低的冰川表面不断融化，汇入岩石间

的溪谷中，形成冰冷的河流。河流两侧周围被浓郁树

丛包围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流连忘返。 

 

第六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皇后镇 

前往格雷茅斯参观霍基蒂卡小镇（Hokitika），欣赏当地特色的高品质的手工艺品，比如新西兰特有的

毛利玉。之后旅行从格雷茅斯出发，搭乘阿尔卑斯山号（TRANZ ALPINE ）高山火车，穿过风景优美，

山脉壮观的亚瑟山口。当抵达基督城后，您将乘坐大巴前往您在基督城所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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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

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GSN17L-7SMW34 
 

七天六晚南岛西海岸自由行 

 

 

第一天 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三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四天 皇后镇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五天 皇后镇-福克斯冰川 前往福克斯冰川，中途经过瓦纳卡。（早餐/---/---） 

第六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基督城。（早餐/---/---） 

       上午抵达格雷茅斯 

       下午从格雷茅斯乘坐高山火车到达基督城 

       到达基督城火车站，坐大巴到达入住酒店。  

第七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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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含: 6 晚酒店 + 6 早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福克斯/ GLACIER COUNTRY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福克斯/ FRANZ JOSEF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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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七晚南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8NSM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

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

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

将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

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

大自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

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

息入住。 

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的毛利Hangi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

瓦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

毛利族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

历史文物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

池。坐落在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

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

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

达 30 米高（90 英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

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

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

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

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

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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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

和动物群，包括奇异鸟等大量

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

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

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

濒临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

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

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

生物，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最大的

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

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

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罗托鲁瓦-飞往-基督城 

前往罗托鲁瓦国内机场去乘坐飞往基督城的国内航班。抵达基督城后，您将会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

店入住。 

第五天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

阿什伯顿，坎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

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

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了蒂卡波湖，绝

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

羊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人教堂后继续

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

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风景之一。 

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光

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翻过林迪斯

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

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

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

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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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

大奇景的峡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

（Eglinton Valley）以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湾的奇迹时，你会不

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店。 

 

第七天 皇后镇-基督城 

早餐短暂的自由活动，之后前往中部奥塔哥（Otago）中心地区和特威泽尔（Twizel）。继而沿着散发

着蓝色湖水中倒入牛奶般的梦幻色彩的普卡基湖（Lake Pukaki）海岸北上，穿过坎特伯雷的平原

（Canterbury Plains）到达美丽的基督城。 

 

第八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

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GSN17L-8NSM34 

 

八天七晚南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飞往-基督城 送往客人去往罗托鲁瓦机场，到达基督城后，把客人送往酒

店.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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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六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七天 皇后镇-基督城 出发返回基督城（快车）。（早餐/---/---） 

第八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7 晚酒店 + 7 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福克斯/ GLACIER COUNTRY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BAY PLAZ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福克斯/ FRANZ JOSEF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WEST PLAZA HOTEL 或同级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惠灵顿到基督城机票单程外额外收费***  



WE LOVE NEW ZEALAND SIC PACKAGE 

 

50 

 

八天七晚南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8NWFS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

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将登

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气，

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自

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息入住。 

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的毛利

Hangi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 惠灵顿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

瓦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

毛利族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

历史文物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

池。坐落在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

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

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

达 30 米高（90 英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

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

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

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

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

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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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

和动物群，包括奇异鸟等大量

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

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

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

濒临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

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

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

生物，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最大的

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

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

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下午出发前往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中途经过陶波湖（Lake Taupo）. 

第四天惠灵顿-飞往-基督城 

享用完西施早餐后，送您前往惠灵顿机场，乘坐飞

往基督城的航班。 

基督城，一座以英国遗产而闻名的城市，位于新西

兰南岛的东海岸。典雅精致的平底小船，仅靠滑动

一根篙的推动，游曳在宁静美丽的雅芳河 (Avon 

River)上，蜿蜒曲折的穿梭于市中心。河水的岸边

是自行车道，基督城区最大具规模的哈格利公园

（Hagley Park）和基督城植物园（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抵达基督城后，会将您送往入

住的酒店，剩余时间安排自由活动。 

第五天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顿，坎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

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了蒂卡波湖，绝

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

羊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人教堂后继续

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

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

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风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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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

