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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紐西蘭南北島 15 天 
 

紐西蘭擁有各種層次的美景，從清澈見底的塔斯曼冰河湖，到星空般爍藍的神秘螢火蟲洞。

這趟旅程帶您享盡紐西蘭南北島最美的風光，乘船遨遊在壯闊的米佛峽灣，猶如天地一沙鷗。

體驗南島賞鯨的感動、蒂卡波湖畔呼吸清新空氣，在這純淨的人間天堂拋開世俗煩惱。 

 

 從容的節奏 完整品味紐西蘭的美 

在南半球春季慢活 15 天，從南島但尼丁進，由北島奧克蘭出，將紐西蘭由南至北的美景盡

收眼底。城市與鄉鎮的交替安排，穿插文化及自然景觀，讓旅程充滿節奏與變化；整體行程

流暢，輕鬆悠閒，讓旅遊成為享受。 

 

 返璞歸真的感動 地球的純美淨土 

紐西蘭被譽為「大自然的地理教室」，擁有無與倫比的自然美景，峽灣、冰河、火山、溫泉、

瀑布、湖泊等多層次的地形。夜晚更是常見滿天星斗，返璞歸真的感動滿載於心。 

 

 世界八大奇景 米佛峽灣 

行過世上最美的高山道路之一「米佛公路」，絕美鏡湖、金黃草原、青春猴溪、綠鬱森林接

連映入眼簾。乘船於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景」的米佛峽灣，兩岸聳立氣勢非凡的巍峨山峰。

幸運的話，還能遇見野生海豹與企鵝喔！ 

 

 冰雪奇景 塔斯曼冰河湖 

搭乘特製的冰河船，進入有千萬年歷史的古老冰川湖，大大小小的美麗冰山錯落湖中，千變

萬化。當陽光照在半透明的淺藍色大冰塊上，更是美如幻境。 

 

 藍星璀璨 神秘螢火蟲洞 

蒂阿娜的螢火蟲洞是難得一見的萬年洞穴秘境。漆黑中搭乘小船，關燈緩緩前進，屏息等待

之際，突然間滿天藍星璀璨閃爍，宛如伸手可及的寶石銀河。 

 

 遺落人間的天堂 蒂卡波湖 

湛藍色的湖水溫柔而寧靜，彷彿擁有讓時光靜止的魔力。春夏之際沿岸開滿紫色的魯冰花，

滿眼的風景畫因而更添柔美。湖畔的石砌牧羊人教堂為紐西蘭的象徵之一，地標風景照常見

其小巧樸拙的身影。 

 

 奇幻世界的桃花源 哈比屯 

紐西蘭最熱門的景點之一，電影《魔戒》的哈比人村莊實在太可愛了！踏上巫師甘道夫走過

的小徑，來到佛羅多．巴金斯的家「袋底洞」，在高聳大樹旁想像比爾博在此舉辦生日會的

趣事，最後到綠龍酒店喝一杯啤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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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人哈卡戰舞與彩虹生態園 

欣賞毛利人的哈卡戰舞、傳統集會所、戰船、工藝品，並近距離欣賞壯觀的地熱仙境（噴發

時尤其壯觀）。彩虹生態園內有珍貴的紐西蘭國寶奇異鳥和彩虹鱒魚等獨特物種，在北島唯

一開放參觀的奇異鳥孵化中心，全方位了解這種神奇又可愛的自然奇蹟。 

 

 四大名城盡收囊中 含首都威靈頓 

除了自然景觀，這趟旅程也不會錯過紐西蘭的人文景緻，第二大城但尼丁，以及旅遊聖地皇

后鎮，特別探訪一般行程沒有的首都威靈頓，感受道地的紐西蘭城市文化，欣賞優美的海港

景緻。被譽為花園城市的基督城充滿英倫風情，彷彿停留在 19 世紀，優雅而和諧。 

 

 紐西蘭航空 輕鬆直飛不轉機 

紐西蘭航空更曾連續5年被航空公司專業評比網站AirlineRatings評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安全值得信賴，服務深受肯定。 

 

 

