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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南岛

缤纷体验6 日游
每周四发团 2019年9月1号起 适用

Day 1 周四

$1499

售价： $1699 折扣价：

基督城-蒂卡普湖-奥玛拉玛

当您乘坐的航班抵达南岛第一大城市——基督城的时候，我
们的旅程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10:30am左右导游将前往基督城机场，根据航班时间先后顺
序分别接机。先期到达的客人请在机场休息等候。基督城是
上帝的后花园，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城市。在游览过市内景
点之后，我们将暂别这里，穿越平坦的坎特伯雷平原前往蒂
卡普湖，湖对岸就是雄伟的南阿尔卑斯山。岩石粉顺着山上
的冰河流入湖内，悬浮在湖中，使蒂卡普湖呈现出浓郁的碧
绿色。在湖边，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好牧羊人教堂。好牧羊
人教堂是一座石结构建筑，它以一只牧羊犬的雕塑而命名，
是对过去开创农田和麦肯奇地区的先驱者的一个称颂，永远
铭记下他们的丰功伟绩，十分有纪念意义。从教堂圣坛的窗
户望去，还可以看到库克山壮丽的景色。
在提卡波（lake TeKapo）附近的“冰河湖区”，当地最著名
的物产是“高山三文鱼”；这种鱼必须在极其纯净的溪水中
生存。晚餐和品酒安排在万国独家的*LBH农庄，这里有大片
的葡萄园，独家特产两种新西兰优质的葡萄酒，*红酒-Pinot
Noir和白酒Pinot Gris，品酒的标准每人各一杯。LBH农庄建有
自己的和山间溪水联通的高山三文鱼池塘，提供*“熏三文
鱼”农庄晚餐。客人可以爬到葡萄园的小山顶，拍摄新西兰
“田园风格”的照片；还可以挥杆垂钓高山三文鱼，让农庄
主切成鱼生，带回酒店享用（买酒和钓鱼需自费）。LBH和
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签有独家代理合同，华语游客只能通过万
国旅行社预订这个美酒美食的农庄体验。

以提卡波胡为中心的冰河湖区，范围是奥拉基/麦肯齐区内
4300平方千米的区域，凭借洁净无光害污染的星空，于2012
年获得“国际暗色天空保护区（International
Dark
Sky
Reserve）金奖。这里就是华人所熟知的“天下最美丽的星空
”。
午餐/ 中式午餐
住宿/ 冰河湖区

晚餐/熏三文鱼农庄晚餐

基督城-蒂卡波湖总公里数226km 大约行驶时间3小时20分
蒂卡普湖-奥玛拉玛总公里数 80km 大约行驶时间为50分钟

Day 3 周六

Day 2 周五

奥玛拉玛-皇后镇-蒂阿瑙

上午离开奥玛拉玛，继续前行，沿途经过著名的水果小镇——
克伦威尔。这片区域盛产各种有核水果，途经此地的路人，无
不驻足感受路边水果摊的美味诱惑。
中午我们将搭乘*TSS EARNSLAW号古老蒸汽船，登上拥有百
年历史的蒸汽船，重温上世纪之初的优雅风情，并在瓦尔特
峰高原牧场的庄园岛享受美味丰盛的*庄园岛烧烤午餐。岛
上的厨师准备了各式的食材等候您的光临。您还可在岛上游
览牧场，参观绵阳，鹿，牛和羊驼。还可以欣赏有趣的剪羊
毛表演，牧羊犬工作和毛纺展示。
品尝过美味珍馐之后，下午大家自由活动, 继续观赏皇后镇
的美景。如果您是“中土世界迷”，您可以选择自费参加“
魔戒之旅”，爱冒险的朋友也可以自费参加喷射快艇、蹦极
跳、降落伞、滑翔机、漂流等刺激的极限项目。
之后我们将前往冰湖小镇——蒂阿瑙。蒂阿瑙坐落在蒂阿瑙湖
畔，它是南部最大的冰川湖，湖的东面以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区
为主，西侧则是一片宏伟旷野的森林和山区。

