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新西兰南北岛9日游（基督城周一出发）•含餐食门票

游览国家：新西兰

上下车地点：

Christchurcn 基督城

住宿：当地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中文导游+自助游

行程安排：

基督城-蒂卡波湖-库克山-克伦威尔-皇后镇-箭镇-蒂阿娜-米佛峡湾-但尼丁-奥玛鲁-基督城-奥克兰-维

多摩-霍比屯-罗托鲁阿-奥克兰

 第1天基督城 蒂卡波  

    
 行程概述  

  
搭乘早班机前往花园城市 - 【基督城】。午餐后前往著名观星小镇蒂卡波。于【蒂卡波
湖】畔免费品尝由碧绿湖水孕育而成的全世界最高海拔三文鱼。入住湖畔酒店，让您回
味无穷。

 

 上团地点  
  Christchurcn 基督城  
    
    

全天  

*预定需二次确认
*国际航班不得晚于13:30抵达基督城。12:00-13:30抵达基督城航班午餐敬请自理。团
队3点离开基督城，如果因航班延误耽误行程，请客人自行赶往下一站。
      

蒂卡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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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包含午，晚餐  
    

 酒店住宿：Godley Resort 或同级 （旺季或入住 Heritage Hotel Omarama
或周边同级酒店）

 
    
    

 第2天蒂卡波 库克山 克伦威尔 皇后镇  

    
 行程概述  

  

酒店享用丰盛早餐后，前往巍峨宏伟的【库克山国家公园】，您可选择自费游览震撼人
心的【塔斯曼冰河】。当您乘坐橡皮艇穿梭于形状各异的冰山之间，聆听职业冰川导游
婉婉动人的解说，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您也可选择步道遥看仿佛是悬挂着的冰河。团
友们请留意，今日的午餐因游览冰河的缘故，需自行安排用餐时间及餐费。午餐后，我
们前往度假圣地皇后镇，途中造访【水果小镇】“果园之乡—克伦威尔”
请勿错过品尝各类新鲜瓜果的良机。

 

    
    

全天  

      

库克山国家公园

 

水果小镇

 

塔斯曼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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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斯曼冰河] 
新西兰被誉为冰川的故乡，塔斯曼冰川位于新西兰南岛库克山国家公园的塔斯曼湖中，
为新西兰最长的冰川，长27千米，宽4千米，面积101平方千米，厚度可达600米，高于海
平面3000米，为世界上最长的冰川之一。

 

    
    

 餐饮：包含早，晚餐  
    

 酒店住宿：皇后镇MERCURE HOTEL或同级  
    
    

 第3天皇后镇 箭镇 蒂阿娜  

    
 行程概述  

  
酒店内享用丰盛西式营养自助早餐，前往【箭城】，参观 70 年代首批华人登陆奥塔哥淘
金遗址。 皇后镇享用午餐后搭乘【高空缆车】，以 360度广角视野将皇后镇美景尽收眼
底。随后前往美丽的冰湖镇蒂阿娜。

 

    
    

全天  

      

蒂阿娜镇

 

皇后镇天际缆车

  



  

[蒂阿娜镇] 
蒂阿娜镇座落在美丽的蒂阿娜湖边，与峡湾国家公园交界，是徒步者的天堂，也是前往
峡湾的最近门户。蒂阿娜距离皇后镇2小时车程，米尔福德公路始于蒂阿娜镇中心。如果
你计划参观峡湾，那么蒂阿娜是最佳的大本营
[皇后镇天际缆车] 
位于皇后镇最高点的空中缆车，于饮食与娱乐为一体，是在皇后镇旅游期间必去的旅游
景点，在最高处俯瞰皇后镇的空中缆车是最先吸引皇后镇游客的景点之一。乘坐空中缆
车登上鲍勃峰后，你可以领略摄人魂魄的风光。你可以在此放松身心，俯瞰皇后镇的绚
丽景色。咖啡馆、餐厅、雪橇赛道、观星、毛利哈卡歌舞表演和山地自行车，各种活动
丰富你的旅行体验。

 

    
    

 餐饮：包含三餐  
    

 酒店住宿：蒂阿娜Distinction Hotel或同级  
    
    

