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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遊覽以自然風光馳譽世界的紐西蘭米爾福德峽灣 Milford Sound  有“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美譽。

乘坐2小時的遊輪觀賞美麗峽灣風景 

2:   特別安排2晚住宿皇后鎮，充裕時間遊覽。 

3: 特別安排乘坐觀光纜車，輕鬆前往鮑勃峰山頂，於世界最佳景觀餐廳之Skyline  Restaurant  

   享用豐富自助餐（全球十大景觀餐廳） 
4:   暢遊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 懷托摩 鐘乳石及螢火蟲洞 

5:   乘坐百年古老蒸汽船TSS泛舟皇后鎮。牧場觀看牧羊犬趕羊和剪羊毛表演 

6:   乘坐南阿爾卑斯山峽谷火車，沿途欣賞河谷峽灣美麗風光 

7:   特別精心安排品嘗 鮑魚晚餐，地道 牛扒餐和鹿肉特色餐等。 

8:   前往 國際南極中心，感受南極冰凍的世界和觀賞南極企鵝可愛模樣。 

9:   自然奇景莫拉基大圓石。參觀千層岩，這些岩石氣勢磅礴，又稱煎餅岩。 

10: 聞名遐邇的紐西蘭最高峰的 庫克山國家公園。是世界上最⾧的冰川之㇐。是電影《魔戒》 

      取景地。遊覽 庫克山塔斯曼冰川和美麗的 普卡基湖 “藍湖” 

11:  世界第㇐個“星空自然保護區”普卡基湖，觀看南十字星 

12:  可以繼續參加“不㇐樣的深度澳洲1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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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香港 Hong Kong    奧克蘭 Auckland 

是日集合於香港機場乘搭豪華客機前往紐西蘭奧克蘭。 

Day 2：最高峰伊甸山 Mt. Eden – 天空塔旋轉餐廳 SkyTower Revolving Restaurant （ 晚餐 ） 

抵達紐西蘭最大的也是經濟中心的城市奧克蘭，登上市內最高峰伊甸山觀看死火山口遺跡，一覽全市美景。觀光使命灣。海

港大橋，市中心商業區皇后街，美洲杯帆船基地等。晚餐安排天空之塔的旋轉餐廳品嘗地道西餐，每小時旋轉一周，可以欣

賞到奧克蘭的360度美景。 住宿 Grand Millemmium 或者同級 

Day 3：螢火蟲洞 Glow Worm Cave – 魔戒電影拍攝地 Hobbiton – 羅托魯阿 Rotorua（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懷托摩螢火蟲洞。乘坐船進入奇異的“螢火蟲世界”滿天螢光閃爍，星羅棋佈的螢火蟲。午餐後前往《魔

戒Lord of the ring》電影拍攝地霍比特人村莊，親臨讓人驚歎的影片場景。踏足戲中人物走過的地方。傍晚抵達毛利之鄉、地熱

之都羅托魯阿。遊覽羅托魯阿政府花園，漫步湖邊享受美麗的風景並感受羅托魯阿獨有的空氣。晚餐品嘗特色鹿肉特色中式

晚餐。入住酒店後，也可自費 體驗波利尼西亞天然溫泉（CAD $55 /人包括門票，鎖櫃）約一小時，是紐西蘭聲名遠播的頂尖

地熱溫泉（請自備泳裝）世界十大溫泉之一，溫度在攝氏36 - 42 度。住宿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級 

Day 4:  歌頓農莊 Farm show – 紅樹林 –  毛利 TePuia（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到歌頓農莊觀看生動有趣的剪羊毛表演 Farmshow，認識不同品種的羊咩咩，看活潑聰明的牧羊犬耍帥表演。午

餐後參觀羅托魯阿紅樹林，觀賞註明的“生命奇跡”等景點。最後前往富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文化村Te Puia，以地熱噴泉而

聞名。其中世界著名的“間歇噴泉”向空中射出 30 米的熱水柱，紐西蘭國寶“奇異鳥 ”KIWI 鳥館等。當然最有名毛利表演, 

住宿：Millennium  hotel 或同級。 

Day 5：奧克蘭 Auckland  基督城 Christchurch （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返回奧克蘭，中午航班飛往南島最大城市基督城，基督城市區遊覽。夢娜維爾花園屬典型的傳統維多利亞式莊

