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新西兰南岛纯净中线美食6日游

游览国家：新西兰

上下车地点：

住宿：3~4星级酒店住宿（含早）

导游：中文司机兼导游

行程安排：

基督城-蒂卡波湖-库克山国家公园-克伦威尔-皇后镇-箭镇-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蒂安瑙-丹尼丁-奥玛

鲁-基督城

 第1天基督城 蒂卡波  

    
 行程概述  

  

抵达南太平洋富有英式古典气息的基督城后，（导游将根据您的航班抵达时间）带您领
略一下这个美丽的花园城市。参观古老的【坎特伯雷博物馆】、优美的【雅芳河】、【
回忆桥】等。午餐后，前往美丽的【蒂卡波湖】。因湖底特有的青绿色岩石，整个湖面
呈现一种翠绿迷蒙的梦幻景象。雪山环绕，山景湖景交相辉映。随后到达蒂卡波湖畔为
著名的好牧羊人教堂。晚餐品尝三文鱼刺身，夜宿湖边酒店，如果天气晴好，您还可以
自费到约翰山天文台观看浩瀚星空。

 

    
    

全天  

由于该团组报名火爆，需要与我司联系进行二次确认。
*2岁以下（不含2岁）儿童与两位成人同行，儿童不占床位可享受团价原价5折，请下
单后与我司联系更改价格再行付款（此优惠仅付款前可更改，付款后不再享有此优
惠！）
建议航班 : 
抵达航班：免费接机：上午10点或下午15点
回程航班：免费送机：下午3点后从基督城起飞下午2点送机
由于2018年的整个4月份大型活动在蒂卡波(Tekapo)举办，因此住宿将挪至蒂玛鲁(
Timaru)。以至于蒂卡波的夜间自费活动(如观星)将无法进行。
      

坎特伯雷博物馆

 

蒂卡波湖

 

雅芳河

 

 



  

[坎特伯雷博物馆] 
坎特伯雷博物馆开放于1870年，有一系列对新西兰独具意义的杰出藏品。亮点包括毛利
人艺术馆，展出了绝妙的普纳姆（pounamu，一种绿玉）艺术品；南极展厅（Antarctic
Hall）里有1907年在失望岛（Disappointment Island
）遭遇海难的人们使用过的小圆舟；还有种类繁多的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鸟类标本，还
有雕塑般优美的帝企鹅。还有孩子们会喜欢的探索中心（Discovery Centre
）和五彩斑斓的“费雷德和默特尔家的鲍鱼壳小屋”（Fred&Myrtle’s Paua Shell House
）工艺品，匠心独运的艺术品非常值得驻足观赏。
[蒂卡波湖] 
蒂卡波湖坐落于坎特伯雷区，由于其风景如画的美景而知名，已经成为新西兰最受欢迎
的一大旅游景点。蒂卡波湖长27千米，宽6千米，平均深度69米，最深处可达120米，由
于特卡波湖底里特别独有的青绿色的岩石，使整个湖面呈现一种翠绿迷朦的梦幻景象，
让人惊叹不已。去过特卡波湖的人都喜欢用“人间净土”
这四个字来形容它的美丽和雅致，它像是一方远离凡尘的净土，静静的守候着自己的苍
山碧水。特卡波湖被静谧的群山环抱，宁静无浪、清澈见底的湖面倒映着四周常年雪封
的南阿尔卑斯山脉，壮丽无比，常年吸引着摄影爱好者的到来。蒂卡波湖非常适合垂钓、
划船和滑水，足够幸运的话，还能钓到棕鳟和虹鳟，在如此静雅的湖泊胖垂钓也是一种
无尚的享受。
[雅芳河] 
雅芳河泛舟是基督城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无论任何季节，您都可以乘坐典雅精致的
船，游曳在宁静美丽的雅芳河上，技巧娴熟的船夫撑船带领您饱览基督城浪漫的城市风
光。在春夏两季，会看到阳光安静地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小鸭子欢乐地在水中嬉戏
；而在秋天和冬天，则能欣赏到迷人的水上风光。

 

    
    

 餐饮：午餐：上午抵达的客人赠送中式午餐 晚餐：中式三文鱼刺身餐  
    

 酒店住宿：The Godley Resort Hotel Lake Tekapo 或同级3星酒店  
    
    

