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天 新西蘭『地熱泉．冰川．南十字星』奇幻之旅 
暢遊：奧克蘭、瑪塔瑪塔、羅托魯亞、皇后鎮、博士峰、箭城、庫克山、蒂卡波湖、基督城

『閃亮推介』 
『魔戒拍攝地』哈比人村 

暢遊著名電影拍攝地，一幕幕電影情節中的場景親歷眼前。 

『星光隧道』懷托摩鐘乳石及螢火蟲洞 

乘坐小船進入漆黑的洞穴中，仰望寂靜的星光隧道，難忘體驗。 

『皇后鎮地標』博士峰 

乘天際纜車到達博士峰，從高空俯瞰美景，可將瓦卡蒂普湖景色盡收眼底。 

『正宗剪羊毛表演』沃特峰高原牧羊場 

觀賞精彩剪羊毛及牧羊狗趕羊表演，近距離親近可愛動物。 

『醉美皇后鎮』各色其適 

皇后鎮時間充裕，讓你各色其適，訪尋各自所愛。 

『冰川歷奇』塔斯曼冰川 

乘坐橡皮船零距離接觸雄偉而壯觀的冰川美景。 

『全球最大的黑暗天空保護區之一』BIG SKY 觀星之旅 

於當地專業導賞員帶領下，探索“南十字星”奧秘，難忘體驗！ 

 

『極致享受』 

乘坐新西蘭航空直航往返奧克蘭，休閒快捷。 

安排於皇后鎮連續住宿 3 晚，份外舒適。 

 
『精選美饌』 

羅托魯瓦 ~ 玫瑰園餐廳燒烤餐、毛里族歌舞表演及品嚐傳統特色(Hangi)晚餐 

奧克蘭   ~ 天空塔 360 旋轉特色餐 

皇后鎮   ~ 博士峰山頂自助餐、鮑魚片龍蝦餐、高原牧羊場燒烤餐、泰式風味宴 

全程中式晚餐安排八菜一湯 

 
 

Tour Code: ANAC09 (10 月 27 日起適

用) 

 

新西蘭 

牧羊人教堂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懷托摩螢火蟲洞 

皇后鎮 



第 1 天 香港  奧克蘭                                      
Hong Kong  Auckland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
乘坐新西蘭航空飛往新西蘭北島最大的城市~奧克蘭。 
第 2 天 奧克蘭~懷托摩鐘乳石及螢火蟲洞~羅托魯亞                    
毛里族歌舞表演                                                 
Auckland ~ Waitomo Cave ~ Rotorua ~ Hangi Dinner &   
Maori Concert                                                  
航機於早上抵達奧克蘭，隨即驅車前往參觀懷托摩鐘乳石及
螢火蟲洞。遊畢前往羅托魯亞，晚上欣賞毛里族歌舞表演。 
懷托摩鐘乳石及螢火蟲洞：七大自然奇觀，洞內可以觀
賞到嶙峋怪異的鐘乳石，搭乘小船慢慢進入漆黑的洞穴，
傲遊這個寂靜的星光隧道，享受一趟奇幻之旅。 
I羅托魯亞：由於羅托魯亞位於地熱帶，而城內有多個溫泉，
又有著「硫磺之城」的別號。城內有近 35%人口亦是毛利族
人，令羅托魯亞成為著名的毛利文化的中心地帶。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羅托魯亞~毛里族文化村~鹿產品工場~瑪塔瑪塔~       
哈比人村~奧克蘭~天空塔 360 旋轉餐廳                                        
Rotorua ~ Te Puia ~Deer Product Factory ~ Matamata ~                           
Hobbiton ~ Auckland ~ Sky Tower                                                     
早餐後，參觀毛里族文化村及鹿產品工場。遊畢，前往著
名電影拍攝地–哈比人村。及後，前往奧克蘭天空塔。 
毛里族文化村：了解毛利人的歷史、傳統及神話故事，
還有毛利人的生活起居和建築方式等，並可欣賞地熱所形
成的間歇噴泉、熱泥漿池等特殊地理景觀。 
鹿產品工場：可自由選購質優價廉的鹿產品。 
哈比人村：著名電影「魔戒」中哈比人聚居之地。位於
瑪塔瑪塔的一個私人農場中，於 1998 年興建至今，村莊保
養得十分完善。於村莊漫步，尤如進入了一個世外桃源。 
天空塔：南半球最高的獨立建築物，高 328 米，在塔上
可觀賞到奧克蘭全景。安排於 360 度旋轉餐廳享用晚餐。 
(註:如遇到天空塔旋轉餐廳被訂滿，晚餐會改為日式鐵板燒。團友不得藉此反

對及退團，敬請留意) 

：Sky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奧克蘭皇后鎮~博士峰登山纜車~箭城~              
笨豬跳觀景台                                               
Auckland  Queenstown~Skyline Gondola Ride~                 
Arrowtown~Kawarau Bungy Jump Lookout              
早餐後，前往奧克蘭機場，乘坐內陸客機飛往皇后鎮。抵
達後，前往纜車站乘坐纜車登上博士峰。及後前往箭城，
欣賞笨豬跳挑戰者膽量。 
I皇后鎮 : 位於南島的西南部，整個城市被當地第三大湖泊
–瓦卡蒂波湖的法蘭克敦灣包圍。在群山環繞，湖光山色的襯
托下，令皇后鎮美得尤如仙境一樣。 
博士峰登山纜車：搭乘天際纜車前往博士峰山頂，沿途鳥
瞰皇后鎮如畫風光，並於著名觀景餐廳享用自助午餐。 
I箭城：坐落在箭河畔，是新西蘭最具風景如畫的居住區之
一，這裡曾經是熱鬧的淘金地昔日著名淘金名城。 
I笨豬跳觀景台：提供最佳欣賞角度，可觀賞一睹挑戰膽量
的飛躍者。 
是日可安排直昇機雪山之旅 
：Millennium Hotel Queenstown 或同級 
第 5 天 皇后鎮~古董蒸汽船~沃特峰高原牧羊場~自由活動                                    
Queenstown ~ TSS Earnslaw Steamship Cruises ~                
Walter Peak High Country Farm ~ Free At Leisure          

