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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年9月30日前出發有效

每週一
出發
Tour Code: NZ31683

建議
航班

亮點

第一天(週一)下午3pm前到達基督城的航班
第六天(週六)下午3pm後離開基督城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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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

抵達基督城 → 赫基蒂卡

天天有重點、遊覽新西蘭4大國家公園
欣賞壯麗萬年冰河美景、著名的米佛峽灣遊船
全程4星住宿、全程中文司機兼導遊

免費接機時間：10am 和 15pm

接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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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時間允許：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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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雅芳河、回憶橋等。午餐後，穿過亞瑟峽谷國家公園，前往風景秀麗的西海岸
【赫基蒂卡】隨後乘車前往玉石小鎮赫基提卡，自由參觀新西蘭毛利玉博物館。夜
宿赫基蒂卡
餐食 : 上午抵達的客人贈送中式午餐、 酒店西式自助晚餐
酒店 : 4星級酒店Beachfront Hotel或同級
車程 : 基督城 → 238公里約3小時20分 → 赫基蒂卡 D

Day2 週二

坎特伯雷博物館

赫基蒂卡(Hokitika) → 弗朗茲約瑟夫冰河小鎮(Franz Joseph)

【千層岩】早餐後乘車前往千層薄餅岩，因岩石一層一層的堆砌而成故又稱千層
岩，形成於約3千萬年前，由千萬年小型海洋生物和沙土交替疊壓而成的，隨後深
入冷雨林，自費體驗樹頂步道，聆聽樹音鳥鳴。中午享用野味自助
【冰河小鎮】下午抵達冰河小鎮弗朗茲約瑟夫。從南阿爾卑斯山西側遙望塔斯曼山
及庫克山，岸邊冰河如瀑布般自南阿爾卑斯山上奔流而下。可自費搭乘直升飛
機到達冰川頂端，深度體驗冰川之壯麗奇特；或天氣晴好的情況下自費參加3個小
時的冰川徒步活動。夜宿冰河小鎮，並享用酒店西式自助晚餐。

千層薄餅岩

餐食 : 西式早餐、西海岸野味海鮮自助午餐、西式自助晚餐
酒店 : 4星級Scenic Circle或同級
車程 : 赫基蒂卡 → 138公里約1小時46分鐘 → 弗朗茲約瑟夫冰河小鎮Day3 週

二
Day3 週三

冰河小鎮 → 瓦納卡(Wanaka) → 皇后鎮(Queenstown)

【瓦納卡】早餐後，乘車前往被雄偉的南阿爾卑斯山脈環繞的新西蘭第四大湖–
瓦納卡湖，沉浸在如世外桃源般的隱秘天堂中。沿經水果之鄉克倫威爾，可自費
購買當季水果。在高空彈跳的發源地彈跳橋，可自費挑戰極限，體驗高空蹦極
【皇后鎮】下午抵達度假蜜月勝地–皇后鎮，在美麗的瓦卡蒂普湖畔體驗浪漫風景
弗朗茲約瑟夫冰河小鎮

餐食 : 西式早餐、西式午餐、中式晚餐
酒店 : 4星級酒店Copthorne Hotel Queenstown Lakefront或同級
車程 : 冰河小鎮 → 145公里約2小時 → 瓦納卡 → 117公里約2小時 → 皇后鎮

Day4 週四

皇后鎮 → 米佛峽灣(Milford Sound) → 蒂阿瑙(Te Anau)

門票已包 【米佛峽灣國家公園】早餐後乘車前往世界第8大奇觀 - 米佛峽灣。通往峽灣
的道路被人稱為全世界風景最好的高地公路之一。道路兩旁覆蓋著新西蘭原始冷溫帶
雨林，途經最大的天然草原埃格林頓山谷Eglinton valley、鏡湖Mirror Lake，全長1.27
公里的荷馬隧道 Homer Tunnel 等。米佛峽灣是一個大自然的奇蹟，因兩百萬年前的
冰河運動而產生的深邃峽谷，奇特壯觀。乘坐遊輪靜靜航行在其中，一邊享用自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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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一邊欣賞沿途的壯麗美景。您可以看到兩旁的雪山瀑布奔流而下，在離瀑布相
當近的地方，可近距離感受雪水霧氣帶來的冰涼感受。在這裡除了鬼斧神工的自然
奇景外，還可能近距離看到海豹。如果幸運的話，您還可以看到海豚遊在船的兩旁
跟您打招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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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晚餐
酒店 : 4星級Distinction Luxmore Hotel或同級

米佛峽灣游輪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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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5 週五

蒂阿瑙(Te Anau) → 但尼丁(Dun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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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瑪魯巨大珀蛋形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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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成人
雙人房

【奧瑪魯】東海岸第二大漁港的海濱城市，途經毛利基石沙灘，那些重約四噸，
【拉納克城堡】午餐後，前往歷史悠久的拉納克城堡，探索維多利亞時

5-12歲占床

(與一成人同房)

AU$1330/人

AU$1197/人

單人出發

2-4歲不占床

AU$1630/人

AU$9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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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已包

兒童費用

期富庶家庭的生活風貌並享受下午茶
三人房

餐食 : 西式早餐、中式午餐、晚餐自理
酒店 : 4星級Scenic Circle Southern Cross Hotel或同級

0-2歲不占床

(一大一小床或加床)

AU$1320/人

AU$350/人

車程 : 蒂阿瑙 → 300公里4小時 → 但尼丁→ 120公里約2小時 → 奧瑪魯

團費包含
Day6 週六

但尼丁(Dunedin) → 基督城(Christchurch) → 返回家園

【返程】早餐後驅車從但尼丁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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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精彩豐

4星級酒店住宿
中文司機兼導遊

景點門票
(標示為自費)

行程中所列餐食

旅行車全程來回接送

富的新西蘭南島西東線冰川四星6日遊
餐食 : 酒店西式早餐、中式午餐 或午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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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車程 : 但尼丁 → 361公里4小時40分 → 基督城 → 返回家園
送機 : 免費送機時間：1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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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咨詢FIT Travel旅遊顧問。
14. 以上行程內容僅供參考用，正確行程內容以出發前出團行程書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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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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