 第2天蒂卡波湖 库克山国家公园 克伦威尔 皇后镇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库克山国家公园】，库克山国家公园南起阿瑟隘口，西接迈因岭，正处于
南阿尔卑斯山景色最壮观秀丽的中段。在库克山享用西式自助午餐。随后前往南半球顶
级出口品质三文鱼养殖场，参观昨晚品尝过的三文鱼其优质的养殖条件。沿途经过水果
小镇克伦威尔，您可以自费购买当季新鲜水果。在高空弹跳的发源地弹跳桥，您也可自
费挑战自我的极限，体验高空弹跳的刺激。傍晚时分抵达被世界赞誉为度假蜜月胜地的
【皇后镇】。您将在如同世外仙境的【瓦卡蒂普湖畔】，体验如梦如幻般的浪漫与温馨。

 

    
    



全天  

      

库克山国家公园

 

水果小镇

 

瓦卡蒂普湖

 

      

皇后镇

 

 

  

[库克山国家公园] 
库克山国家公园位于新西兰南岛中西部，从450公里长的西海岸向内陆延伸40-90公里。库
克山国家公园是一个狭长的公园，公园长达64千米，最窄处只有 20千米，占地70,696公顷，
冰河面积占40%。库克山国家公园同时拥有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冰川，新西兰全境有27座
海拔超过3050米的雪山，有 22座都位于这个公园内，其中最高的当属库克山，海拔3755
米。库克山毛利语又叫做奥拉基，意为“穿云之山”
，南起阿瑟隘口，西接迈因岭，正处于南阿尔 卑斯山景色最壮观秀丽的中段。库克山非
常壮观，一般比较推荐边欣赏山上可爱的动物，如塔尔羊、红鹿，一边进行短途徒步旅
行。
[水果小镇] 
克伦威尔是由淘金者建立的，但是现在它却盛产有核水果。可以在城市旧址探险，还可
以沉浸在安静的湖边风景之中。克伦威尔位于邓斯坦湖岸上，它有一幅 现代城镇的模样，
但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00年代那个狂热的淘金年代。1980年代，克伦威尔经历了一
场大的变革，小镇的一部分在修建克莱德大坝发电 站的时候被水淹没。小镇具有历史意
义的最好建筑被转移安放，这些旧的建筑也是吸引游客的地方。今天，克伦威尔主要的
产业是水果种植，如果你在夏季来到这里，你会感受到路边水果摊的美味诱惑。旧金矿
遗址包括班脑克伯恩和本迪格，在那里你可以发现矿工村舍废墟。
 
[瓦卡蒂普湖] 
瓦卡蒂普湖形如闪电，是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由于瓦卡蒂普湖形状独特，湖面因此形成
了独特“潮汐”现象（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大型的湖震或“驻波”
），水面每隔25分钟就上升和下降约10厘米。根据毛利人的传说，这是因为在湖底长眠
了一个名叫默特乌的水怪，正是它的心跳导致湖面“潮涨潮落”
的现象。一年四季，游客都可以在瓦卡蒂普湖钓鱼。尤其是绿石河和洛奇河的河口，那
儿鲑鱼数量庞大，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皇后镇] 
皇后镇（Queenstown
，又译昆士敦或昆斯敦）位于新西兰南岛奥塔哥地区的西南部。比邻曾经的淘金地——
箭镇（Arrowtown），这里留有中国 人在新西兰淘金的遗迹——中国村（Arrowtown
Chinese Settlement）。 整个城市环绕建造于Wakatipu湖的入海口，Wakatipu
湖成一个消瘦的“S”
型，附近被非常壮观的群山环绕。景色变化万千、湖光山色宛如仙境。 这里有很多的理
由显示皇后镇为何得名。最主要的理由是当时当地的淘金者为了纪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女王的健康。现在，皇后镇成为了全新西 兰乃至世界闻名的旅游度假
胜地。

 

    



    
 餐饮：早餐：酒店西式 午餐：库克山酒店西式自助 晚餐：中式  

    
 酒店住宿：Copthorne Hotel Queenstown Lakefront 或同级4星酒店  

    
    

