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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

$1830

• 獨家安排北島4★酒店住宿
• 北島第二大瀑布-胡卡瀑布
• 經幾十萬年土質變遷的維多摩螢火蟲洞
• 享受白雲峰山頂景觀餐廳豐盛BBQ餐
• 觀看愛哥頓農場表演
• 參觀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文化村
• 搭坐山頂纜車至皇后鎮最高點
• 登上1912年的燃煤蒸汽遊船TSS號
• 世界第八奇蹟之稱的米佛峽灣
• 於迷人米佛峽灣品嚐龍蝦晚餐
• 觀賞到藍企鵝由岸邊回巢情景
• 品嚐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三文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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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包含項目 Admission Included

▲ 為自費項目 Optional Programs

第1天 抵達基督城

4★Ibis Hotel或同級
(中式晚餐)
下午15:00導遊統一接機，15:30離開機場，隨後帶您穿過市中心，瀏覽基督城的
景觀，及基督城博物館、植物園。(上午抵達的客人，導遊10:00在機場接機，不
含午餐。下午15:30以後抵達的航班，導遊17:30接機之後返回市區晚餐)

第2天 基督城 > 第卡波湖 / 庫克山 > 奧瑪拉瑪

(酒店早餐、三文魚中式午餐、酒店西式晚餐)
3★Countrytime Hotel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中部麥肯齊區。欣賞冰川特色湖-蒂卡波湖，並品嚐全世界海拔最高
的三文魚。參觀於湖邊的“好牧人教堂”，遙望南太平洋最高的庫克山又稱“南阿
爾卑斯山“的雄姿。若天氣許可可自費▲搭乘直昇機(NZD$275起)前往南太平最
大的塔斯曼冰河，放眼望去更是一片銀色世界、彷如人間仙境。繼而前往著名
的滑翔之地-奧瑪拉瑪，您可自費▲體驗滑翔的樂趣。夜宿奧瑪拉瑪。

第3天 奧瑪拉瑪 > 克倫威爾 > 皇后鎮

(酒店早餐、韓國BBQ午餐、海鮮火鍋晚餐) 4★Copthorne Lakefront Hotel或同級
早餐後經水果產地-克倫威爾，前往依山傍水、聞名遐邇的渡假小鎮-皇后鎮。
參觀世界上第一個蹦極跳的發源地。中午●搭乘空中纜車前往皇后鎮最高處欣
賞世界著名旅遊聖地之魅力。隨後登上1912年打造的，南半球唯一一艘還在航
行的燃煤●蒸汽遊船TSS號，感受一個世紀之前的遺風，這是皇后鎮的標誌性
輪船。也是瓦卡提普湖上最大最豪華的遊船。夜宿皇后鎮。

第4天 皇后鎮 > 米佛峽灣 > 第阿瑙

(酒店早餐、遊船自助午餐、峽灣龍蝦晚餐) 3★Kingsgate Te Anau Hotel 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有世界第八奇蹟之稱的米佛峽灣國家公園，景區內有著名的鏡湖、荷
馬隧道、亨利峽谷等。隨後●搭乘遊輪暢遊米佛峽灣，觀賞冰河時期奇妙景觀，
讚歎冰河切割形成的壯麗山川及雪山奇景，同時群覽南極生物、企鵝、還海獅，
領略那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隨後往南島第一大湖泊-第阿瑙湖。夜宿靜謐的湖邊
小鎮第阿瑙。晚上可自費▲參觀神奇、獨特的第阿瑙螢火蟲洞(NZD$85起)。

第5天 第阿瑙 > 但尼丁 > 奧瑪魯

3★Brydone Hotel Oamaru或同級
(酒店早餐、中式午餐、毛利岩石燒烤晚餐)
早餐後向具有濃郁蘇格蘭風味的但尼丁出發。抵達後參觀聖保羅大教堂、八角
廣場、古老而具有歷史意義的火車站、奧塔哥大學城，更有世界最傾斜的街道
等待你的挑戰！午餐後前往位於東海岸第二大漁港海濱城市奧瑪魯，途中經過
毛利基石沙灘，那些重約四噸，外形圓滑的的巨大珀蛋形圓石，是在大約六千
萬年前形成的。抵達後，傍晚可以觀賞到●藍企鵝由岸邊回巢的可愛情景。

第6天 奧瑪魯 > 基督城 / 奧克蘭

(酒店早餐、鮑魚午餐、中式晚餐)
4★Auckland City Hotel或同級
早餐後返回基督城，沿途欣賞新西蘭最大的平原地坎特伯雷大平原的美麗風光
。午餐後導遊送機，搭乘國內航班飛往奧克蘭，抵達後導遊接機專車送往酒店
休息。請訂15:00後離開基督城，19:30前抵達奧克蘭的航班(北島導遊在下午
16:30和19:30 分兩次接機)

第7天 奧克蘭 > 維多摩 > 陶波湖 > 羅吐魯阿

4★Millennium Hotel或同級
(酒店早餐、西式午餐、山頂景觀燒烤晚餐)
早餐後乘專車南下，經農產區沿維多摩河，前往經幾十萬年土質變遷所形成的
●維多摩螢火蟲洞。平穩安靜的河船載著您，沿著地下河蜿蜒進入奇異的“螢
色世界”，星羅棋布的螢火蟲漫天螢光閃爍。午餐後前往陶波湖，途中參觀胡
卡瀑布及懷卡基發電廠，還可自費▲搭乘噴射船(NZD$129起)遊覽。繼而前往
毛利民族的聚集地-羅托魯阿，參觀政府花園，並在湖邊餵食黑天鵝。

