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CSUN07

新西兰南岛

东西海岸全景7日
每周日发团 2019年9月1日开始

Day 1 周日

$1899

售价： $2099 折扣价：

基督城-班克斯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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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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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导游接机后，今天我们一
同前往班克斯半岛途径奶酪工厂，您有机会了解奶酪的制作
过程。随后，我们前往阿卡罗阿。阿卡罗阿在毛利语中意为
“长长的港口”，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新西兰仍是一片
未经开垦的地区时，欧洲捕鲸者将此地视为捕猎海洋生物的
天堂。在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支持下，一艘法国军舰开赴
新西兰，同行的还有80位法国移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法
国开辟新的疆土。他们被允许在阿卡罗阿定居，从此这一地
区便渐渐繁荣起来。于是，现在的阿卡罗阿洋溢着浓郁的法
国风情，从当地家族的姓名与街道的命名就可见一斑，这同
时也体现在传统建筑和美食上。在阿卡罗阿，有一家知名的
炸鱼和薯条店，别的店在淡季时都冷冷清清，但它却一年
365天不休息，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中午我们就在此享用地
地道道的炸鱼和薯条。傍晚时分，返回基督城，并夜宿于此
午餐/ 炸鱼薯条
晚餐/ 中式晚餐
饭店/ 基督城星级Hotel或Motel
基督城-班克斯半岛 总公里数82km 大约行驶时间2小时

Day 2 周一

基督城-西海岸格雷茅斯

早上，我们从基督城出发，搭乘*高山观景火车。 “高山观
景火车之旅”被誉为全世界最佳火车观光之旅，越过森林
与农田，攀越雄伟的南阿尔卑斯山，在两处海岸之间穿行
。在舒适的车厢中，人们可以欣赏坎特伯雷平原阡陌相交
的农田，以及壮观的峡谷和怀马卡里里河流域的河谷。而
后列车将攀上雄伟的南阿尔卑斯山到达亚瑟通道国家公园
，再下行穿越葱郁的山毛榉雨林抵达位于西海岸的小镇格
雷茅斯。到达后请自行前往酒店登记入住。导游将在傍晚
和您联系。
由于乘坐高山观景火车的乘客提前到达西海岸，必须自行
入住酒店和自理中餐，拥有较长时间的自由活动，如果客
人不能讲简单英文，需要协助，请提前声明。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酒店新西兰特色西式晚餐
饭店/ Kingsgate Hotel 或同级
基督城-格雷茅斯 总公里数258km 大约行驶时间4小时30分

Day 3 周二

西海岸格雷茅斯-千层岩-哈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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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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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兴趣自费搭乘直升飞机,
可以俯瞰整个冰川奇景。
傍晚，我们将抵达哈斯特小镇。哈斯特坐落在蒂瓦希普纳姆
世界遗产地区的心脏地带，北、南、东面是国家公园。这里
适合展开狩猎，当地酒馆的特色是用动物头骨装饰店铺，带
给人们不一样的感受。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罗斯镇特色野味自助餐
晚餐/ 酒店西式晚餐
饭店/ Heartland World Heritage Hotel 或同级
格雷茅斯-哈斯特 总公里数316km 大约行驶时间5小时

Day 4 周三

哈斯特-瓦纳卡-皇后镇

横跨南北走向的南阿尔卑斯山，我们暂别美丽的西海岸。瓦
纳卡湖是我们的下一个途径地。
行程将会在著名的水果小镇——克伦威尔稍作停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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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时分，我们将抵达新西兰旅游重镇——皇后镇。皇后镇
坐落在南阿尔卑斯山脉南端。白色的雪峰、裸露的山体，茂
密的森林、湛蓝的湖水从高到低成带状排列。这里是南半球
四季皆宜的旅游度假区。任何文字来形容皇后镇都是黯然失
色，只有亲临此地才会切实地感受到她的无与伦比之美。
我们将搭乘最美丽的*观景缆车skyline登上湖畔的山巅。皇后
镇固然有很多景色可看，不过一大亮点，就是乘坐天际缆车
登上山顶俯视这座城市了。
我们今天还会在皇后镇最高档的山顶餐厅享用豪华丰盛的海
鲜自助餐。*Skyline山顶餐厅在2009年被美国的ABC电台评为
了“全世界风景最优美的餐厅”。
品尝过美味珍馐之后，我们将下山游览魅力的瓦卡蒂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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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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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欣赏
此地湖光山色的绝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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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早餐 午餐/ Skyline 山顶自助餐
晚餐/ 酒店羊腿或三文鱼特色晚餐
饭店/ Copthorne Hotel或同级
哈斯特-皇后镇 总公里数209km 大约行驶时间3小时