 第3天皇后镇 箭镇 皇后镇  

    
 行程概述  

  

早餐后乘车前往昔日热闹的淘金小镇【箭镇】。漫步在箭河边，古老的建筑立于街道两
旁，感受当年数千名中国矿工的生活。午餐后可自由游览【皇后镇】，或自费体验新西
兰的巅峰之旅：刺激而惊险的河段喷射快艇，远古森林步行，四驱车游览魔戒景点。随
后乘坐有近百年历史的TSS
古典蒸汽船游览【瓦卡蒂普湖】，随后抵达湖中岛华特农庄，特别安排在农庄上品尝皇
家自助晚餐。

 

    
    

全天  

（注：TSS
古典蒸汽船每年6月暂停维修，华特农庄晚餐于6月至8月关闭期间将会安排搭乘山顶
缆车及享用山顶自助餐）
      

瓦卡蒂普湖

 

皇后镇四驱越野

 

TSS厄恩斯劳号老式蒸汽船

 

      

达特河谷喷射快艇

 

 



  

[瓦卡蒂普湖] 
瓦卡蒂普湖形如闪电，是新西兰第三大湖泊。由于瓦卡蒂普湖形状独特，湖面因此形成
了独特“潮汐”现象（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大型的湖震或“驻波”
），水面每隔25分钟就上升和下降约10厘米。根据毛利人的传说，这是因为在湖底长眠
了一个名叫默特乌的水怪，正是它的心跳导致湖面“潮涨潮落”
的现象。一年四季，游客都可以在瓦卡蒂普湖钓鱼。尤其是绿石河和洛奇河的河口，那
儿鲑鱼数量庞大，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皇后镇四驱越野] 
4驱越野之旅是皇后镇的四驱越野活动，可深入新西兰偏远地区，带领游客探索采金场的
悠久历史、《指环王》拍摄地的壮丽风光以及高山农场的田园生活。越野活动全部采用
装备齐全的路虎卫士，完美应对一切地形。旅程将穿越船长峡谷、豆蔻镇和天堂镇，向
游客讲述新西兰的拓荒历史，并带其领略诸多电影取景地的美丽景致。
[TSS厄恩斯劳号老式蒸汽船] 
乘皇后镇老式蒸汽船TSS
厄恩斯劳号巡游瓦卡蒂普湖无疑是体验皇后镇美景的最佳方式之一，深受众多著名人士
和广大游客的喜爱，如伊丽莎白女王，菲利普王子，克林顿总统，日本天皇和皇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贾庆林等。90分钟的轻松巡游为你展现皇后镇雄奇壮美的多姿画卷，
同时你还可尽情探索你乘坐的拥有100年历史的蒸汽船，一窥皇后镇辉煌历史。你可以参
观引擎室，观看工作中的巨大蒸汽引擎，浏览迷你博物馆中的历史照片合辑，观摩驾驶
台，或是伴着钢琴师弹奏的音乐高歌一曲。你也可在船上的Promenade
咖啡厅和酒吧品尝葡萄酒，享用精美小吃，度过一段惬意时光。
[达特河谷喷射快艇] 
在这里，神秘、遗产、奇幻与现实交融，达特河谷是您不容错过的探秘宝地！ 这一次惊
险刺激的冒险旅程，快艇将深入闻名于世的阿斯帕林山国家公园中心地带。您不仅能观
赏到令人屏息的美景，还能体验在交错蜿蜒的冰川湖泊中乘快艇纵横驰骋。知识丰富、
幽默风趣的向导将为您讲述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漫步在古老的榉木林中，观赏已有8000
万年悠久历史的森林，参观《指环王》电影中描述中土世界的取景地。

 

    
    

 餐饮：早餐：酒店西式 午餐：中餐 晚餐：皇家农庄豪华自助  
    

 酒店住宿：Copthorne Hotel Queenstown Lakefront 或同级4星酒店  
    
    

 第4天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蒂安瑙  

    
 行程概述  

  