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

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第六天皇后镇 

今天是放松美好的一天，全天自由活动！不论您想乘坐一次刺激的喷射快艇（Jet Boating），体验一

场惊心动魄的蹦极（Bungy Jumping），还是与家人朋友漫步在美丽的花园，来一次放松的湖景游船, 

或者乘坐直升飞机飞上云霄，鸟瞰壮美景色，揽尽本地的绝美风光，皇后镇都有各种选择。 

 

第七天皇后镇-基督城 

早餐短暂的自由活动，之后前往中部奥塔哥（Otago）中心地区和特威泽尔（Twizel）。继而沿着散发

着蓝色湖水中倒入牛奶般的梦幻色彩的普卡基湖（Lake Pukaki）海岸北上，穿过坎特伯雷的平原

（Canterbury Plains）到达美丽的基督城。 

 

第八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

愉快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GSN17L-8NWFS34 
 

十一天十晚南北岛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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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四天 惠灵顿-飞往-基督城 送往客人去往惠灵顿机场，到达基督城后，把客人送往酒店. (早餐

/---/---) 

第五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六天 皇后镇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七天 皇后镇-基督城 出发返回基督城（快车）。（早餐/---/---） 

第八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7 晚酒店 + 7 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福克斯/ GLACIER COUNTRY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BAY PLAZ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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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福克斯/ FRANZ JOSEF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WEST PLAZA HOTEL 或同级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惠灵顿到基督城机票单程外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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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八晚南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9NWFSM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

后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

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

将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

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

大自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

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

息入住。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

的毛利Hangi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惠灵顿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

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

族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

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

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

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

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

雕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

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术

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

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奇异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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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濒临灭绝

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来自世界

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

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

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

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

规模最大的农场特色表

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

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

并配有现场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

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

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下午出发前往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中途经过陶波湖（Lake Taupo） 

 

第四天 惠灵顿-飞往-基督城 

享用完西施早餐后，送您前往惠灵顿机场，乘坐

飞往基督城的航班。 

基督城，一座以英国遗产而闻名的城市，位于新

西兰南岛的东海岸。典雅精致的平底小船，仅靠

滑动一根篙的推动，游曳在宁静美丽的雅芳河 

(Avon River)上，蜿蜒曲折的穿梭于市中心。河

水的岸边是自行车道，基督城区最大具规模的哈

格利公园（Hagley Park）和基督城植物园

（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抵达基督城后，会将您送往入住的酒店，剩余时间安排自由活

动。 

 

 

 

 

 

 

 

 



WE LOVE NEW ZEALAND SIC PACKAGE 

 

57 

 

第五天 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顿，坎特

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

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了蒂

卡波湖，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羊人教

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人教堂

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您可以自费

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风景之一。 

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

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

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第六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

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

为世界第八大奇景的峡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

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Eglinton Valley）以

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

个雄伟的峡湾的奇迹时，你会不得不赞叹冰河

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布奇景，给予

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店。 

 

第七天 皇后镇 

今天是放松美好的一天，全天自由活动！不论您想乘坐一次刺激的喷射快艇（Jet Boating），体验一

场惊心动魄的蹦极（Bungy Jumping），还是与家人朋友漫步在美丽的花园，来一次放松的湖景游船, 

或者乘坐直升飞机飞上云霄，鸟瞰壮美景色，揽尽本地的绝美风光，皇后镇都有各种选择。 

 

第八天 皇后镇-基督城 

早餐短暂的自由活动，之后前往中部奥塔哥（Otago）中心地区和特威泽尔（Twizel）。继而沿着散发

着蓝色湖水中倒入牛奶般的梦幻色彩的普卡基湖（Lake Pukaki）海岸北上，穿过坎特伯雷的平原

（Canterbury Plains）到达美丽的基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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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

的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6NWFSM34 
 

九天八晚南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惠灵顿。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

歌顿农场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四天 惠灵顿-飞往-基督城 送往客人去往惠灵顿机场，到达基督城后，把客人送往酒店. (早餐

/---/---) 

第五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六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七天 皇后镇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八天 皇后镇-基督城 出发返回基督城（快车）。（早餐/---/---）  

第十一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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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含: 8 晚酒店 + 8 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惠灵顿/ BAY PLAZ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WEST PLAZA HOTEL 或同级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惠灵顿到基督城机票单程外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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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八晚北岛&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10NSWM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