出發日期：12/4、1/8 

售價： 
 

⊙行車經過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含門票 ★特別安排含門票 

天 數  行 程 內 容  預定飯店 

第 1 天 

（五） 

 

台北 

 

奧克蘭 

今晚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飛往紐西蘭，隔天於奧克蘭轉機至但尼

丁，夜宿機上。 

機上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第 2 天 

（六） 

 

奧克蘭 

 

但尼丁
76km 

毛利基礫石 

76km 

但尼丁 

今日抵達紐西蘭南島的第二大城－但尼丁，前往被稱為「外星人的

蛋」的◎毛利基礫石，一顆顆碩大的圓石見證大自然的神奇。傍晚

於海灘觀察▲小藍企鵝返巢，期待與返家的嬌小企鵝們浪漫相遇。

小藍企鵝是企鵝家族中體型最小的物種，一身藍色羽毛模樣美麗又

可愛。晚間返回但尼丁市區休息。 
Southern 

Cross 
或同級 

早餐：機上 午餐：西式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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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日） 

 

但尼丁 

291km 

蒂阿娜 

早餐後，遊覽但尼丁，這座大學城以愛丁堡為藍圖規劃而成，有「南

半球愛丁堡」之稱，被譽為最像蘇格蘭的城市。參觀外觀如薑餅屋

的▲但尼丁火車站，以及金氏世界紀錄認證過的最陡街道▲鮑德溫

街。 

 

接著前往蒂阿娜，搭乘遊船橫渡蒂阿娜湖，抵達★螢火蟲洞基地，

在專業嚮導帶領下深入洞穴，地下瀑布產生衝擊力形成漩渦，迂迴

的地底水道包覆整個岩石通道。接著換搭小船，駛入幽暗靜謐的洞

穴深處，成千上百的藍光螢火蟲群聚於此，如繁星閃爍美不勝收。 

Luxmor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第 4 天 

（一） 

 

蒂阿娜 

119km 

米佛峽灣 

287km 

皇后鎮 

今日沿著著名米佛景觀大道前往舉世聞名的米佛峽灣，沿途景色優

美，行經▲鏡湖、▲荷馬隧道。接著搭乘★觀光遊船巡遊峽灣之中，

兩岸的高聳山崖從海平面拔地而起，白紗般的飛瀑與葱鬱的雨林，

如此美景令人屏息。您將可看到最具指標性、高於海平面 1,000 米

的▲教冠峰(全世界最高的獨立岩塊)。峽灣巡弋途中，將有機會看到

岩石上曬太陽的海豹、海豚或企鵝等野生動物。 

 

午後前往皇后鎮，據傳因此地美得適合維多利亞女王居住，而被命

名為「皇后鎮」，是紐西蘭最受歡迎的旅遊城市之一。 

Heritag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特色餐廳 

第 5 天 

（二） 

 

皇后鎮 

早餐後搭乘★復古蒸氣船，古典音樂的伴奏下浪漫行駛於瓦卡蒂普

湖上，沿途欣賞清澈的湖水、壯麗的山脈。抵達★水岸農場後，參

觀這座歷史悠久的農場，欣賞剪羊毛秀、牧羊犬秀，還能餵食可愛

的小羊和其他農場動物。 

 

接著搭乘★天空纜車登上海拔 800 米的包伯峰，登高望遠，欣賞風

景如畫的景緻。晚餐安排於★包伯峰山頂景觀餐廳，百萬夜景陪伴

下享用豐盛的 Buffet 大餐。 

Heritag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農場 BBQ 自助餐 晚餐：景觀餐廳自助餐 

第 6 天 

（三） 

 

皇后鎮 

20km 

箭鎮 

47km 

克倫威爾 

54km 

瓦納卡 

早餐後前往淘金小鎮▲箭鎮，感受淘金時期小鎮風情，這裡完整地

保留 19 世紀小鎮的建築。接續前往必訪的水果重鎮－克倫威爾，來

到此地別忘了★品嘗當季新鮮水果。 

 