早餐后乘车前往世界奇景【米尔福德峡湾】。通往米尔福德峡湾的道路风景十分优美，
使得全世界的游客都对其流连忘返。道路两旁覆盖着新西兰原始冷温带雨林，途经最大
的天然草原【埃格林顿山谷Eglinton valley】、【镜湖Mirror Lake
】，全长1.27公里的【荷马隧道Homer Tunne】l
等。米尔福德峡湾是一个大自然的奇迹，因两百万年前的冰河运动而产生的深邃峡谷，
奇特壮观。乘坐游轮静静航行在其中，一边享用自助美食，一边欣赏沿途的壮丽美景。
您可以看到两旁的雪山瀑布奔流而下，在离瀑布相当近的地方，可近距离感受雪水雾气
带来的冰凉感受。在这里除了鬼斧神工的自然奇景外，还可能近距离看到海豹。如果幸
运的话，您还可以看到海豚游在船的两旁跟您打招呼呢！夜宿在美丽的【蒂安瑙湖边】，
可自费乘坐渡轮前往参观神奇的蒂安瑙萤火虫洞。

 

    
    



全天  

      

米尔福德峡湾

 

埃格林顿山谷

 

镜湖

  

  

[米尔福德峡湾] 
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
)位于新西兰南岛西南部峡湾国家公园内，处冰河地形，峡湾形成于冰河时期，其深处与
米特峰相差达265米，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乘船可饱览峡湾美景，还能见到海豚、峡
湾企鹅、海豹等水中生物。她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她是“穿越世界的遗产”,也被赞为
“世界最美高山公路”，这里迤逦的自然景观,让你所到之处无不如诗如画。
[埃格林顿山谷] 
埃格林顿山谷; 埃格林顿山谷两旁是耸立的山峰和原始森林，河谷中也有部分平坦的谷地。
埃格林顿山谷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电影《魔戒》也曾在这里取景。
[镜湖] 
Mirror Lake
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湖，据说也是《魔界》的拍摄地之一，湖面清澈透明，没有一丝波澜，
蓝天白云、翠绿丛林、Earl Mountains
雪峰，所有的一切倒影在湖面上，湖中有一块黄绿相间的牌子，Mirror Lake
被别出心裁倒着写在木牌上，湖面倒影清晰明了显示出Mirror Lake
正确顺序的字母，如此平静的湖水，让人心如止境

 

    
    

 餐饮：早餐：酒店西式 午餐：峡湾豪华游轮自助餐 晚餐：中式+龙虾  
    

 酒店住宿：Kingsgate Te Anau 或同级3星酒店  
    
    

 第5天蒂安瑙 丹尼丁  奥玛鲁  

    
 行程概述  

  

早餐后乘车前往素有南爱丁堡之称的丹尼丁，由于整个城市建筑为典型的苏格兰风格，
至今这座城市仍保有浓郁的苏格兰情调。抵达后将参观美丽的【奥塔哥大学】、姜饼屋
似的【火车站】、教堂、体验世界纪录中【全世界最陡的街道博文街】。途径毛利基石
沙滩，根据毛利人的传说这些奇形巨岩是一千年前大航海战舟阿雷德欧鲁号，在岸边沉
没时所滚出来的瓜果。在奥玛鲁参观【蓝企鹅栖息地】，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到袖珍版小
企鹅归巢的有趣情景。天黑后,它们会游到看台下方的岸边，并越过观赏区回到栖息地。

 

    
    



全天  

      

奥塔哥大学

 

丹尼丁火车站

 

世界上最陡街道-博文街

 

      

奥玛鲁小蓝企鹅栖息地

 

 

  