早餐後，乘坐百年歷史的厄恩斯勞號蒸汽船前往瓦爾特峰高
原牧場參觀。遊畢，下午自由活動。 
古董蒸汽船遊：搭乘 19 世紀的古董蒸汽船漫遊瓦卡蒂普 
湖。下船後參觀高原牧羊場，體驗新西蘭的農莊生活，觀看 
精彩的剪羊毛及牧羊狗趕羊表演。 
(註：如遇上古董蒸汽船檢查、維修或無法預計之情況，將安排乘坐其他船隻往

返牧羊場，敬請留意。) 

：Millennium Hotel Queenstown 或同級 
第 6 天 皇后鎮~全日自由活動                                    
Queenstown ~Free For Leisure                                               
早餐後，全日自由活動，領隊可代為安排美福峽灣之旅。 
是日可安排美福峽灣之旅。 
：Millennium Hotel Queenstown 或同級 
第 7 天 皇后鎮~鮮果世界~庫克山國家公園~塔斯曼冰川~            
《神奇庫克山》3D 電影 ~『BIG SKY』觀星之旅                                                          
Queenstown ~ Mrs Jones Family Fruit Stall~                   
Mount Cook ~ Tasman Glacier Tour ~ Magic 3D Movie ~  
Big Sky Stargazing Tour                                                       
早餐後，途經鮮果世界，前往庫克山國家公園遊覽塔斯曼冰
川。晚上安排觀星之旅。 
I鮮果世界：集合新西蘭多款不同種類的生果及特色食品。 
I庫克山國家公園：新西蘭最高峰及著名的塔斯曼冰河所在
地，被稱為「南半球的阿爾卑斯山」，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塔斯曼冰川：新西蘭景內最長的冰河之一。安排乘坐橡皮
船欣賞峽灣兩側的壯觀美景，近距離欣賞奇特的冰川面貌， 
更可觸摸不斷移動的冰塊，難忘體驗。 
(註：基於安全條例，4 歲或以下小童不能參加塔斯曼冰川活動，如因天氣而取消

冰川行程，本公司將退回有關之款項，敬請留意。) 

《神奇庫克山》3D 電影：講述了新西蘭、南阿爾卑斯山和
奧拉基庫克山等的誕生故事。 

觀星之旅：高山上探索“南十字星”奧秘，由當地專業導
賞員解說天文知識，世界級浩瀚星空奇觀，絢爛繁星美得令
人屏息。(註：基於當地安全條例，4 歲或以下小童不能參加觀星之旅活動，如因

天氣而取消戶外觀星，行程將改為於室內觀星館進行，並不作退款，敬請留意。) 
：The Hermitage Hotel Mount Cook 或同級 
(註：如庫克山之酒店未能提供團體房間，將改為入住附近地區之酒店，並安排

於其他地區進行觀星。而神奇庫克山 3D 電影會取消，並不作退款，敬請留意。) 

第 8 天 庫克山~蒂卡波湖~牧羊人教堂~阿斯伯頓~基督城        
奧克蘭                                                    
Mount Cook ~ Lake Tekapo ~ Church of the Good 
Sherpherd ~Ashburton ~ Christchurch  Auckland                           
早餐後，遊覽蒂卡波湖。遊畢途經阿斯伯頓，前往基督城。
稍後乘專車往機場，乘坐內陸航班返回奧克蘭。 
I蒂卡波湖：湖水含有特殊礦物質成分，經陽光照射下，湖
水映射出醉人的碧藍色。 
I牧羊人教堂：聳立在湖畔的小石屋，教堂由石塊搭建而成，
傳奇色彩與優美景色，每年吸引不少愛侶到此舉行婚禮。 
I阿斯伯頓：在此處可以購買到新西蘭各式各樣的特產和有
軟黃金之稱的駝羊 Alpaca 產品。 
I基督城：南島最大城市，因擁有眾多公園及私人花園，而
且每戶亦有栽種樹木，令基督城有「花園之城」的美譽。 
：Sky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 9 天 奧克蘭香港                                                    
Auckland  Hong Kong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坐新西蘭航空飛返香港。航機於同日安
抵香港。旅程於此完滿結束！ 

 Day 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 7 Day 8 Day 9 

早 -- 自理/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 
玫瑰園餐廳 

燒烤餐 
當地餐廳 

Skyline 山頂 

餐廳自助餐 

高原牧羊場 

燒烤餐 
自理 當地餐廳 中式餐廳 航機上 

晚 
自理/航機上 

毛里族歌舞晚宴

(HANGI) 

天空塔 360 

旋轉餐廳 

鮑魚片龍蝦 

海鮮餐 
泰式風味宴 自理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AUS19-016-0905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