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岛东西线冰川 6 日游 (出发时间：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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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费用： 

双人间/三人间：$940 每人 

单人间：$1395 每人 

 
该价格有效期为 2018/04/01~2018/09/30 

 

儿童费用： 

小孩 5 岁到 11 岁： $880（占床） 

小孩 2 岁到 4 岁：$680 （不占床） 

小孩低于 2 岁：$288 （不占床）

费用包括：  

3 星级酒店住宿及酒店自助早餐，中文司机兼导游，旅游车。 

 

费用未包括： 

导游小费（每人每天$6nzd）, 机票，签证费用，自选项目，非人力因素（如因天气 酒店房间等特

殊情况）而导致的额外费用，强烈建议购买旅行保险。 

 

特别提示： 

如因客人航班问题（自行购买或者我司购买）延误或者取消情况，强烈建议客人购买保险，如因航

班延误到达机场可联系我司工作人员进行付费接机。 

 

付费注意： 

-报名需全款 

-因任何理由选择取消旅行团，本公司均会按以下方法退款： 

 出发日期一个月前取消   退还全款 

 出发日期两周前取消   退还百分之五十团费 

 出发日期两周内取消   不作退款 

-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汇合导游，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有行程安排按当地状况决定，因天气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权适时调整行程，并且本公司保留最

终决定和解释权。 

-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订满，本公司有权用其他同级酒店替换。 

 

行程特色： 

新西兰四大国家公园：南阿尔卑斯山脉最美的亚瑟隘口国家公园，西岸国家公

园，亚斯披林国家公园以及峡湾公园。 

奥玛鲁：白石小镇，维多利亚风情小镇。 

蒂阿瑙：峡湾湖滨小镇，进入新西兰最具魔幻色彩的峡湾景区的入口。 

皇后镇：世界级最佳蜜月圣地，湖光山色，风景宜人。 

瓦纳卡：被国家公园包围的湖景小镇。 

西海岸：气势磅礴的西海岸，途径福克斯、弗朗兹约瑟夫两大经典冰川。 



 
 
第一天：基督城 - 奥玛鲁  ( 3hr30min, 247km ) 

早晨抵达南太平洋最富有英式古典气息的基督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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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基督城出发，沿着美丽的东海岸一路南

下，欣赏沿途如画的风景。下午抵达奥玛鲁后继续在市

区进行观光。 

自费建议：小蓝企鹅归巢：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到全世界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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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价 成人 N$ 30.00 / 小童 N$ 15.00 接送 N$10.00/人) 

酒店：Brydone Hotel Oamaru 或同级 3 星酒店 

 

第二天： 奥玛鲁 - 但尼丁(1hr40min, 115km) -  蒂安瑙 

( 4hr10min, 290km  ) 

早餐后乘车前往毛利基石沙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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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素有南爱丁堡之称的但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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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世界纪录中全世界

最陡的街道鲍德温街。夜宿在美丽的蒂安瑙湖边。(早餐) 

自费建议：蒂安瑙萤火虫洞：乘坐渡轮前往神奇的蒂安

瑙萤火虫洞，探寻神秘的湖中溶洞世界，找寻奇幻的萤

火虫。 (成人 N$ 85.00/ 小童 N$ 22.00) 

酒店: Kingsgate Hotel Te Anau 或同级 3 星酒店  

 

第三天：蒂安瑙  

早餐后在小镇自由活动。                (早餐) 

自费建议：米尔福德峡湾：通往米尔福德峡湾的道路被

人称为全世界风景最好的高地公路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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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湖，全长 1.27 公里的荷马隧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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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阿瑙往返巴士+游船+自助午餐  

参考价 成人 N$ 189.00/ 小童 N$ 112.00) 

神奇峡湾: 1773 年库克船长来到这个峡湾入口时，见雾

障弥漫，似乎暗藏玄机不敢贸然驶入，神奇峡湾便因此

得名。峡湾很长很深，长是米尔福德峡湾的 3 倍，深是

10 倍。由于深藏于峡湾国家公园的深处，不通公路，没

有停机的地方，景色十分原始自然，是全世界少有的自

然峡湾。从马纳普里湖(Lake Manapouri)水路船行西部

的西臂湾(West Arm)，这里筑有一小段公路，再乘车西

行翻过威廉莫特山口(Wilmot Pass)到达峡湾东部入口，

再搭乘游轮巡游神奇峡湾。每天只能允许 300 个游客进

入的美丽景点，是来新西兰不可错过的神奇体验。   

(蒂阿瑙往返巴士+游船+午餐盒  

参考价 成人 N$ 325.00/ 小童 N$ 96.00) 