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

将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

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

大自然的奇妙。然后经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

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

息入住。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

的毛利Hangi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

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展

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华卡

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

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

的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

观摩雕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惊

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代代

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里

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奇异鸟等

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池。漫步

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濒临灭绝生物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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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

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

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

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

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

规模最大的农场特色表

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

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

并配有现场同步中文解

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

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

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罗托鲁瓦-飞机-基督城 

前往罗托鲁瓦国内机场去乘坐飞往基督城的国内航班。抵达基督城后，您将会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

店入住。 

 

第五天 基督城 – 库克山 – 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顿，坎特

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

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了

蒂卡波湖，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羊

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

人教堂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您

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

山风景之一。 

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

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

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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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

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

为世界第八大奇景的峡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

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Eglinton Valley）以

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

个雄伟的峡湾的奇迹时，你会不得不赞叹冰河

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布奇景，给予

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店。 

 

第七天 皇后镇 

今天是放松美好的一天，全天自由活动！不论您想乘坐一次刺激的喷射快艇（Jet Boating），体验一

场惊心动魄的蹦极（Bungy Jumping），还是与家人朋友漫步在美丽的花园，来一次放松的湖景游船, 

或者乘坐直升飞机飞上云霄，鸟瞰壮美景色，揽尽本地的绝美风光，皇后镇都有各种选择。 

 

第八天 皇后镇- 福克斯冰川 

早餐后离开皇后镇，前往福克斯冰川小镇。福克斯冰

川 – 全长13公里 ，从南阿尔卑斯山2500米的高处倾

斜而下，地势较低的冰川表面不断融化，汇入岩石间

的溪谷中，形成冰冷的河流。河流两侧周围被浓郁树

丛包围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流连忘返。 

 

第十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皇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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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格雷茅斯参观霍基蒂卡小镇（Hokitika），欣赏当地特色的高品质的手工艺品，比如新西兰特有的

毛利玉。之后旅行从格雷茅斯出发，搭乘阿尔卑斯山号（TRANZ ALPINE ）高山火车，穿过风景优美，

山脉壮观的亚瑟山口。当抵达基督城后，您将乘坐大巴前往您在基督城所住酒店。 

 

 

第十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

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10NSWM34 
 

 

十天九晚南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 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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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飞往-基督城 送往客人去往罗托鲁瓦机场，到达基督城后，把客人送往酒

店. (早餐/---/---) 

第五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六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七天 皇后镇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八天 皇后镇-福克斯冰川 前往福克斯冰川，中途经过瓦纳卡。（早餐/---/---） 

第九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基督城。（早餐/---/---） 

       上午抵达格雷茅斯 

       下午从格雷茅斯乘坐高山火车到达基督城 

       到达基督城火车站，乘坐巴士前往酒店入住。 

第十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9 晚酒店 + 9 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惠灵顿/ BAY PLAZ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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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WEST PLAZA HOTEL 或同级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罗托鲁瓦到基督城机票单程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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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天十晚南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11NWFSWM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梭巴士抵达酒店入

住。剩下时间进行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

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蒂阿瓦穆图, 和奥托

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萤火虫洞。您将登上洞内的小

船，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起屏声静气，欣赏由成千上万

萤火虫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自然的奇妙。然后经过

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地, 抵达著名的地热之城-罗

托鲁瓦，并在此休息入住。同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

舞表演和传统的毛利Hangi晚餐。 

 

第三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鲁瓦

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毛利

族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艺及历史文物

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及泥浆池。坐落在

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

尺）。在蒂普亚，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

统的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师现场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

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

惊叹的艺术品。了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

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园。在这

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奇异

鸟等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

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濒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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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生物昼夜的自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来自

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

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

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

统，规模最大的农场特色表

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熟的剪

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同

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

羊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

范剪羊毛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精彩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捧腹大笑，同时会邀请幸运

观众上台亲手挤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四天 罗托鲁瓦-惠灵顿 

今天出发前往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中途经过陶波湖（Lake Tau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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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惠灵顿-飞往-基督城 

享用完西施早餐后，送您前往惠灵顿机场，乘坐

飞往基督城的航班。 

 

