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家推出：紐西蘭南島八日精華全景逍遙遊 

第 1天：原住地/基督城/格雷茅斯（午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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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穿過南阿爾卑斯山 脈，前往西海岸

最大城鎮格雷茅斯。沿途觀賞被千萬年冰河所切割出 來的獨特地理景觀，欣賞

到荷裏活巨片「納尼亞傳奇」的拍攝場地 Castle Hill. 

夜宿：Kingsgate Greymouth 或同級 

 

第 2天：格雷茅斯/玉石鎮/淘金鎮/福斯冰河（早餐，午餐，西式晚餐）  

酒店內享用豐盛西式營養早餐，出發前往位於塔斯曼海海岸的千層蛋糕石。隨

後前往著名的玉石鎮，了解紐西蘭著名的綠寶石製作工藝。隨後前往淘金小

鎮。體驗淘金樂趣。午後前往冰河區，來到約瑟夫冰河以及福斯冰河一帶，一

睹冰河奇景。如果您有興趣，還可自費搭乘直升機，將冰河的雄偉壯觀盡收眼

底。傍晚抵達哈斯特。 

夜宿：Heartland Hotel Fox Glacier 或同级 
 

第 3天：福斯冰河/瓦娜卡/箭城/皇后鎮（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內享用豐盛西式營養早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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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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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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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睡到前往淘金小鎮 - 箭城，參觀 70年代首批

華人登陸奧塔哥的淘金遺址。晚間抵達皇后鎮。 

夜宿：皇后鎮 ASPEN HOTEL QUEENSTOWN或同級 
 

第 4天：皇后鎮 (早，晚餐) 

酒店內享用豐盛營養早餐後，今日安排皇後鎮自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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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搭乘山頂纜

車，鳥瞰湖光山色，開心愜意。傍晚前往美麗的湖邊小鎮 - 蒂阿娜。 

夜宿：皇后鎮 ASPEN HOTEL QUEENSTOWN或同級酒店 
 

 

第 5天：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蒂阿娜 (早，午，晚餐) 

酒店內享用豐盛西式營養早餐，出發前往米佛峽灣，搭乘豪華遊輪，親身近距

離的暢遊在一萬多年前被冰河所切割而形成的米爾福德峽灣，親眼見證大自然

偉大的力量。沿途還可觀賞到冷溫帶雨林、鏡湖﹐峽谷等奇景。 

 

 

 

夜宿：蒂阿娜 DISTINCTION HOTEL 或同级酒店 
 

 



 

 

 

第 6天：蒂阿娜/但尼丁/奧馬魯(早，午，晚餐) 

酒店內享用豐盛西式營養早餐，出發前往紐西蘭最古老的城市丹尼丁。午餐後

市內觀光包括奧塔哥大學，古老火車站，世界最陡峭的街道，第一大教堂…。

晚間前往奧瑪魯，途中更會觀賞東海岸海灘上非常獨特的毛利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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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宿：奧馬魯 BRYDONE HOTEL 或同級酒店(旺季或入住奧瑪拉瑪 Countrytime 
Hotel或同級) 

第 7天：奧瑪魯/庫克山/蒂卡坡(早，晚餐) 

酒店內享用豐盛西式營養早餐，從奧馬魯/奧瑪拉瑪出發，沿途經過美麗的

Waitaki Valley，抵達庫克山國家公園。自費享用午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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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宿：蒂卡坡 GODLEY HOTEL 或 MacKenzie Country Inn Twizel同級酒店 

第 8天：蒂卡波/基督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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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價：雙人房：$ 1680.00 成人    三人房：$ 1645.00 成人 
2-11 歲兒童：$1512.00 (與一位大人同房)   /$1344.00 (與兩位大人同房) 

0-2 歲嬰兒：$500.00 

單人房差 NZD$70.00/晚 
報價包含：旅遊專車，華語導遊，7 晚酒店住宿，7 早餐，6 午餐，7 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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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1 日-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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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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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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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