蒂阿瑙-米佛峡湾-皇后镇

驱车离开美丽的蒂阿瑙，我们将会途经隐秘的镜湖。“镜湖
”隐藏在山间，被茂密树林所环绕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水
面长年如镜子般的平静，于是被人称为“镜湖”。
*米佛峡湾素’有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称，是西海岸如诗如画
的景点之一。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地就是这里。当游轮行驶
在峡湾之中，看两岸崖壁高耸，听瀑布拍打水面，每个人都
会由衷地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倘若遇到一个蓝天白云的
好天气，长白云在峡湾上空翻腾，山峰耸立在阳光之下，游
人必将被眼前的景色所征服。结束了一天的游览之后，我们
将直奔新西兰明珠，旅游重镇—皇后镇。
早餐/ 酒店西式早餐 午餐/ 游船午餐
晚餐/ 中式晚餐
住宿/ Millennium 或同级 或同级
蒂阿瑙-米佛峡湾 总公里数118km 大约行驶时间2小时
蒂阿瑙-皇后镇 总公里数171km 大约行驶时间2小时20分

*TSS厄恩斯劳号：南半球唯一依然在运行的百年蒸汽船年度“
秋眠”期：6月-7月,蒸汽船秋眠期间，往返瓦尔特峰高地牧场
由现代快艇代行。

早餐/ 酒店西式早餐
午餐/ 庄园岛烧烤午餐
晚餐/ 特色鳗鱼晚餐
住宿/ Village Inn Te Anau或同级
奥玛拉玛-皇后镇-蒂阿瑙总公里数350km 大约行驶时间5小时40分

Day 4 周日

皇后镇-瓦纳卡-哈斯特

早餐后我们前往游览美丽十足的瓦卡蒂普湖。瓦卡蒂普湖是
新西兰第三大湖泊，其四周环山，与湖水相映成趣。
午餐时分我们将到达皇后镇。我们将搭乘最美丽的*观景缆车
skyline登上湖畔的山巅。我们还会在皇后镇最高档的*Skyline
山顶餐厅享用豪华丰盛的海鲜自助餐。
午餐后途径瓦纳卡湖, 瓦纳卡隐藏于群山和瓦纳卡湖畔，是本
地人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世外桃源，有着宁静秀美的氛围
和气质。孤零零生长在湖中的一颗孤独树，变成了新西兰最
美的树之一，无数的摄影师为它的美所倾倒。我们停下来欣
赏它，并漫步湖边，体验本地人的休闲安逸。之后我们横跨
南阿尔卑斯山脉。到达冰川小镇哈斯特。
早餐/ 酒店西式早餐 午餐/ Skyline 自助午餐
晚餐/ 酒店晚餐
住宿/ Heartland World Heritage Hotel 或同级
皇后镇-哈斯特 总公里数209km 大约行驶时间3小时

Day 5 周一

哈斯特-罗斯镇-格雷茅斯

今天将游览亿万年前形成的福克斯冰川。磅礴壮阔的银白
色冰川，匍匐在嶙峋陡峭的青褐色山谷里仿佛一条晶莹剔
透的巨龙，欢迎着游人。如果您有兴趣可自费搭乘直升飞
机,可以俯瞰整个冰川奇景。之后我们前往淘金小镇罗斯。
这里曾是南半球最深的矿坑所在地之一，现存的采矿遗址
依旧可以让人们体验真实的淘金方法和感受*淘金的乐趣。
在罗斯享用完午餐之后，前往千层岩。千层岩位于普纳凯
基，绵延在南岛的西海岸，因独特的地貌形态而得名。这
些岩石气势磅礴，是分层和风化过程的结果，看起来像是
层层堆砌状出来的巨型煎饼，故又称煎饼岩，具有较高的
观赏价值。由于线路成本昂贵，很少有华人业者经营，而
我们则有幸目睹这一大自然的奇景。随后我们前往格雷茅
斯，并夜宿于此。格雷茅斯是南岛西海岸最大的城镇，这
里曾经是毛利人居住的地方，毛利人把这里称为“宽阔的
河口”。这个城镇拥有悠久的淘金史，您可以感受当地厚
重的文化底蕴。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特色野味自助餐
晚餐/ 酒店西式晚餐
住宿/ Kingsgate Hotel 或同级
哈斯特-格雷茅斯 总公里数316km 大约行驶时间5小时