Day 6 周五

Day 5 周四

皇后镇-神奇峡湾-蒂阿瑙

驱车离开美丽的皇后镇，我们将会我们将前往西南部的峡
湾地区。*神奇峡湾，也称“寂静的峡湾”，是南岛深度第
一（421米），长度第二（40公里）的峡湾。这里展现了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恬静宜人，神秘奇妙，未曾受到现代社
会的影响。新西兰环保部门将每天游客数量限制在450人之
内，以确保神奇峡湾远离尘嚣不被人类活动所破坏，这种
最高端的环境保护措施更体现出此处独特的浏览价值。崎
岖的峰峦，茂密的雨林，还有蜿蜒隐蔽的水湾，神奇峡湾
的风光令人惊叹。峡湾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您有可能
观看到瓶鼻海豚和毛皮海豹在嬉戏玩耍，或是捕捉到稀有
的峡湾冠羽企鹅的身影。在峡湾寂静的角落，船长会熄灭
引擎，同时让全体乘客保持3到5分钟的安静，让大家仔细
辨别溪流和禽鸟的叫声，感受神奇峡湾特有的“天籁之音
”。难忘的峡湾之旅过后，我们将会前往蒂阿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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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我们将前往蒂阿瑙。

蒂阿瑙-但尼丁-奥玛鲁

今天的行程将会从南岛西海岸跨越至东海岸。第一站，我们
将前往新西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的但尼丁。因历史原因，早
期大量的欧洲苏格兰移民定居于此，城市建筑至今保留了浓
郁的苏格兰风情，因其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这里被人们称
为苏格兰之外最像苏格兰的城市。市中心的八角广场是最热
闹的地方，其周围鳞次栉比的教堂,戏院、商店和办公楼宇，
让人目不暇接。我们将参观世界上最倾斜的街道,哥特式的教
堂,奥塔哥大学和但尼丁火车站。
离开但尼丁，我们将驱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神秘的大圆
石景观。位于摩拉基海滩的“大圆石”有着神奇的魅力。这些
巨石每块都重达数吨，高达两米。
傍晚时分我们，我们会抵达小镇，奥玛鲁。昔日的奥玛鲁因
淘金、采石和木料加工而繁荣一时。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
座宁静的小城，供游客游览，信步在历史城区，仿佛回到了奥
玛鲁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暮色降临的时候，也是我们观赏
另一个不可多得自然景观 - *神仙企鹅归巢。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晚餐
饭店/ Eden Garden Motel 或同级
蒂阿瑙-丹尼丁 总公里数290km 大约行驶时间4小时30分
丹尼丁-奥玛鲁 总公里数112km 大约行驶时间1小时40分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游轮午餐 晚餐/ 酒店西式晚餐
饭店/ Kingsgate Hotel Te Anau或同级
皇后镇-蒂阿瑙

总公里数171km 大约行驶时间2小时20分

Day 7 周六

奥玛鲁-基督城

离开奥玛鲁，我们将最终回到南岛第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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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玛鲁-基督城 总公里数245km 大约行驶时间4小时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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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 坎特伯雷博物馆 Canterbury Museum
09:30 万国基督城分店 5/380 Riccarton Rd. Riccarton, Christchirch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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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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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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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行程中所列餐食
景点项目：高山观景火车，皇后镇缆车及山顶自助餐，TSS EARNSLAW皇后镇游湖，神奇峡湾出海邮轮，蓝眼小企鹅归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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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旅行注意事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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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