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 INTER NEW ZEALAND

新西蘭南島7日
冰川全景美食之旅
The Panoramic Cuisine Trip
of South Island 7 Days
每周六固定出发

AUD

1499

*

起

行程亮点：经典行程，十六年 10 万 + 人次体验壮美海岸
，纵览东西海岸奇景；造物神奇，饱览亿万年壮丽冰川；
超赞体验，百年蒸汽船，高山牧场秀；人间仙境，乘船探秘
米尔佛德峡湾；萌物出没，奥马鲁夜观小蓝企鹅归巢；大
饱口福，龙虾、青口、高山三文鱼

双人房
Ｔｗｉｎ Ｓｈａｒｅ

成人费用

三人房

Ａｄｕｌｔ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Ｔｒｉｐｌｅ Ｒｏｏｍ

单房差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ｏｏｍ

５－１１周岁占床（双人房）
５－１１ ｙｒｓ 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２ ａｄｕｌｔｓ

儿童费用
Ｃｈｉｌｄ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５－１１周岁占床（三人房）
５－１１ ｙｒｓ 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３ ａｄｕｌｔｓ

２－４周岁不占床
２－４ ｙｒｓ ｏｌ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２周岁以下不占床

`

０－２ ｙｒｓ ｏｌ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Ｕ￥ １４９９／人

基督城
亚瑟通道国家公园

ＡＵ￥ １４３９／人

格雷茅斯

ＡＵ￥ ４５０／人

霍基蒂卡

ＡＵ￥ １３４９／人
ＡＵ￥ １２８９／人

冰川小镇
哈斯特

南岛

South Island

瓦纳卡

ＡＵ￥ ８９９／人
ＡＵ￥ ４３０／人

團費包含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３－４星级酒店住宿；３－４★Ｈｏｔｅｌ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

行程中所列餐食；Ｍｅａｌ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

中文司机兼导游；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ｏｕｒ ｇｕｉｄｅ

√

旅游车；ｃｏａｃ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

行程中列明＊＊之景点门票。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蒂阿瑙
但尼丁

團費不含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国际、国内机票及税；Ａｉｒｆａｒｅ ＆ ｔａｘｅｓ

×

签证费用；Ｖｉｓａ Ｆｅｅ

×

私人消费；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

导游小费：建议每人每天ＮＺ￥６；Ｔｉｐｐｉｎｇ ＮＺ￥６／ｄａｙ

×

旅游保险（强烈建议购买，如客人没有购买旅游保险，当有意外发生
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等）。
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奥马鲁
蒂卡波

您的代理旅行社
Your Local
Travel Agent:

南岛７日冰川全景美食之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第1天 基督城－亚瑟通道国家公园－格雷茅斯（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 －
Ａｒｔｈｕｒ＇ｓ Ｐａ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 ＧｒｅｙｍｏｕｔｈＰｉｃｋ）
行程的第一天，我们从花园城市基督城出发，穿过南阿尔卑
斯山脉中海拔最高，高山仙境一般的亚瑟通道国家公园，前往狂
野西海岸重镇格雷茅斯。
（导游 １５：００ｐｍ 在机场统一接机，
１５：３０ｐｍ 大巴准时离开机场，１５：３０ ｐｍ 以后出海关的客人，请
自行解决下一段交通）

静航行在其中，近距离观赏皮毛海豹和各种各样的海鸟，如果运气
不错的话，还能看到峡湾特有的宽吻海豚和小蓝企鹅。夜晚在小镇
蒂阿瑙休息，品尝过肥美的峡湾龙虾餐，还可以自费参观神奇的萤
火虫洞，亲临地下“星河”所营造出的秘境。
用餐：酒店早餐／峡湾海鲜自助午餐／中式晚餐＋龙虾
住宿：Ｋｉｎｇｓｇａｔｅ Ｈｏｔｅｌ Ｔｅ Ａｎａｕ 或同级