Day 6 周二

格雷茅斯-基督城

早上从格雷茅斯出发。路上，我们将经过风景宜人的亚瑟
通道。观赏着无限美景，我们随后来到了目的地——基督
城。基督城，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来客。它是人
们眼中的“花园城市”，两条河流交织，串联起一个个葱
郁的花园绿地和林荫大道。无论用怎样美丽优雅的词汇去
形容都不为过。这里曾因地震而受到些许影响，但现在崭
新的店铺和商家如春笋般涌现，基督城俨然以一个全新的
姿态拥抱新生。最终为大家行程划上圆满句号的，是万国独
家行程才有的龙虾餐。龙虾一律选用当地优质品种，加上独特
的粤式烹调，令人食指大动 （每人半只龙虾保证）。
最后，导游会在下午四点左右将您送至基督城机场。我们的全
部行程，也在此划上圆满的句点。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龙虾餐

格雷茅斯-基督城 总公里数258km 大约行驶时间4小时30分

* * * * * 旅行注意事项 * * * * *
行程描述部分只是为了方便客人熟悉线路的需求，实际团队出发集合和解散的地点是基督城机场和皇后镇机场，行程报价不包含
奥克兰至基督城或皇后镇的内陆段机票，亦不构成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如果客人需要我方代订新西兰航空或者廉价航空的机位，我
方可以免费提供协助；但此类国内航空产品并非“由我方销售”，因此亦不承担任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责任。请客人详细阅读。

基督城国内机场接送机时间及安排：
南岛接机时间和地点：
09:30 坎特伯雷博物馆 Canterbury Museum
10:00 万国基督城分店 5/380 Riccarton Rd. Riccarton, Christchirch
10:30 基督城国内机场

南岛送机时间和地点：
16:00 基督城国内机场
16:30 万国基督城分店 5/380 Riccarton Rd. Riccarton, Christchirch
17:00 坎特伯雷博物馆 Canterbury Museum

早到的客人请在基督城机场休息等候。
等候地点一律确定在Level 1的Burger King汉堡王餐厅。
有托运行李的旅客注意，国内到达取行李的地方在Ground Floor，到达后请自行收取托运行李，再到集合地点等候。
新西兰的楼层叫法继承自英国，Ground Floor是中国的一层，Level 1 是中国的二层。
如果客人误机，或因客人原因迟到，团队不能久候。此时客人需自行解决前往下一站的交通，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需客人自行承担，因此损失的旅
游包团部分的任何费用不退款。廉价航空售票时，通常会询问客人是否购买机票保险，但通常此类保险只保障机票的价值本身，而不包括任何衍生
费用。客人可自愿购买此类保险，需要我方协助时必须主动提出。

售价：
12岁以上成人
2-11岁小童
2岁以下不占床
单人房
定金
小费
*备注

折扣价每人$1499起* , 双人间或三人间标准
占床：9折，不占床：65折
均价：$400起，婴儿只占座位不享受其他服务。
需缴纳每晚$80的单房差。
$300/人，余款需在团队出发14天以前付清；逾期未缴费用，视作定位作废。定金不退、不换以及不得转让他人。
请支付导游小费每人每天$6
每年农历腊月28-农历正月初八，成人和儿童需额外支付春节附加费$400/人 ( $1899/人 )。

附加收费标准：
延住酒店收费标准：
基督城、 奥克兰、皇后镇 （双人间标准：每人$90NZD) (单人间标准：每人$160NZD) 节假日有额外的附加费。
规定时间外接送机收费标准： 每人每程 $50NZD