園，雅芳河 Avon river，坎特伯裏博物館 Canterbury 觀賞到紐西蘭豐富的自然遺產及人文歷史收藏品。基督城大教堂 Cardboard 
Cathedral 等。住宿 Crown Plaza hotel 或同級 

Day 6：觀景火車Tranz Alpine – 阿瑟通道Arthur Pass – 格雷茅斯Greymouth – 千層岩Pancake rocks（ 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從基督城出發乘 Tranz Alpine 觀景火車抵達亞瑟通道國家公園，之後乘達巴士抵達位於西海岸的小鎮格雷茅斯。

下午前往千層岩，千層岩位於普納凱基，綿延在南島的西海岸，因獨特的地貌形態而得名。這些岩石氣勢磅礴，是分層和風

化過程的結果，看起來像是層層堆砌狀出來的巨型煎餅，故又稱煎餅岩，有幸目睹這一大自然的奇景。【Tranz Alpine 觀景火

車】被譽為全世界最佳火車觀光之旅，攀越雄偉的南阿爾卑斯山。住宿 Kingsgate hotel 或同級 

Day 7: 格雷茅斯 – 福克斯冰川 Fox glacier – 馬修森湖 Lake Matheson（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前往億萬年前形成的福克斯冰川。磅礴壯闊的銀白色冰川，匍匐在嶙峋陡峭的青褐色山谷裏仿佛一條晶瑩剔透

的巨龍。我們可以步行前往冰川觀景臺（來回1小時）。然後來到紐西蘭十大湖泊之一的馬修森湖，也被稱為“最有靈氣的

湖”。如鏡的水面倒映處遠處的雪山，如入仙境。住宿 Heartland hotel 或同級 

Day 8：瓦納卡 Lake Wanaka – Skyline 觀光纜車 – 皇后鎮 Queenstown（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開車經過阿斯派林國家公園，前往景色怡人的瓦納卡湖, 湖水霞光雲彩，雪山倒影。之後前往瓦納卡迷宮 Puz-

zling World  遊覽。整個過程是神奇和快樂的。傍晚抵達被譽為世界冒險之都的皇后鎮，這裏是世界最知名的旅遊勝地之

一。乘坐 Skyline 觀光纜車，輕鬆前往鮑勃峰山頂，將皇后鎮壯觀的景色盡收眼底。不僅可以欣賞到皇冠峰的巍峨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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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覽卓越山脈、遠眺瓦卡蒂普湖的壯麗景觀，目光還可以一直綿延至塞西爾峰和瓦爾特峰。這裏更有被譽為世界最佳景觀餐廳的皇

后鎮 Skyline 餐廳，紐西蘭風味自助餐。 住宿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級 

Day 9：格林諾奇鎮 Glenorchy – 皇后鎮 Queenstown – TSS 蒸汽船 -  華特高山牧場Farm（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前往格林諾奇位於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 的源頭處。高聳的山峰與如寶石般瑰麗的湖水交相輝映，位於格林諾奇群

山深處的 “天堂谷” 是《魔戒》等影片的取景地，下午返回皇后鎮，搭乘恩斯洛TSS蒸汽船，暢遊瓦卡蒂普湖。是南半球唯一的燃煤

觀光客船，船上最與眾不同的便是已有百年歷史的引擎室。之後前往華特高山牧場曾多次贏得紐西蘭羊毛最高榮譽。您可以在牧場

步行遊覽，也可協助主人餵養動物，觀看牧羊犬趕羊和剪羊毛表演。住宿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級 

Day 10：米爾福德峽灣 Milford Sound – 蒂阿腦湖（南島最大湖）Lake Te Anau（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前往南島南端的米爾福德峽灣國家公園，是最大的峽灣，同時也是最完美地保存了紐西蘭自然景觀的一處峽灣，它位

於南島地勢較低的西海岸沿岸，因冰川流動切割而成，享有“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美譽。乘坐大約 2 小時的遊輪觀賞美麗峽灣風

