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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年9月30日前出發有效

每週六
出發
Tour Code: NZ7783

建議
航班

亮點

暢遊南島5大名湖

著名米佛峽灣遊船

第一天(週六)下午3pm前到達基督城的航班

全程中文司機兼導遊

全世界最小藍眼企鵝歸巢

第六天(週四)下午3pm後離開基督城的航班

特別安排皇后鎮2晚4星住宿

乘坐古典蒸汽船

小貼士：以上時間僅供參考，預訂前請與我們的旅遊顧問查詢
詳情，F.I.T. Travel也可以預訂優惠機票喲~

Day1 週六

抵達基督城 → 蒂卡波湖


全程美食享受：世界海拔最高的三文魚、庫克山豐盛自助、皇家農莊
自助、米佛峽灣遊輪自助、游水龍蝦餐、毛利岩石燒烤自助、羊腿餐

免費接機時間：10am 和 15pm

【基督城】抵達南太平洋最富有英式古典氣息的基督城，專業導遊在機場恭候您，
帶您領略這個花園城市。參觀古老的坎特伯雷博物館、優美的雅芳河、回憶橋等
【蒂卡波湖】午餐後，前往美麗的蒂卡波，因湖底有青綠色的岩石，整個湖面呈現
一種翠綠迷蒙的夢幻景象，雪山環繞，山景湖景交相輝映，隨後抵達最為著名
的“好牧人教堂＂，晚餐品嚐世界海拔最高的三文魚刺身，夜宿湖邊酒店
餐食 : 上午抵達的客人贈送中式午餐、中式三文魚刺身晚餐
酒店 : 3星級The Godley Resort酒店或同級
車程 : 基督城 → 226公里約3小時15分 → 蒂卡波 Day2 週一

Day2 週日

蒂卡波湖 → 庫克山國家公園(Mt Cook) → 克倫威爾 → 皇后鎮

【庫克山國家公園】南起阿瑟隘口，西接邁因嶺，處於南阿爾卑斯山最壯觀秀麗的中段
【三文魚養殖場】隨後前往南半球頂級出口品質的三文魚養殖場，參觀昨晚品嚐過
的三文魚其優質的養殖條件
【克倫威爾】被稱為水果之鄉，FIT細心安排您可以下車自費購買當季新鮮水果
可自費項目：【高空彈跳】在高空彈跳的發源地彈跳橋可自費體驗高空彈跳
【皇后鎮】傍晚時分抵達被世界讚譽為度假蜜月勝地的皇后鎮。您將在如同世外仙
境的瓦卡蒂普湖畔，體驗如夢如幻般的浪漫與溫馨
餐食 : 西式早餐、庫克山酒店西式自助午餐、中式晚餐
酒店 : 4星級Copthorne lakefront或同級
車程 : 蒂卡波湖 → 98公里約1小時→ 庫克山國家公園(Mt Cook) → 169公里約
2小時25分鐘 → 克倫威爾 → 62公里約55分鐘 → 皇后鎮Day3 週二

Day3 週一

遊覽古典的基督城

壯美秀麗的庫克山國家公園

皇后鎮(Queenstown) → 箭城(Arrowtown) → 皇后鎮

【淘金小鎮】早餐後，乘車前往昔日熱鬧的淘金小鎮箭鎮，漫步在箭河邊，古老的
建築立於街道兩旁，感受當年數千名中國礦工的生活
【皇后鎮】午餐後可自由遊覽皇后鎮
【乘坐有百年歷史的TSS古典蒸汽船】遊覽瓦卡蒂普湖，隨後抵達湖中島–
船票已包
華特農莊 ，特別安排在農莊品嚐皇家自助大餐 (*注：TSS古典蒸汽船每年6月暫停維
修，華特農莊晚餐于6月至8月關閉期間將會安排大餐山頂纜車及享用山頂自助餐)
餐食 : 西式早餐、中式午餐、皇家農莊豪華自助晚餐
酒店 : 4星級酒店Copthorne Hotel Queenstown Lakefront或同級
車程 : 皇后鎮 → 22公里約20分鐘 → 箭城 → 22公里約20分鐘 → 皇后鎮

Day4 週二

美不勝收的皇后鎮

皇后鎮 → 米佛峽灣(Milford Sound) → 蒂安瑙(Te Anau)

門票已包 【米佛峽灣國家公園】有世界第八奇跡之稱，最完美地保存了新西蘭自然景
觀的峽灣。景區內有著名的鏡湖、荷馬隧道、亨利峽谷等
船票已包 【米佛峽灣游輪觀光】觀賞冰河時期景觀，讚嘆冰河切割所形成的壯麗山川
及雪山奇景，群覽南極生物、企鵝及可愛的海獅，領略那人與大自然的和諧
【蒂阿瑙湖】南島第一大冰川湖–南阿爾卑斯山的珍珠，小鎮第阿腦守在湖邊，湖光
山色、樸實純美，夜宿蒂阿瑙小鎮，晚上可自費參觀獨特的螢火蟲洞
餐食 : 西式早餐、米佛峽灣遊船自助午餐、中式龍蝦晚餐
酒店 : 3.5星級Kingsgate Te Anau或同級
車程 : 皇后鎮 → 290公里約4小時 → 米佛峽灣 → 121公里約1小時45分 → 蒂阿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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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週三