 

酒店：Kingsgate Hotel Te Anau  或同级 3 星酒店 

 

第四天：蒂安瑙  - 皇后镇 ( 2hr12min, 171km ) - 瓦纳卡 

( 1hr7min,70km ) -  

早餐后乘车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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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自费建议：游牧者越野探险之旅：皇后镇的四驱越野活

动专家，沿着瓦卡蒂普盆地跋山涉水，体验新西兰独有

的乡野之路！从悠闲的牧场到惊险的峡谷、从乡村小路

到湍急激流、从古老小镇到卓越山脉。沿着指环王取景

地，追寻淘金之路，更有机会亲自淘金一试手气！或者

驰骋在新西兰最美公路之一的格林诺奇大道，欣赏瓦卡

蒂普沿湖风光，探访迷人的格林诺奇小镇，流连于天堂

谷纯净无暇的自然之美。行程为 3~4 小时。 

(参考价 成人 N$ 195.00/ 小童 N$ 95.00) 

皇后镇风景观光游船瓦卡蒂普湖上航线最长的游船，让

您欣赏更多美景。全新豪华现代双体船，拥有超大观景

窗、舒适座椅及宽敞的户外甲板。您将从皇后镇出发，

领略鲍勃湾、格林诺奇、冰川、南阿尔卑斯山及尼古拉

斯山牧场等的壮丽美景后，返回皇后镇。时间：1小时

45 分钟。(参考价 成人 N$ 60.00 / 小童 N$ 30.00) 

尼古拉斯山牧场是新西兰几座最大的牧场之一 ，盛产美

利奴羊，为世界知名的 Icebreaker 服装公司生产高质量的

羊毛。全程 3 小时 45 分钟，包括往返皇后镇风景观光游

船、牧羊犬表演、喂动物、参观羊圈及剪羊棚、40 分钟

四驱车深度观光、高原牧场茶点及农夫午餐。时间：3 小

时 45 分钟。(参考价 成人 N$ 80.00 / 小童 N$ 30.00) 

华特峰自行车之旅+游湖船：从皇后镇乘坐风景观光游船

到尼古拉斯山牧场。骑行在平坦安静的山间小路约 1 小

时 30 分(14 公里)。从瓦特峰牧场坐蒸汽船回到皇后镇。

提供供自行车、地图和水。 

(参考价 成人 N$ 235.00 / 小童 N$ 115.00) 

喷射快艇：世界首家商业喷气快艇运营商，始于 1960

年。长达 43 公里，时长 1 个小时，途经瓦卡蒂普湖、卡

瓦劳河和沙特欧瓦河。每小时整点从皇后镇主镇码头出

发。免费提供防水衣、救生衣。免费参观皇后镇水下观

测馆。可提供活动照片。可应要求为团体客人提供机

场、酒店接送服务。 

(参考价 成人 N$ 150.00 / 小童 N$ 80.00) 

傍晚前往新西兰第四大湖瓦纳卡湖。雄伟的南阿尔卑斯

山脉环绕着瓦纳卡湖，您将沉浸在这个如世外桃源般的

隐秘天堂中。 

酒店：Wanaka Hotel  或同级 3 星酒店 

 

第五天：瓦纳卡 - 格雷茅斯（5hr42min,458km） 

早晨乘车前往气势磅礴的西海岸。途径冰河小镇福克

斯，福克斯冰河冰舌，亲眼目睹万年冰川奇景，感受冰

川的雄伟壮观，冰川的奧秘也随之展现在您的眼前。或

自费：搭乘直升飞机登顶冰川：乘坐直升机去探索新西

兰南岛西海岸不为人知的美、人烟稀少的山区高原牧羊

场、深度体验冰川之壮丽奇特。 

(30 分钟 参考价  N$  315.00/ 人 ) 

傍晚抵达西海岸最大的城镇，美丽的格雷茅斯，这里曾

经是毛利人的聚集地。夜宿格雷茅斯。               (早餐) 

 

酒店：The Ashley Hotel 或同级 3 星酒店 

 

第六天：格雷茅斯 - 基督城（3hr21min,241km） 

早餐后，穿过亚瑟峡谷国家公园，返回基督城，下午搭

机返回，结束愉快的新西兰南岛之旅。                (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