 第4天蒂阿娜 米福尔峡湾 蒂阿娜  

    
 行程概述  

  
酒店享用丰富营养早餐。出发前往【米福尔峡湾】，搭乘游轮畅游堪称世界八大奇景之
一的米福尔峡湾。沿途欣赏壮丽的纽西兰第一大国家公园， 镜湖，峡谷，洞中瀑布，温
带雨林，峰峦和花冈石的悬岩及壮观的瀑布飞流直泻之气势。如果运气好﹐您可以欣赏
到海狮，企鹅，海豚等。并于游轮上享用豪华自助午餐。

 

    
    

全天  

      

米福尔峡湾

 

蒂阿娜湖

  

  

[米福尔峡湾] 
米尔福德峡湾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位于新西兰南岛的西南部峡湾国家公园内的一处
冰河地形。陡峭、嶙峋的悬崖自平静黑暗的水面穿出，岩壁上生长着茂密的雨林，瀑布
从数百米高的地方飞泻入海。
[蒂阿娜湖] 
蒂阿娜湖，被称为“南阿尔卑斯山的珍珠”
。犹如仙境一般安静美丽，水域广阔，是新西兰第二大湖。你可以泛舟之上，可以参观
萤火虫洞穴，还可以欣赏生活在峡湾的濒临绝种的鸟类物种，参观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
中心。

 

    
    

 餐饮：包含三餐：酒店丰盛西式早餐，豪华游轮自助午餐，晚餐  
    

 酒店住宿：蒂阿娜Distinction Hotel或同级  



    
    

 第5天蒂阿娜 丹尼丁 奥玛鲁  

    
 行程概述  

  
酒店内享用丰盛西式营养早餐，出发前往纽西兰最古老的城市【丹尼丁】。午餐后市内
观光包括【奥塔哥大学】，古老火车站，世界最陡峭的街道【博文街】，第一大教堂
……
下午前往【奥玛鲁】，途中更会观赏东海岸海滩上非常独特的【毛利圆石】。 到达奥玛
鲁后观赏世界最小的企鹅——神仙企鹅，阿娜多姿归巢。

 

    
    

全天  

      

奥塔哥大学

 

摩拉基大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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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拉基大圆石] 
位于奥玛鲁以南40公里处的摩拉基海滩上散布着很多圆形巨石。也有一些大圆石分布在
砂岩峭壁的周围，每块巨石都重达数吨，高达两米。据毛利人传说，几百年前，独木舟
阿雷德欧鲁在将要在新西兰靠岸时翻船，船上的很多葫芦被冲上岸，就形成了今天我们
看到的大圆石。 
对此，科学家的解释是这些大圆石是方解石凝结物，形成于六千五百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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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三餐  
    

 酒店住宿：奥玛鲁Brydone hotel OAMARU或周边同级  
    
    

 第6天奥玛鲁 基督城 奥克兰  

    
 行程概述  



  酒店内享用西式营养早餐，从奥玛鲁出发，沿东海岸经【坎特伯雷大平原】抵达基督城。
市区观光并享用潮式午餐。搭乘下午航机返回奥克兰。

 

    
    

全天  

*请预定下午 15：00 以后离开基督城的航班。
      

坎特伯雷大平原

 
 

  
[坎特伯雷大平原] 
新西兰东部的坎特伯雷大平原从银色沙滩的海岸线绵延到雪峰皑皑的南阿尔卑斯山脉西
部，是不可错过的旅游胜地。穿云破雾的库克山海拔3754米，是新西兰最高点，也是攀
岩和探险爱好者的乐土。

 

    
    

 餐饮：包含早，午餐  
    

 酒店住宿：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第7天奥克兰 维多摩 陶波 罗吐鲁阿  

    
 行程概述  

  
酒店享用早餐后，安排奥克兰市区观光﹕游览著名的【伊甸山】，前往【百万豪宅街】
及【玫瑰园】，观赏新西兰最大的跨海大桥-【海港大桥】。游览市中心【皇后街】，新
城市广场，百老汇大街。

 

    
    

全天  

      

伊甸山

 

海港大桥

 

皇后大街

  



  

[伊甸山] 
伊甸山(Mount Eden
)位于市中心以南约5公里处，是一死火山的火山口。海拔196米，站在山顶可以将市区和
附近的海面一览无遗。山顶设有瞭望台，视野开阔，是眺望市景的好地方。过去，被毛
利人称为“帕”
的堡垒也位于此，从瞭望台向下看，看见的是呈倒圆锥形的火山口，如今，人们在这里
放牧养牛。
[海港大桥] 
奥克兰海港大桥是奥克兰极富代表性的一处景致。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
怀提玛塔海港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海港大桥与停泊在奥克兰艇俱乐部的万柱桅杆，
组成了一幅壮观美丽的图画。
 