基督城，一座以英国遗产而闻名的城市，位于新

西兰南岛的东海岸。典雅精致的平底小船，仅靠

滑动一根篙的推动，游曳在宁静美丽的雅芳河 

(Avon River)上，蜿蜒曲折的穿梭于市中心。河

水的岸边是自行车道，基督城区最大具规模的哈

格利公园（Hagley Park）和基督城植物园

（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 

 

抵达基督城后，会将您送往入住的酒店，剩余时间安排自由活动。 

 

 

第六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

阿什伯顿，坎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

锡地区前往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

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Lake 

Tekapo）。既然到了蒂卡波湖，绝

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

羊人教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牧羊人教堂后继续

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园。在此，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风景之一。 

 

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

翻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跨过历史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

满罗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后前往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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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尔福

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

大奇景的峡湾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Mirror 

Lakes）、荷马隧道（Homer Tunnel）、亨利峡谷

（Eglinton Valley）以及克雷道谷(Cleddau 

Valley)。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湾的奇迹时，你

会不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

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酒

店。 

 

第八天  皇后镇 

今天是放松美好的一天，全天自由活动！不论您想乘坐一次刺激的喷射快艇（Jet Boating），体验一

场惊心动魄的蹦极（Bungy Jumping），还是与家人朋友漫步在美丽的花园，来一次放松的湖景游船, 

或者乘坐直升飞机飞上云霄，鸟瞰壮美景色，揽尽本地的绝美风光，皇后镇都有各种选择。 

 

第九天  皇后镇- 福克斯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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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离开皇后镇，前往福克斯冰川小镇。福克斯冰川 – 全长 13 公里 ，从南阿尔卑斯山 2500 米的

高处倾斜而下，地势较低的冰川表面不断融化，汇入岩石间的溪谷中，形成冰冷的河流。河流两侧周围

被浓郁树丛包围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流连忘返。 

 

第十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皇后镇 

前往格雷茅斯参观霍基蒂卡小镇（Hokitika），欣赏当地特色的高品质的手工艺品，比如新西兰特有的

毛利玉。之后旅行从格雷茅斯出发，搭乘阿尔卑斯山号（TRANZ ALPINE ）高山火车，穿过风景优美，

山脉壮观的亚瑟山口。当抵达基督城后，您将乘坐大巴前往您在基督城所住酒店。 

 

第十一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的

新西兰之旅。 

 

 

 

 

 

报价编号： GSN17L-11NWFSWM34 
 

 

十一天十晚南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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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罗托鲁瓦。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惠灵顿 上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五天 惠灵顿-飞往-基督城 送往客人去往惠灵顿机场，到达基督城后，把客人送往酒店. (早餐

/---/---) 

第六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七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八天 皇后镇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九天 皇后镇-福克斯冰川 前往福克斯冰川，中途经过瓦纳卡。（早餐/---/---） 

第十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基督城。（早餐/---/---） 

       上午抵达格雷茅斯 

       下午从格雷茅斯乘坐高山火车到达基督城  

第十一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10 晚酒店 + 10早餐 + 1 晚餐 

 

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福克斯/ GLACIER COUNTRY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BAY PLAZA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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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福克斯/ FRANZ JOSEF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WEST PLAZA HOTEL 或同级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惠灵顿到基督城机票单程外额外收费*** 

 

  



WE LOVE NEW ZEALAND SIC PACKAGE 

 

73 

 

 

十三天十二晚北岛&南岛自由行 

 
编号/GSN17L-13NWFSWM34 
 

第一天 抵达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并乘坐机场穿

梭巴士抵达酒店入住。剩下时间进行

自由活动。 

 

 

 

 

第二天 奥克兰 

奥克兰市的半天城市游览从美丽的伊甸山

（Mt Eden）开始，在那里您可以欣赏整个

奥克兰市及其美丽的海港美景。之后继续

前往帕内尔（Parnell）和玫瑰花园（Rose 

Garden），以及奥克兰市立公园

（Domain）和博物馆，了解新西兰的历史

和文化。继而前往北奥克兰高级住宅区包围的迷神湾（Mission Bay)和奥克兰海滨。 

 

 

