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Zealand South Island 7 Days Tour

新西兰南岛7日全景游
格雷茅斯 千层薄饼岩 福克斯冰河 哈斯特 瓦那卡 皇后镇 世界第八大奇观-米佛峡湾 但尼丁 奥塔哥大学城 蒂卡波
湖 库克山国家公园 基督城之旅

费用说明

$1280
4-8月:每周四固定出发

成人费用 | AU$1280/双人房/人;单人房差AU$400
AU$1250/三人房/人
儿童费用 | 5-11岁占床,与一大人合住双人房
AU$1155/人

每周五不固定出发

与两大人合住三人房AU$1090/人
2-4岁不占床: AU$962/人
2岁以下不占床: AU$325/人

费用包含与不含
费用包含 | 3-4星级酒店住宿，行程中所列餐食， 中文司机兼导游，旅游车， 行程中列明**之景点门票。
费用不含 | 国际、国内机票、税、 签证费用；导游小费：建议每人每天NZ$6；私人消费及旅游保险（强烈建议购买
，如客人没有购买旅游保险，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等）

行程简介
出发日期 | 9-3月:每周四,每周五固定出发;4-8月:每周四固定出发,每周五不固定出发
建议航班 | 第一天（周四）下午2pm前到达基督城的航班
第七天（周三）任意时间离开基督城的航班
重要事项 | 1. 机票请订第一天下午14:00前抵达基督城和最后一天任意时间离开基督城的航班。
2. 报名时请付订金AU$200/人。其余费用请在出发前14个工作日之前付清。
3. 出发前14个工作日之前取消，恕不退回订金AU$200/人；出发前7-14个工作日内取消，收取消费用
AU$300/人；出发前7个工作日内取消，恕不退回全额团费。
4. 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汇合导游，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5. 所有节目安排按当地状况（如因天气、酒店或航班等）决定，本公司保留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对行程做出调
整的权利，客人不得以此要求补偿。
6. 以上价格可能会受季节影响而浮动，我们会及时更新通知。

第一天

基督城 > 亚瑟山口 > 格雷茅斯

行程 | 抵达后导游接机，下午3:30pm大巴准时离开基督城，随后穿过亚瑟峡谷国家公园，前往风景秀丽的西海岸。
抵达号称‘Heart of the Coast’西海岸的心脏城市格雷茅斯。（上午抵达的客人导游可提前接机，时间分
别为9:40am和11:40am,但是不含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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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 | 酒店西式晚餐
住宿 | 3* Kingsgate Hotel或同级

第二天

格雷茅斯 > 福克斯冰河 > 哈斯特

行程 |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大自然神奇的艺术作品-千层薄饼岩，西海岸沿途的无限风光，也同时让人从内心深处感
受到上帝对新西兰的偏爱。再沿西海岸直穿南阿尔卑斯山脉，到达玉镇赫基第卡欣赏精湛的玉石。午餐后前
往**罗斯淘金，幸运的话可以淘得真金。下午抵达吸引无数游客神往的福克斯冰川，福克斯冰川历经亿万年
的时光形成，是新西兰厚度最大的冰川，拥有世界奇观之称。夜宿哈斯特。
用餐 | 酒店自助早餐/西式午餐/酒店西式晚餐
住宿 | 3* Heartland World Heritage Hotel 或同级

第三天

哈斯特 > 瓦那卡 > 皇后镇

行程 | 早餐后前往渡假胜地皇后镇，途经仙境般的湖边小镇瓦那卡，您可欣赏新西兰第四大湖-瓦那卡湖的美景，晶
莹剔透的湖水倒映出艾斯伯林山。穿过雅斯碧林国家公园，欣赏奇特的温带雨林及冰蚀湖之景观。最后抵达
新西兰最富盛名的渡假胜地皇后镇，搭乘**山顶缆车至皇后镇最高点，欣赏整个皇后镇的迷人景色。随后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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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皇后
镇的标志性轮船,也是瓦卡提普湖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船。不仅如此，“喜洋洋假期”还带您**抵达上校高原牧
场和花园岛，并在岛上享用原味乡村晚餐。
用餐 | 酒店自助早餐/中式午餐/上校高原牧场原味乡村晚餐
住宿 | 4* Copthorne Resort Lakefront Hotel 或同级