用餐：午餐自理 ／ 西式晚餐
住宿：Ｋｉｎｇｓｇａｔｅ Ｈｏｔｅｌ 或同级

第5天 蒂阿瑙－但尼丁－奥马鲁（ Ｔｅ Ａｎａｕ － Ｄｕｎｅｄｉｎ － Ｏａｍａｒｕ）

第2天 格雷茅斯－霍基蒂卡－冰川小镇－哈斯特
（ Ｇｒｅｙｍｏｕｔｈ － Ｈｏｋｉｔｉｋａ －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Ｔｏｗｎ － Ｈａａｓｔ）
今日我们将沿着壮美的西海岸公路南下，沿途欣赏自然奇
景薄饼岩，踏上浪漫的 ＊＊ 树顶步道 Ｔｒｅｅｔｏｐｓ，在丛林树冠间漫
步俯瞰大片原始丛林和海岸线，最后我们将亲临冰川峡谷，感受
大自然的无穷魅力。
（如想更近距离观看冰川奇景，可自费预定
直升飞机冰川观光项目）

但尼丁是新西兰的“苏格兰”，充满艺术气息的街道、大教堂、八
角广场、奥塔哥大学城、百年火车站以及随处可见的巨幅涂鸦都是
拍照留念的绝佳地点，挑战过世界上最倾斜的街道，去摩拉基海滩
寻找不可思议的巨型圆石。夜幕降临时，在奥马鲁观看世界上体积
最小的 ＊＊ 蓝企鹅集体归巢，您将获得“中旅黄眼企鹅保育计划的公
益徽章”，下榻百年庄园做一个贵气十足的梦 （ 该庄园房间数量有
限，仅限前 ４０ 名客人入住，先报先得！ ）
用餐：酒店早餐／中式午餐／中式或西式晚餐
住宿：Ｔｅｓｃｈｅｍａｋｅｒｓ Ｒｅｓｏｒｔ古典庄园酒店 或 Ｂｒｙｄｏｎｅ Ｈｏｔｅｌ或Ｍｏｔｅｌ

用餐：酒店早餐／西式简餐／西式晚餐
住宿：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Ｈｏｔｅｌ或同级

第6天 奥马鲁－蒂卡波－基督城（Ｏａｍａｒｕ － Ｔｉｋａｐｏ －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
前往海拔 １９６９ 的库克高山三文鱼农场，
雪山、森林以及饱含
各类矿物质的冰川水，培育出了顶级品质的三文鱼，紧实的肉质伴
随着丝滑口感令人唇齿难忘。１００％ 纯净新西兰代言湖蒂卡波，拥
有纯净的湖水和不可思议的景色，湖畔的好牧羊人教堂静静地守
第3天 哈斯特－瓦纳卡－皇后镇（Ｈａａｓｔ － Ｗａｎａｋａ － Ｑｕｅｅｎｓｔｏｗｎ） 望着白雪皑皑的南阿尔卑斯山脉。午餐后驱车返回基督城，随后送
您回酒店休息。
在瓦纳卡邂逅湖畔“最孤独的树”，抵达童话小镇“冒险家乐

园”皇后镇，搭乘著名的 ＊＊ 天空缆车欣赏湖光山色迷人景色，傍
晚乘坐 ＊＊ 百年 ＴＳＳ 蒸汽船游览瓦卡蒂普湖，在瓦尔特峰高地
牧场品尝最道地的新西兰农场 ＢＢＱ，最后一场精彩的牧场秀保
证让您大开眼界！

用餐：酒店早餐／中式午餐／晚餐自理
住宿：Ｉｂｉｓ Ｈｏｔｅｌ 或同

用餐：酒店早餐／中式海鲜火锅午餐／农场ＢＢＱ自助晚餐
住宿：Ｃｏｐｔｈｏｒｎｅ Ｈｏｔ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ｒｔ 或同级

第7天 离开基督城（Ｄｅｐａｒｔ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
白天无行程，洋人 Ｓｕｐｅｒ Ｓｈｕｔｔｌｅ 送机，可订任意时间离开基
督城的航班。
用餐：早餐自理／午餐自理／晚餐自理

第4天 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蒂阿瑙（Ｑｕｅｅｎｓｔｏｗｎ － Ｍｉｌｆｏｒｄ
Ｓｏｕｎｄ － Ｔｅ Ａｎａｕ）
早餐后，前往世界自然遗产 ＊＊ 米尔福德峡湾国家公园。两百万
年前的冰河运动与切割而产生的深邃峡谷，瀑布宣泄而下，游船静
訂位/取消/繳費 Booking, Payment & Cancellation Terms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
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
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
抗拒等因素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建议航班
第一天（周四）下午 １４：００ 前到达基督城的航班
第七天（周三）任意时间离开基督城的航班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Our company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our company has no control. InterTrips A.B.N. 54 609 406 386

更多詳情請聯繫當地旅行社 For enquiries or bookings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