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南岛纯净 9 天 7 晚
参考价格 ¥ 14,999/人 

 

客户体验：打破传统旅行社风格，上车睡

觉，下车拍照的流程。体验式轻松出行，流

程合理。 

酒店：豪华景观酒店/私人别墅/体验式公寓 

每团最低 10 人起，且不高于 20 人。 

注：产品价格仅供参考，受季节，酒店，门

票及汇率影响，会有所变化，实际价格可咨

询客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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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计划图 

 

  

Day 1 上海出发 

直飞新西兰基督城（Christchurch），行程耗时约 12.5 小时,各地出发，领队直接

在上海浦东机场召集汇合。 

  

Day 2  基督城（Christchurch）–格雷茅斯（Greymouth） 

搭乘航班抵达西兰南岛第一大城市- 基督城（早班飞机）。抵达后分配车辆，丰田

RAV4 或同级。随后在基督城市区观光：震后遗址基督城教堂广场，与圣杯合影

（20 分钟），游览雅芳河，基督城植物园（30 分钟），园中拥有 250 多种玫瑰，

色彩鲜艳、芳香袭人，尽展玫瑰的奢华之美。午餐后自驾穿过南阿尔卑斯山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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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新西兰西海岸。新西兰南岛西海岸是一个充满野性的地区，这里遍布着河流、雨

林、冰川及独有的的地貌景观。途中，我们将经过风景宜人的亚瑟山口国家公园，

沿途观赏被千万年冰河所切割出来的独特地理景观。下午，抵达西海岸最大的城市

——格雷茅斯（Greymou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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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教堂 圣杯广场 

 

阿瑟山国家公园 

 住宿：格雷茅斯四星酒店或四星同级 

 午餐： 中式午餐， 晚餐: 酒店西式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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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城-格雷茅斯 总公里数 258 公里 大约行驶时间 4 小时 30 分钟。 

  

Day 3 西海岸格雷茅斯（Greymouth）-千层岩-哈斯特（Haast） 

早餐后沿西海岸一路北上，前往普纳凯基（Punakaiki），这里因独特的地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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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层岩 

随后沿着西海岸一路南下，前往福克斯冰川（Fox Glacier）。途径新西兰著名的玉

石小镇霍基蒂卡（Hokitika），了解著名的绿宝石制作工艺以及淘金小镇罗斯

（Ross），体验淘金乐趣。 

下午抵达福克斯冰川。这里是新西兰厚度最大的冰川，形成于亿万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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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克斯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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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们将抵达哈斯特小镇。哈斯特坐落在蒂瓦希普纳姆（Te Wahipoun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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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Heartland World Heritage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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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茅斯-普纳凯基千层薄饼岩 45 公里，大约行驶时间 40 分钟 

 普纳凯基千层薄饼岩-福克斯冰川 240 公里，大约行驶时间 3 小时 30 分钟 

 福克斯冰川-哈斯特 121 公里， 大约行驶时间 1 小时 30 分钟 

  

Day 4 哈斯特（Haast）–皇后镇（Queenstown） 

早餐后横跨南北走向的南阿尔卑斯山，我们暂别美丽的西海岸，沿着新西兰最美丽

的 6 号公路前往瓦纳卡湖（Lake Wanaka）（142 公里，2 小时）。在瓦纳卡

（Wanaka）稍作停留，参观著名的瓦纳卡树。 

 

瓦纳卡树 

可自费参观迷惑世界，体验迷宫乐趣。 

途径淘金小镇箭镇（Arrowtown），顺道参观 70 年代首批华人登陆奥塔哥

（Otago）的淘金遗址。随后前往南岛旅游的中心–皇后镇。行程将会在著名的水

果小镇——克伦威尔（Cromw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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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时分，我们将抵达新西兰旅游重镇——皇后镇（74 公里，行驶时间大约 1 小

时 2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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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游览魅力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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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登上 1912 年打造的，南半

球唯一一艘还在航行的燃煤蒸汽游船 TSS 号，感受一个世纪之前的遗风，也是欣

赏此地湖光山色的绝佳方式。傍晚，我们将搭乘最美丽的观景缆车 Skyline 登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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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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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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S 蒸汽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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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镇夜景 