第四天

皇后镇 > 米佛峡湾 > 蒂阿瑙

行程 | 早餐后前往有世界第八奇迹之称的米佛峡湾国家公园，景区内有著名的镜湖、荷马隧道、亨利峡谷等。随后
**搭乘游轮畅游米佛峡湾，观赏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美丽的雪山奇景，还有机会见到可爱的长毛海
豹。随后前往南岛第一大湖泊蒂阿瑙湖，夜宿静谧的湖边小镇蒂阿瑙。晚上可自费参观神奇、独特的蒂阿瑙
萤火虫洞。
用餐 | 酒店自助早餐/米佛峡湾游船及自助午餐/中式晚餐
住宿 | 3* Kingsgate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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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第阿瑙 > 但尼丁 > 奥玛鲁

行程 | 酒店早餐后前往具有浓郁苏格兰风情的但尼丁。抵达后巿区观光，参观大教堂，矗立着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
塑像的八角广场，古老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火车站，奥塔哥大学城，还有世界最倾斜的街道等待您的挑战！午
餐后前往东海岸海滨城市奥玛鲁，途经毛利基石沙滩，那些重约四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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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奥玛鲁后，傍晚可以观赏到**蓝企鹅由岸边回巢的可爱情景。夜宿
奥玛鲁 。
用餐 | 酒店自助早餐/中式午餐/毛利岩石烧烤晚餐
住宿 | 3* Brydone Hotel Oamaru 或同级

第六天

奥玛鲁 > 蒂卡波湖 > 基督城

行程 | 早餐后前往中部麦肯齐区，欣赏冰川特色湖-蒂卡波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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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驱车返回基督城，沿途欣赏新西兰最大的
平原-坎特伯雷大平原的美丽风光。
用餐 | 酒店自助早餐/中式午餐/晚餐自理
住宿 | 3* Elms Hotel 或同级(不含早餐)

第七天

基督城/家园

行程 | 洋人shuttle送您前往机场，结束您愉快的南岛之旅！

预定条款
1.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包括但不僅限於天氣、罷工、停航、政局、戰爭、災難等原因)，本公司有權在啟程前或啟程後取消或更改行
程，也有權縮短或延長行程，並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如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個人原因，而更改行程或滯留，所產生的一切
費用由旅客自行負責，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有見及此，本公司強烈建議旅客儘早購買足夠的旅遊保險以備不時之需。旅客在旅
途中的安全由各交通、酒店、景點、船公司等具體運營商直接負責，與本公司無涉。如在旅途、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而導致損失
或傷亡，請恕本公司概不負責。
2.本公司保留拼團的權力，凡拼團之中的旅客萬一因航班延遲或其他原因無法於原定時間抵達旅程出發點，則請自行解決交通以與
團體匯合。行程順序將由司乘服務人員根據當天實際情況具體調整，恕不另行通知。旅客請聽從司乘服務人員的安排，由旅客個人
行為所引致損失的一切後果由旅客個人負責。
3.如需本公司代訂自費項目，請於出發前15個工作日清晰指示本公司客服人員預訂並付清全款。
4.如旅客參加的行程涉及酒店或其他住宿預訂，請留意本公司不負責配房，凡因單人報團則需付單人房費；同時請留意每逢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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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或民間盛會等時段則不同酒店均有不同程度的加價費用，敬請書面確認具體團費。除非額外書面確認，本公司不會為個別旅客
預訂特殊房型，所有房型由酒店或住宿運營商按入住當日具體分配，如旅客不滿意所分配的房型請自行付費解決。
5.澳洲境內所有酒店均設無菸禁令，凡旅客在房間、衛生間、酒店公眾區間吸煙將被酒店收取高額罰款。取消條款：1.出發30 日前
扣團費50% 2.不足30 天取消行程，團費100%概不退還 3.所有代訂機票不能作任何形式更改、不作任何退款處理 4.出發當天遲
到或未到者，團費100%概不退還
Unde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our prior to or after the date of
departure and the right to adjust/change the schedule of the tour.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all tours on this
brochure. Tour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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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our operator has no control.
Travel insurance is NOT included.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passengers have their own travel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 injury, loss/damage to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not being able to travel on the confirmed departure date. Full
fare is required for booking.
Cancellation fee: 50% of fare if you cancel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No refund if you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depar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