[奥塔哥大学] 
奥塔哥大学位于新西兰的奥塔哥市的首府达尼丁市，该大学成立于1869年，是新西兰第
一所国立大学，也是新西兰年代久远的大学。奥塔哥大学占地面积近两千公顷，并且环
境优美，学术文化气息浓厚，舒适且安逸。学校绿树成荫，绿化面积达到学校面积的百
分之六十，并且建设有古代及现代化建筑。走进奥塔哥大学您能充 分的领略到大学的绿
草成荫，来到大学你不仅能看到学校里面独具特色的古代及现代化建筑，还能领略到学
校的强烈文化气息。学校花草树木种类数量繁多，栽有新西兰及世界得的珍贵名贵树木
及花卉，花园花团锦簇，飘香四溢，走在其中，犹如走进了花的海洋。
[丹尼丁火车站] 
丹尼丁火车站于1906年建成，直至今日，火车站仍保留在此，经过全面的整修，再现昔
日的辉煌。这座颇具佛兰德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采用黑色的玄武岩建成表面上采用白
色的奥玛鲁石灰石作为装饰。其规模恢弘、富丽堂皇，也为建筑师乔治•
特鲁普赢得了姜饼乔治的称号。每年的10月，南岛的主要时装秀都会在这里举办，这也
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T
台。 目前，只有一趟火车仍使用这个火车站，乘坐它饱览当地风光，堪称完美的观光之
旅。火车站一层的大部分地区已改成饭店，二层则是美术馆和体育名人纪念馆。 游人可
以在保存完好的一楼眺望户外美景，也可以漫步站内，欣赏富丽堂皇的内部装潢。
[世界上最陡街道-博文街] 
博文街在但尼丁市中心北边约 3.5 
公里，是列入金氏世界纪录上最陡的街道，坡度达到为 35% (注意不是 35 
度)，此街全长 350 米，爬坡的水平距离大约是 161.2 米，而从底部爬到顶端有 69.2 
米高，换算最斜一段的斜度比率 
1:2.86，每年更有「走斜路斗快比赛」及「滚彩球比赛」(乒乓球上书写参赛者号码置入
桶中，于顶端倒出桶中乒乓球，看谁的球先抵达终点)，甚至有些年轻人坐入垃圾桶(箱)
中，一路下冲而受伤。
[奥玛鲁小蓝企鹅栖息地] 
奥玛鲁小蓝企鹅栖息地是观赏世界最小企鹅的最佳地点。在新西兰与澳洲南部的海岸都
可以见到小蓝企鹅，但是在奥玛鲁，游客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些可爱的动物。它们在港口
地区筑巢安家，而奥玛鲁蓝企鹅栖息地更为游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观赏世界上体
型最小的企鹅捕鱼归巢的样子。每天黄昏，成群的蓝企鹅聚在近海等待天黑，然后它们
会游到岸上的看台下方，爬上陡峭的岸边，到岩壁顶上稍做休息后，再越过观赏区回到
栖息地，巢中它们的伴侣或饥饿的幼鸟正在翘首以盼。

 

    
    

 餐饮：早餐：酒店西式 午餐：中式 晚餐：西式  



    
 酒店住宿：Brydone Hotel Oamaru或同级3星酒店  

    
    

 第6天奥玛鲁 基督城  

    
 行程概述  

   
 上团地点  

  早餐后乘车从奥玛鲁出发，沿着美丽的东海岸一路北上，欣赏沿途如画的风景。中午抵
达基督城后继续在市区进行观光，随后搭机返回，结束6天愉快的新西兰南北岛之旅。

 

    
    

全天  

      

基督城

  

  

[基督城] 
有“花园城市”之称的基督城(Christchurch
)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始建于150年前，城市中到处都是规划整齐的花园。由于早期的
移民多数是英国人，市区历史性的建筑都具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英国人也以“
英国之外，十分像英国的城市”给了基督城一个崭新的定义。

 

    
    

 餐饮：早餐：酒店西式午餐：中式羊腿料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往返旅游巴士1.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费用2.
当地中文导游服务3.
儿童价特殊说明：2位成人带一位5岁以下小孩同住双人间，小孩不占床可享受7折优惠价。4.
小孩占床则与成人同价。一位成人带一位小孩，小孩与成人同价。

自理费用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导1.
致的额外费用。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2.
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3.
单房差。4.
（1）自费景点门票：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景点门票上团后导游统一5.
收取。

（2）午餐晚餐：客人可以选择跟团餐或者自己选择当地美食。

（3）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兼导游4欧元。

包含景点门票及自费一览

包含的景点门票

TSS古典蒸汽船 团费包含;

米尔福德峡湾 团费包含;

蓝企鹅栖息地 团费包含;

三文鱼刺身 团费包含;

库克山享用西式自助午餐 团费包含;

皇家农庄豪华自助 团费包含

峡湾豪华游轮自助餐 团费包含

中式羊腿料理 团费包含

行程中所列其他餐食 团费包含

额外自费项目

司机兼导游小费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兼导游小费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