景，跟隨遊船上經驗豐富的導遊，觀賞各種野生動物和壯麗景色。並且享用遊輪自助午餐。午餐後前往南島最大的湖 - 蒂阿腦湖

Lake Te Anau，寶石藍色的湖水沒得無法語言形容。住宿 Distinction hotel 或同級 

Day 11：皇后鎮 – 克倫威爾 Cromwell – 但尼丁Dunedin（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前往克倫威爾鮮果世界可以購買當地鮮果產製品，然後前往紐西蘭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的但尼丁。至今保留了濃郁的蘇

格蘭風情，因其別具一格的建築藝術，這裏被人們稱為蘇格蘭之外最像蘇格蘭的城市。市中心的八角廣場是最熱鬧的地方，其周圍

鱗次櫛比的教堂,戲院、商店和辦公樓宇，讓人目不暇接。我們將參觀世界上最傾斜的街道 Baldwin Street, 哥特式的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奧塔哥大學和但尼丁火車站。晚餐安排特色鮑魚中式晚餐。住宿 Distinction hotel 或同級  

Day 12：大圓石 Moeraki Boulders – 奧瑪魯 Oamaru – 庫克山 Mount Cook –  Lake Pukaki 冰河湖區（ 早餐,午餐，晚餐 ） 

酒店早餐後，前往莫拉基大圓石景觀。巨石每塊都重達數噸，高達兩米。之後前往紐西蘭最高峰的庫克山國家公園。庫克山上終年

積雪，也是世界上最長的冰川之一。是電影《魔戒》、《霍比特人》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沿公園的觀景步道遊覽庫克山塔斯曼冰

川。美麗的普卡基湖有著永遠泛著奶藍色的湖水，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星空自然保護區”，在這裏可以看到只有南半球才能看到的南

十字星。 住宿 Peppers hotel 或同級 

Day 13：冰河湖區 – 基督城 – 南極探險中心 Antarctic Centre   奧克蘭 （ 早餐，午餐 ） 

酒店早餐後，返回到基督城，參觀南極探險中心 Antarctic Centre 帶您進入南極風爆模擬體驗室親自感受身處南極的極端氣候。您可

以看到多種南極和南半球獨有的可愛企鵝模樣。之後乘飛機前往奧克蘭。住宿 Holiday Inn 或同級 

Day 14:  奧克蘭 Auckland  香港 / 或 澳洲布裡斯本 Brisbane 澳洲之旅（ 早餐 ） 

酒店早餐後，前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香港，或可前往澳洲布里斯本 Brisbane 參加 GOGO的澳洲16天團。   

。 

每位減C$ 1000（另GOVIP再減 C$100）需於出發前 90 天付清尾數 
原價成人C$ 6079 另税 C$720 單人房附加費 C$ 1150 

費用包括 ﹕ 酒店﹐國際和內陸機票﹐ 觀光門票 (自費節目外)﹐ 行程標註的餐﹐ 專業華人領隊﹐ 豪華冷氣巴士。 

費用不包括 ﹕ 旅遊及醫療保險﹐服務費 : 隨團領隊，當地司機及導遊合共每人 C$210 加元，自費節目﹐ 簽證費用。 

簽證：美國, 加拿大, 香港護照無需簽證﹐ 中國護照需辦理簽證。 

由於簽證要求經常變更，請聯絡相應領事館。如果因簽證或者護照問題無法入關，本公司概不負責。 

其他事項：小童( 2-11) 歲與 2 成人同房，不另加床。3 成人同房而不加床，每人減 $15。需要配房的團友於出發 90 
日之前，如果無法配房，可全額退還。團費已於原價扣除 3 % ，如需用信用卡付款，請付原價。  

其他城市出發：本公司選購聯票從世界各地出發，美國加拿大（溫哥華，卡爾加裏，滿地可，渥太華）亞洲各地等 

報名細則 ﹕報名時每位須交訂金 C$500﹐需於出發前 90 日前付清。行程如因航班時間有所調動﹐團友不得籍詞反對 

取消及退款細則﹕本公司有權在出發前取消出發日期﹐在此情況下﹐將全數退回客人。本公司不需負取消行程和更

改出發日期的責任。參加者若取消行程﹐在出發前 90 天以上扣訂金 C$500，在 60-89天以內取消扣團費 45%. 在 30-

59天內取消扣團費 70%, 30天內取消扣團費全部費用﹐恕不退還。           Effective date: Jan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