第8天 羅吐魯阿 > 奧克蘭

4★Auckland City Hotel或同級
(酒店早餐、女皇號郵輪午餐、中式晚餐)
早餐後觀看●愛哥頓農場表演，有剪羊毛、牧羊犬趕羊、並有機會親手給羊寶寶
餵奶，妙趣橫生。之後前往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毛利族文化村，參觀毛利族的
手工藝及歷史文物展示，觀賞頗為壯觀的地熱噴泉及泥漿池。午餐後前往遊覽●
彩虹溫泉奇異鳥野生公園，可看到新西蘭的國寶奇異鳥。然後返回奧克蘭。

第9天 離開奧克蘭

(酒店早餐、中式午餐)
酒店早餐後奧克蘭市區遊覽，港灣大橋、奧克蘭中央公園，並參觀●奧克蘭博
物館。 午飯後送往機場結束您愉快的紐西蘭之旅 ! (團隊1:30pm-2pm之間抵達
奧克蘭國際機場)請訂下午4pm後離開奧克蘭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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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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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us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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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雙人房

團費 (CAD)
Twin-share

$1830

三人房

團費 (CAD)

Triple Share

$1740

單房差 (CAD)
Single Supp.

$540

5-11小孩 years old ：佔床與1大人同房 with bed sharing with 1 adult $1640
5-11小孩 years old ：佔床與2大人同房 with bed sharing with 2 adult $1560
2-4歲小孩 years old：不佔床 without bed $1370
0-2歲小孩 years old：不佔床 without bed $465

費用包含 Inclusions
酒店：3-4★酒店住宿 (雙人房) 3-4★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交通：機場來回接送 + 旅遊巴士 Airport transfer + coach transportation
門票：行程上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as indicated
導遊：當地優秀中文司導 Local Chinese tour driver guide
膳食：行程上列明的餐 Meals as indicated
費用不含 Exclusions
機票：國際、國內航班機票及其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domestic airfare & taxes
小費：紐元6/人/天 Tippings NZD$6/day/person
簽證：簽證費 Visa Fee
項目：行程上列明的▲號項目 Optional programs as indicated with ▲sign
保險：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重要事項
1. 請訂第一天15:00前抵達基督城，第六天下午15:00-18:00抵達奧克蘭和最後一天16:00後離
開奧克蘭的機票。航班晚點的客人，團隊不能久候，此時客人需自行解決前往下一站的交
通，由此產生的費用需客人自行承擔，因此損失的旅遊包團部分的任何費用不退款。
2. 報名時請付訂金CAD$500/ 人。其餘費用請在出發前14個工作日之前付清。
3. 出發前30-14個工作日之內取消，恕不退回訂金CAD$500/人；出發前7-14個工作日內取消，
收取消費用CAD$800/ 人；出發前7個工作日內取消，恕不退回全額團費。
4. 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匯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5.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如因天氣、酒店或航班等)決定，本公司保留依據當時實際情況
對行程做出調整的權利，客人不得以此要求補償。
6. 每年農曆新年期間，2018年2月14-25日，團費根據春節加收調整為 CAD2130 。
7. 新西蘭住宿設施有限，公司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酒店，並且新西蘭三人間默認為一張大
床加一張小床，如需3張獨立分開的床請事先聲明，出發前公司會盡力確認，但不能完全
保證可滿足此要求。

Day 1 Arrive Christchurch (D) Ibis Hotel or equivalent
Upon arrival, be greeted by your professional tour guide. If time permits, tour the
botanic garden.(Free pick up time: 10:00, 15:30, 17:30)
Day 2 Christchurch > Tekapo > Mt. Cook > Omarama (B, L, D)
Countrytime Hotel or equivalent
1. Lake Tekapo, 2.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view Mount Cook 3. ▲Scenic
(from NZD$275), 4. ▲Gliding
Day 3 Omarama > Cromwell > Queenstown (B, L, D) Copthorne Hotel or equivalent
1. ●Skyline - Gondola, 2. ●Steamship TSS Earnslaw
Day 4 Queenstown > Milford Sound > Te Anau (B, L, D)
Kingsgate Te Anau Hotel or equivalent
1. Beech forests & alpine valleys,
2. Homer Tu nnel, 3. ●Cruise along the Sound, view Mitre Peak, Bowen & Starling
Falls, 4. ▲Te Anau Glowworm Caves (from NZD$85)
Day 5 Te Anau > Dunedin > Oamaru (B, L, D) Brydone Hotel Rotorua or equivalent
1. St Paul's Cathedral,
2. The steepest Baldwin Street, 3. Dunedin Railway Station, 4. Otago University,
5. Moeraki Boulder Round Stone, 6. ●The Blue Penguin colony
Day 6 Oamaru > Ashburton > Christchurch > Auckland (B, L, D) Auckland City Hotel
after 15:00, and arrive AKL before 19:30.(Free pick up time 16:30 & 19:30)
Day 7 Auckland > Waitomo > Taupo > Rotorua (B, L, D) Millennium Hotel or equivalent
1. ●Waitomo Glowworm Caves, 2. Lake Taupo, Huka Falls & Power station, 3. ▲Jet
boat (from NZD$129), 3. Lake Rotorua & feed the black swan
Day 8 Rotorua > Auckland (B, L, D) Auckland City Hotel or equivalent
1. ●Agrodome Farm: Sheep shearing show & farm tour, 2. ●Te Whakarewarewa
Thermal Valley, visit world-famous Pohutu geyser, mud pools & boiling waters,
3. ●Rainbow Springs Kiwi Wildlife Park to enjoy the wildlife park
Day 9 Depart Auckland (B, L)
Auckland city tour: North Shore Bridge, Auckland Central Park & ●Auckland
4pm.
Muse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