* * * * * 旅行注意事项 * * * * *
包括：
行程中所列餐食
景点项目：LBH农庄，皇后镇缆车及山顶自助餐，TSS EARNSLAW皇后镇游湖，米佛峡湾邮轮，淘金，基督城特色龙虾餐，所有以上项目费用和
门票。
全程中文导游。
空调巴士。
双人间标准酒店住宿（由于新西兰防火法规规定，酒店每个房间最多容纳3人，无论客人占床与否，否则旅行社有可能触犯新西兰的刑律）

酒店安排：
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酒店，但保证同级或以上标准。新西兰地广人稀，住宿设施有限，客人不可以因此极为罕见的情形为由投诉。三人间：新西
兰的三人间默认为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或行军床。如果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事先声明，出发前公司会尽力确认；如果酒店难以确认时，客人可以选
择更换房型并补交费用。

团队餐食：
除自理早餐外，早餐均为酒店西式早餐
中式午餐和中式晚餐的标准为，即中餐五菜一汤，晚餐六菜一汤，以及米饭和茶水，十人一桌标准。
特色餐食以行程中描述为准。

南岛自费项目收费指南（实际价格以商家公布为准）：
提阿瑙萤火虫洞
南极中心
直升机(35分钟)：
喷射快艇：
蹦极跳:
滑翔机:
米佛峡湾飞机:

$98
$59
$325
$129
$180
$180
$499起

(非早航班游客可能受时间限制)
(另有其他产品，价格会有区别)

自费说明：
自费项目只是列出可供选择的项目，不是指客人有时间完成全部自选，客人需根据时间自行取舍。
以上罗列自费项目费用为第三方费用。书写时以上信息正确。价格有可能被供应商更改，请购买时自行上网查询，我方不负责任。
购买自选项目时请注意，有可能会发生额外的交通费、预订费、信用卡手续费以及停车费等费用，请在付款前仔细询问清楚。
自费自选项目的合同人是顾客和第三方供应商，合同的价格，条款等不受我方约束，请仔细阅读第三方的文件后再谨慎签字。
请您在选择参加自费项目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后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字确认后交给导游，以保证您的合法权益。
其他自费项目请自行斟酌。游客如果希望参加行程中未列的自费项目，请游客务必在自费同意书上签字；一旦发生纠纷，您所保留的签字文件将
被作为调解的依据，以便您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条件与限制：
旅行社有可能根据天气情况调整行程。神奇峡湾有可能因为天气情况封路，届时公司会安排同等价位的产品或者退款$100/成人，$50/儿童。
无购物保证：
全程没有任何带有回扣性的商店、礼品店购物！不会因为软性或者硬性的购物耽误任何行程。自由活动时客人自行购物被视作个人行为，与我方
无关。
退款与更改：
出团前1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1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200/人；出团前6-1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300/人；出团前5个工作日内取消
，恕不退款。
报名后更改出团日期或更改其他行程的收费标准：出团前1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10个工作日）更改，收取$200/人；出团前6-10个工作日更改
，收取$300/人；出团前5个工作日内恕不更换。
保险：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非预期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如额外的交通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客人如自愿放弃购买
旅游保险，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
保险说明：
新西兰国家为其公民、居民、留学生以及到访游客安排有ACC意外事故赔偿险，任何在新西兰人士都不需要担心意外伤害等所引起的医疗费用。客
人如果希望得到ACC以外事故赔偿险之外的保证的话，需要另外安排旅行保险。
如果遇到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无法旅游，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尚未使用旅游景点门票。其他项目按照供
应商的政策执行。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旅游，一律不退款。
万国旅行社只提供文字中所列的服务项目及相关事项的有限责任，不承担与此文字描述之外的责任，如人情方面的，客人个人方面的，不可预见
性的突发事件，和法律或者刑事方面相关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等一切责任。
以上所有的价格NZD或$等标注均为新西兰元。
以上所有条件和限制和行程描述都是依据新西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并接受新西兰法律约束和保护。以上所有文字、图片、标志、图标均为
万国旅行社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客人/委托人 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