第三天  奥克兰 – 怀托摩 – 罗托鲁瓦 

早餐后我们乘车南下，经过美丽的汉密尔顿，

蒂阿瓦穆图, 和奥托罗昂格，我们到达怀托摩

萤火虫洞。您将登上洞内的小船，与来自各地

的游客一起屏声静气，欣赏由成千上万萤火虫

组成的闪闪星河，感叹大自然的奇妙。然后经

过卡拉皮罗湖和菲茨杰拉德林地, 抵达著名的

地热之城-罗托鲁瓦，并在此休息入住。同

时，将享受著名的毛利战舞表演和传统的毛利

Hangi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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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罗托鲁瓦 

今天，您将进行罗托鲁瓦深度游，并参观罗托

鲁瓦三个最著名的景点。前往具有浓郁地域特

色的毛利族文化村-蒂普亚，参观毛利族的手工

艺及历史文物展示，观赏颇为壮观的地热喷泉

及泥浆池。坐落在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中的普

胡图间歇泉（Pohutu Geyser）堪称是新西兰最

著名的温泉，每天可喷发 20 次，沸腾的泉水直

冲云霄可达 30 米高（90 英尺）。在蒂普亚，

工艺精湛的工艺师傅仍在教授传统的雕刻和编织艺术及工艺。游览蒂普亚的游客们可以观摩雕刻师现场

雕刻艺术品（其中既有学徒也有师傅）以及编织工匠将一束束的剑麻叶子编织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了

解这些古老的毛利文化技艺是怎样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参观新西兰原生态公园-彩虹泉野生公

园。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原生植物群和动

物群，包括奇异鸟等大量当地鸟类，此外还有

一个巨大的野生鳟鱼池。漫步在原始森林中，

游客们可以看到新西兰濒临灭绝生物昼夜的自

然生存环境，了解 Kiwi 鸟的孵化并亲密接触

鳟鱼 、大蜥蜴、鸟类等生物，以及来自世界

各地的珍稀动物。 

 

然后我们将去爱歌顿农场去亲身体验真正的牧场生活。在这里您可以观赏到新西兰最传统，规模最大的

农场特色表演。表演由一位技术娴熟的剪羊毛高手主持，并配有现场同步中文解说。十九只冠军级绵羊

依次登台，主持人将当场示范剪羊毛

及绵羊的拍卖会。牧羊犬赶羊的精彩

表演再加上幽默的解说词令人捧腹大

笑，同时会邀请幸运观众上台亲手挤

牛奶和进行喂小羊喝羊奶竞赛，把整

个表演推上高潮。 

第五天   罗托鲁瓦-惠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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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发前往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中途经过陶波湖（Lake Taupo）. 

 

第六天  惠灵顿- 飞往- 基督城 

享用完西施早餐后，送您前往惠灵顿机场，乘坐

飞往基督城的航班。 

基督城，一座以英国遗产而闻名的城市，位于新

西兰南岛的东海岸。典雅精致的平底小船，仅靠

滑动一根篙的推动，游曳在宁静美丽的雅芳河 

(Avon River)上，蜿蜒曲折的穿梭于市中心。河

水的岸边是自行车道，基督城区最大具规模的哈

格利公园（Hagley Park）和基督城植物园

（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 

 

抵达基督城后，会将您送往入住的酒店，剩余时间安排自由活动。 

 

第七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早餐后， 从基督城出发，乘车穿过阿什伯

顿，坎特伯雷大平原和麦坎锡地区前往因

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美而闻名的蒂卡波湖

（Lake Tekapo）。既然到了蒂卡波湖，绝

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在湖边的好牧羊人教

堂（Good Shepherd and take）。参观好

牧羊人教堂后继续前行到达库克山国家公

园。在此，您可以自费选择乘坐观光飞机来欣赏新西兰最美的高山风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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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出发,途经奥玛拉玛-毛利语为

“光地”（究其意即这儿的天空格外纯净清澈），翻

过林迪斯山口到达水果小镇克伦威尔。最后跨过历史

淘金区，多岩的卡瓦劳峡谷，抵达依山傍水、充满罗

曼蒂克、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观赏新西兰第

三大湖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随

后前往酒店休息。 

 

第八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后，出发前往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沿途观赏誉为世界第八

大奇景的峡弯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荷马隧道、亨利峡谷。我们在探索这个雄伟的峡湾的奇迹

时，你会不得不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雪山瀑布奇景，给予您难忘的经历。之后返回皇后镇

酒店。 

 