 

Skyline 自助晚餐 

 住宿：希尔顿酒店（或同级）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Skyline 山顶自助餐 

  

 哈斯特-瓦纳卡 142 公里，行驶时间大约 2 小时 

 瓦纳卡-皇后镇 74 公里，行驶时间大约 1 小时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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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皇后镇（Queenstown）-米佛峡湾（Milford Sound）-蒂阿瑙（Te 

Anau） 

驱车离开美丽的皇后镇，我们将会途径隐秘的镜湖（Lake Mirr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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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湖 

之后我们将前往米尔佛德峡湾，米尔佛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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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必将被眼前的景色所征服。 

 
米尔福德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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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们将抵达迷人的小镇——蒂阿瑙（Te An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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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可自费参观神奇、独特的蒂阿瑙萤火虫洞。 

 

蒂阿瑙湖 

 住宿： Kingsgate Hotel Te Anau 或同级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游轮自助午餐，晚餐：酒店西式晚餐 

  

 皇后镇-米尔佛德峡湾，总公里数 288 公里 大约行驶时间 4 小时 

 米尔佛德峡湾-蒂阿瑙，总公里数 118 公里大约行驶时间 2 小时 

  

Day 6 蒂阿瑙（Te Anau）-但尼丁（Dunedin）-奥玛鲁（Oa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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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edin）（307 公里，大约 4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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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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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丁八角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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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基

（Moeraki）石沙滩。位于摩拉基海滩的“大圆石”有着神奇的魅力，每块都重达数

吨，高达两米。这些外形圆滑的的巨大珀蛋形圆石，是在大约四万年前火山爆发后

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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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基石沙滩 

 

傍晚时分我们，我们会抵达小镇，奥玛鲁（Oama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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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蓝企鹅由岸边回巢的可爱情景。 

 住宿：Eden Garden Motel 或同级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午餐，晚餐：特色毛利岩石烧烤 

  

 蒂阿瑙-但尼丁，总公里数 307 公里，大约行驶时间 4 小时 

 丹尼丁-奥玛鲁，总公里数 112 公里，大约行驶时间 1 小时 40 分 

  

Day 7 奥玛鲁（Oamaru）–蒂卡波（Tekapo） 

早餐后前往中部麦肯齐区，欣赏冰川特色湖-蒂卡波湖（Lake Tekapo），并品尝

全世界海拔最高处养殖的三文鱼。随后参观位于湖边的“好牧羊人教堂”，于湖边眺

望雄伟的库克山美景，开车登 Mt John 山，品尝星空咖啡，欣赏蒂卡波湖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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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最高的三文鱼 

 

好牧人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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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卡波湖 

夜晚在蒂卡波暗黑天空保护区拍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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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玛鲁-蒂卡波 191 公里，大约行驶 3 小时。 

  

Day 8  蒂卡波（Lake Tekapo）-基督城（Christchurch） 

离开蒂卡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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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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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顿豪华龙虾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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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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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公里，大约行驶时间 3 小时 20 分 

  

Day 9 基督城（Christchurch）-上海 

在 8 天的行程之后，队友们终于在这天早上可以睡个大懒觉了。不过有空的话可以

去基督城市中心感受这所因地震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基督城浓厚的英国气息，艺术

文化气息浓厚，设施完备。2011 年 2 月 22 日，基督城东南 10 公里的利特尔顿发

生 6.3 级强烈地震，很多古老的建筑因地震而毁坏。游客来到基督城都会带着缅怀

的心情去地震遗址参观，震后的痕迹几乎很好的保留着。参观后我们将前往基督城

机场飞往上海，结束这 9 天难忘而快乐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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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鲸鱼定制旅游，是一家以客户为根本，服务至上为宗旨的新西兰旅游行业中的潜力

黑马旅游定制公司。独特的产品销售手法，更为人性化的变通方式，得到客户的一

致认可。实力和专业的年轻团队，帮助游客轻松旅游，精准到“一人一线”的专业路

线设计。 

 

 

联系我们 

 

（新西兰）+64 0278052983 

（中国）  +86 13856938326 

电子邮件  info@sparklefish.co.nz 

 

微信公众号 

 

 

 

客服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