[皇后大街] 
皇后街（Queen Street
）是奥克兰市中心的重要商业街，该大街长约3公里，北起奥克兰滨水区，南至卡朗加黑
皮路。皇后街建于1840年，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皇后街两旁的建筑是一大看点，爱德
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奥克兰码头大楼、19世纪希腊复兴式风格的新西兰银行大厦、英国哥
特式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英国殖民风格的奥克兰市政厅，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与
现代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冲突又和谐。

 

    
    

 餐饮：包含三餐  
    

 酒店住宿：Auckland City Hotel 或同级  
    
    

 第8天奥克兰 萤火虫洞 霍比屯 罗托鲁亚  

    
 行程概述  

  

新西兰最长的怀卡托河，前往纽西兰国宝景点之一的【维多摩】，游览享有世界七大奇
景之一的【钟乳石萤火虫洞】，深入地下 100 公尺， 洞内生长著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钟
乳石，甚为珍奇。午餐后前往【马塔马塔小镇】以外的亚历山大家族的牧场，这里是电
影《指环王》及《霍比特人》拍摄地，如今被人们称为【霍比屯】（霍比特人村）。参
加一个半小时的电影之旅，跟著专业的向导一起探索霍比特的秘密。随后前往温泉之乡 -
【罗托鲁亚】。游览市区：政府花园，罗托鲁亚湖，红木森林等等。享用特色鹿肉晚餐
后，可以自费享受波利尼西亚温泉浴。夜幕降临躺在露天浴场仰望天空点点繁星，一场
舒适无比的温泉浴定能让您舒缓身心，度过一个特别享受的浪漫之夜。

 

    
    

全天  

      

霍比特人村庄

 

Waitmo Cave 维多摩萤火虫洞

 

罗托鲁亚湖

  



  

[霍比特人村庄] 
与影片中一样，霍比特村是一片恬静美丽的世外桃源，小溪依偎着村子静静地流淌，处
处尽是纯凈迷人的田园风情。从奥克兰驱车前往玛塔玛塔小镇，沿途尽是纽西兰地区绵
延起伏的山峦和无数青翠的牧场，「中土世界」的壮丽风景一路伴随，等穿过一个1250
英亩大的牧羊农场，不久就到了隐匿于美丽群峦之间的霍比特村。《指环王》和《霍比
特人》的电影造景在这里完整地保留下来且每天对外开放，在连绵青翠的山坡上，半圆
形的霍比特人洞穴小屋「镶嵌」在半山腰里，错落有致。
 
[Waitmo Cave 维多摩萤火虫洞] 
维多摩萤火虫洞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岸，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是一处活性岩石
洞穴，约在一万五千年前形成。洞穴下方因水流冲积较坚硬的黑石，形成如 球一般圆滑
的黑石滞留在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圆石禁止拿取。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
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萤火虫是该洞穴中最奇特的居民，它们攀附在岩洞深处的上方，
像极了满天星斗般迷样的情景。
[罗托鲁亚湖] 
罗托鲁亚湖位于北岛丰盛湾区的罗托鲁亚，是一个火山口深湖，表面积可达79平方千米，
为新西兰第二大湖泊，也是新西兰最引人入胜的湖泊之一。罗托鲁亚湖长12千米，宽9.7
千米，深10米，是一个平静而又优雅的湖泊，关于它还有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它的湖
水蓝的透明，蓝的发光，蓝的耀眼，湖畔有水上飞机和游船，有的游客兴致勃勃的游湖，
有的在湖畔静静的散步，有的则举起照相机拍摄靓丽的湖景。湖中生活有海鸥、野鸭、
黑天鹅，野鸭在草地上争吃游客扔下的面包，海鸥在空中是四处翻飞，引来大家不停的
拍照，成群的野鸭和黑天鹅在湖中游荡，颇有诗情画意的韵味。

 

    
    

 餐饮：包含三餐：酒店西式早餐，西式午餐，特色鹿肉晚餐  
    

 酒店住宿：IBIS Rotorua Hotel 或同级酒店  
    
    