第九天 皇后镇  

今天是放松美好的一天，全天自由活动！不论您想乘坐一次刺激的喷射快艇（Jet Boating），体验一

场惊心动魄的蹦极（Bungy Jumping），还是与家人朋友漫步在美丽的花园，来一次放松的湖景游船, 

或者乘坐直升飞机飞上云霄，鸟瞰壮美景色，揽尽本地的绝美风光，皇后镇都有各种选择。 

 

第十天 皇后镇-福克斯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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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离开皇后镇，前往福克斯冰川小镇。福克斯冰川 – 全长13公里 ，从南阿尔卑斯山2500米的高

处倾斜而下，地势较低的冰川表面不断融化，汇入岩石间的溪谷中，形成冰冷的河流。河流两侧周围被

浓郁树丛包围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流连忘返。 

 

第十一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皇后镇 

前往格雷茅斯参观霍基蒂卡小镇（Hokitika），欣赏当地特色的高品质的手工艺品，比如新西兰特有的

毛利玉。之后旅行从格雷茅斯出发，搭乘阿尔卑斯山号（TRANZ ALPINE ）高山火车，穿过风景优美，

山脉壮观的亚瑟山口。当抵达基督城后，您将乘坐大巴前往您在基督城所住酒店。 

 

 

第十二天 基督城 

今天一整天自由活动，您可以漫步在基督城市中心消磨时光，或者去纪念品店选择礼物给您的家人和朋

友。 

 

第十三天 基督城返程 

早餐后前往基督城国际机场结束您愉快

的新西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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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编号：GSN17L-13NWFSW34 
 

十三天十二晚南北岛自由行 

 

 

第一天 奥克兰  抵达奥克兰, 接机入住酒店。( ---/----/--- )  

第二天 奥克自  奥克兰半日游。（早餐/---/---） 

第三天  奥克兰-怀托摩-罗托鲁瓦。乘车去怀托摩萤火虫洞之后到达罗托鲁瓦。(早餐/--/HANGI 晚

餐)。 含怀托摩萤火虫洞门票。晚上酒店观看毛利表演和享用 HANGI 晚餐。 

第四天 罗托鲁瓦 上午参观罗托鲁瓦著名旅游景点, 含景点蒂普亚，彩虹泉野生公园，爱歌顿农场

表演。下午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五天 罗托鲁瓦-惠灵顿 出发去惠灵顿。（早餐/---/---） 

第六天 惠灵顿-飞往-基督城 送往客人去往惠灵顿机场，到达基督城后，把客人送往酒店. (早餐

/---/---) 

第七天 基督城-库克山-皇后镇 前往皇后镇，中途经过库克山。（早餐/---/---） 

第八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皇后镇  

      出发去米尔福德峡湾并返回皇后镇。（早餐/---/---） 

第九天 皇后镇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十天 皇后镇-福克斯冰川 前往福克斯冰川，中途经过瓦纳卡。（早餐/---/---） 

第十一天 福克斯冰川-格雷茅斯-火车-基督城。（早餐/---/---） 

       上午抵达格雷茅斯 

       下午从格雷茅斯乘坐高山火车到达基督城 

       到达基督城火车站，乘坐巴士前往酒店入住。 

第十二天 基督城 自由活动一天。（早餐/---/---）  

第十三天 基督城返程。送客人去往基督城国际机场。(早餐/---/---)  

 

费用包含: 12 晚酒店 + 12早餐 + 1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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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酒店: 

三星： 

  奥克兰 / 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罗托鲁瓦 /  SUDIMA ROTORUA HOTEL 或同级 

  基督城/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HEARTLAND ALINE HOTEL 或同级同级 

  福克斯/ GLACIER COUNTRY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BAY PLAZA HOTEL 或同级 

 

四星： 

  奥克兰 /  GRAND MILLENNIUM HOTEL或同级 

  罗托鲁瓦 /  RYDGES HOTEL或同级 

  基督城 / RENDEZVOUS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 / RYDGES HOTEL 或同级 

  福克斯/ FRANZ JOSEF HOTEL 或同级 

  惠灵顿/ WEST PLAZA HOTEL 或同级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基督城到奥克兰机票单程外额外收费*** 

 

 ***新西兰国内航空从惠灵顿到基督城机票单程外额外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