蒂阿瑙(Te Anau) → 但尼丁(Dunedin) → 奧瑪魯(Oamaru)

【但尼丁】擁有獨特的自然風光與濃郁的蘇格蘭文化歷史，被譽為“新西蘭的愛丁
堡＂，四周環抱群山，山腳是風景如畫的港口，建築風格承襲了維多利亞時代和
愛德華時代，為保存最好的城市之一，自然風光景點自成一派，定會讓你盡興
【巿區觀光】聖保羅大教堂、八角廣場、古老而有歷史火車站、奧塔哥大學城等
【世界最斜街道】令人難以置信的街道，傾斜度約19度，因最初城市設計失誤而獲
得金氏世界紀錄最高街道的認證，幾乎每個遊客都能拍攝一張麥可傑克森的傾斜
舞照片，或是將相機與街道平行，拍攝傾斜屋照片，不可思議的趣味油然而生

但尼丁火車站

【奧瑪魯】東海岸第二大漁港的海濱城市，途經過毛利基石沙灘，那些重約四噸，
外形圓滑的的巨大珀蛋形圓石，是在大約四萬年前火山爆發後所形成
【觀看藍眼企鵝歸巢】傍晚於奧瑪魯可觀賞到小居民回巢的可愛情景

行程亮點

餐食 : 西式早餐、中式午餐、毛利特色岩石燒烤晚餐
酒店 : 3.5星級Brydone Hotel Oamaru Hotel或同級
車程 : 蒂阿瑙 → 300公里4小時 → 但尼丁→ 120公里約2小時 → 奧瑪魯
奧瑪魯巨大珀蛋形圓石

Day6 週四

奧瑪魯(Oamaru) → 基督城(Christchurch) → 返回家園

【返程】早餐後驅車從奧瑪魯出發，沿著美麗的東海岸一路北上，欣賞沿途如畫的
風景，中午抵達基督城後繼續在市區進行觀光，隨後搭機返回，結束愉快的新西
蘭南島純淨中線美食6日遊
餐食 : 酒店西式早餐、中式羊腿料理
車程 : 奧瑪魯 → 247公里3小時30分 → 基督城 → 返回家園
送機 : 免費送機時間：14pm

藍眼企鵝歸巢

團費成人
雙人房

兒童費用
5-12歲占床

(與一成人同房)

AU$1200/人

AU$1080/人

單人出發

2-4歲不占床

AU$1500/人

AU$840/人

三人房

(一大一小床或加床)

AU$1190/人

團費包含
3-4星級酒店住宿

行程中所列餐食

皇后鎮2晚4星級酒店
中文司機兼導遊

景點門票(標示為自費)
旅行車全程來回接送

團費不包：
國際、國內機票及稅、自費項目、私人消費、
旅遊保險(強烈建議購買)、簽證費用、導遊小費每人
每天NZ$6

0-2歲不占床

AU$350/人

注意事項
1. 報名時請付清團費全額。
2. 任何包含機票和住宿的預定，一旦確認將不能取消，更改行程和退款。
3. 行程內門票以單一門口價為准，團友須經由導遊完成付費訂購手續後
則含景點往返交通費，如遊客自行購買，本社概不提供任何交通接送
服務，或客人額外支付接送服務費。
4. 小孩年齡為已滿2歲至未滿13歲者，1大1小報名，小孩按占床算。
5. 如參加人數不足，本社保留更改、取消之權利或無息償還團友全部費用。
6. 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匯合導遊，本公司不承擔任何責任。
7.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狀況決定，如因天氣、酒店或航班原因等本公司
有權根據當時情況調整或減少行程，客人不得以此要求補償。
8. 如因罷工、交通、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非人為因素影響而
需更改行程，所產生一切費用由旅客自行負責，建議客人購買旅遊保險。

黃金海岸店
Shop G132, Australia Fair Shopping Centre,
42 Marine Parade, Southport

9. 以上價格可能會受季節影響而浮動，我們會及時更新通知。
10. 團友如中途停團或自動放棄部份活動住宿等，所繳費用概不發還；
11. 需攜帶附有照片之有效之證件辦理登機與酒店入住手續；
12. 酒店Check-in需押金，退房即退回，請客人準備信用卡辦理手續，
一般付信用卡需加付銀行手續費。
13. 本公司強烈建議您購買旅遊保險，請咨詢我們的顧問相關保險服務。
14. 以上行程內容僅供參考用，正確行程內容以出發前出團確認書為准，
航空公司機票價格浮動，建議提早預定，價格僅為參考，如有變動，
需按開票日價格為准，本公司有權隨時更改促銷內容，恕不另行通知。
15. 請自行確認您的護照擁有半年有效期及簽證符合各國出入境的要求。
16. F.I.T. Travel 保留價格調整之權利，恕不另行通知。為保障客人，一旦
預訂成功，絕不加價，請提早預訂。

布里斯本店
Shop 128, Sunnybank Plaza, 358 Mains
Road, Sunnybank, Brisbane

凱恩斯店
60 Abbott Street, Cairns
微信公众号

Facebook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