 第9天罗托鲁亚 奥克兰  

    
 行程概述  

  

参观【爱歌顿农庄】，参加一系列有趣的娱乐活动：剪羊毛秀、挤羊奶、羊毛拍卖、牧
羊犬表演。游览毛利文化村，观赏泥浆地，地热喷泉等奇观，更能在【奇异鸟博物馆】
里一睹纽西兰国鸟——
奇异鸟的风采。搭乘【罗托鲁亚山顶缆车】，以 360 度景观，俯瞰罗托鲁亚市貌全景，
并在山顶餐厅享用丰盛的海鲜自助午餐。下午返回奥克兰。

 

    
    

全天  

*请预定 20：00 以后离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 
      

彩虹温泉奇异鸟野生公园

 

爱歌顿农场

 

罗托鲁亚

 
 



  

[彩虹温泉奇异鸟野生公园] 
新西兰彩虹温泉自然公园（Rainbow Springs
）是新西兰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位于罗托鲁瓦，占地22英亩，这里白天以自然
美景著称，晚上则以梦幻般的灯光点缀。公园里天然的泉水源源不绝地注入小溪及河流，
清澈透底，数千条彩虹鳟鱼和棕色鳟鱼在水中从容嬉戏，还有许多难得一见的稀有动物。
如果你想了解新西兰独特美妙环境和野生动物，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爱歌顿农场] 
来到畜牧业发达的新西兰不可不去当地农场看一看，位于北岛罗托鲁瓦的爱哥顿农场是
新西兰最大最先进的观光农场，面积达150公顷。在这里你可以与红鹿、火鸡、驼鸟、羊
驼、乳牛、小绵羊以及很多你从未见过的羊等动物亲密接触，还能亲手喂食它们。农场
每天都有剪羊毛、挤牛奶等表演秀，十分精彩，乐趣无穷。
[罗托鲁亚] 
罗托鲁瓦，一个观看间歇泉、地热温泉以及泥浆池沸腾的最佳地点。罗托鲁瓦”
在毛利语里是“两个湖”
的意思。这里的热泉及泥浆池多不胜数，到处蒸气弥漫，泥浆跳跃，硫磺味儿十足。泡
地热温泉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躺在热气腾腾的温泉之中，既消解疲劳又松弛身心，舒适
惬意。另一个特色景点是罗托鲁瓦湖，它是罗托鲁瓦16个湖泊中面积最大的，由火山喷
发引致凹陷而成。湖水碧绿清澈，湖里有成群的鳟鱼。在这里，你还可以欣赏到毛利文
化表演，品尝用地热烹煮的传统美食。

 

    
    

 餐饮：包含两餐：酒店丰盛西式早餐，山顶自助午餐  
    

 酒店住宿：无  
    
    

费用说明

注意：

1、儿童价：

2-11岁（含2和11岁）不占床8折！(*注意:儿童不占床位,如需床位请与我们联系!如果是一个大人带小
孩,小孩全价)

2-11岁（含2和11岁）占床9折，联系客服改价！

0-2岁420欧/人。

2、定金：680欧/
人，任何情况下，将不予退还。全额需在出团前 14 天内付清，逾期未缴清费用，本公司订位系统将
自动取消订位，订金不得转让或转用于其它出发日期；7 日内退团者无任何退款。

 

费用包含

豪华旅游巴士●

当地华语导游全程陪同服务●

行程中所列餐食：8早餐，8午餐，7晚餐●



全程三/四星级双人房住宿8晚●

景点门票（皇后镇山顶缆车，米佛峡湾邮轮，蓝眼企鹅，爱歌顿农庄，毛利文化村，萤火虫洞）●

自理费用

国际，国内往返机票●

导游小费：每人每天6纽币●

自选项目费用：直升机，快艇，蹦级跳等●

三人房： 新西兰酒店的三人房默认为一张大床加张小床或行军床。如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在报●

名时事先声明，公司会尽力协调。如酒店无法确认，客人需选择更换房型，产生费用需自理。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

于境外自行加点的餐饮费或酒水费●

单间费用：若1人报名，且无人拼房，需补单人房差价392欧（全程）●

接机费用，每人每趟€20（机场接驳车）●

非人力因素产生的额外费用，如飞机延误、天气、罢工等●

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