午後前往瓦納卡，這裡曾被 Lonely Planet 選為全球十大最佳旅遊地

點。天氣好時沿著飯店外的湖岸邊悠閒散步，可見遠處山頂白雪蓋

頭，遠離塵囂的湖區脫俗清麗，▲瓦納卡之樹更為湖光山色增添一

分詩意。 

Edgewater 

Resort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自助餐 晚餐：西式餐 



 

SUNCHOICE TRAVEL CO., LTD. 
TEL: 02-2712-5511 
FAX: 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第 7 天 

（四） 

 

瓦納卡 

199km 

庫克山 

國家公園 

早餐後前往庫克山國家公園，★塔斯曼冰河湖是全球少數對外開放

的冰河湖之一，您將搭乘特製的冰河船出遊，觀賞大小冰山冰塊崩

裂堆積於古老冰川湖中的奇景。庫克山又稱「歐阿奇(Aoraki)」，是

南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約 3,754 米），對毛利人而言，庫克山是他

們最敬畏的聖山。此外，登山專家 Edmund Hillary 爵士便是在此鍛

鍊其高超的登山技巧，成為征服聖母峰第一人。 

 

今晚入住隱士飯店，享受大自然包圍的清幽環境。 

隱士飯店 

Hermitag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自助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第 8 天 

（五） 

 

庫克山 

國家公園 

104km 

蒂卡波湖 

227km 

基督城 

早餐後，驅車至▲蒂卡波湖為冰河湖泊，湖水呈瑰麗的綠松石藍，

壯麗的山川景色綿延數里，放眼望去湖光山色，美不勝收，是紐西

蘭人熱愛的休閒勝地。湖畔的▲好牧羊人教堂更是經典，一直以來

都是紐西蘭上鏡率最高的景點之一。 

 

午後續往基督城，紐西蘭最具英倫風格的城市。市區風景幽靜雅緻，

家家戶戶植花蒔草，其迷人的英格蘭文化及巧妙的花園設計，令人

流連忘返。 

Distinction 

Christchurch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餐 晚餐：中華料理 

第 9 天 

（六） 

 

基督城 

181km 

凱庫拉
128km 

布蘭尼姆 

早餐後，前往南島海洋野生動物聖地－凱庫拉。搭乘★賞鯨船來一

趟賞鯨之旅，於蔚藍的海洋追尋鯨魚的神祕蹤影，還有不時跳躍於

海面的海豚伴遊。 

 

午後沿著海岸抵達馬爾堡區，這裡的日曬時數為全紐最長，由於環

境條件極佳，是紐西蘭主要的葡萄酒產區，參觀 LVMH的★雲棋灣酒

莊，最受歡迎的長相思白酒，曾名列 2002年百大白酒第一名，是不

少葡萄酒愛好者的夢幻逸品。除了品嘗美酒之外，典雅的酒莊建築

與翠綠葡萄園景緻更是令人沉醉其中。 

Chateau 

Marlborough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龍蝦餐 晚餐：西式餐 

第 10 天 

（日） 

 

布蘭尼姆
28km 

皮卡頓 

 
威靈頓 

199km 

北帕默斯頓 

早餐後前往南島的門戶之城，搭乘★庫克海峽觀光渡輪，穿越庫克

海峽（紐西蘭南北島的交通要道），途經美麗的馬爾堡峽灣區，僅需

3 個小時即可到達紐西蘭首都－威靈頓。又被稱為「紐西蘭文化之都」

的威靈頓富有文藝氣息，市區相當便利，▲國會大樓、▲舊市政廳…

等許多景點步行皆可到達。搭乘擁有百年歷史的★紅色古典纜車，

於觀景台上飽覽威靈頓海港的迷人風光。 

 

晚間入住紐西蘭北島的「學生之城」北帕默斯頓。 

Mercur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中華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SUNCHOICE TRAVEL CO., LTD. 
TEL: 02-2712-5511 
FAX: 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第 11 天 

（一） 
 

北帕默斯頓 

159km 

東加里諾 

國家公園 

早餐後前往▲東加里諾火山國家公園－毛利人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地

域；當年毛利族長為了保護聖地不受外來勢力瓜分私有，將這片廣

大土地進獻給英國女王，並於 1894 年成為全世界第 4 座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內的三大火山：魯阿佩胡火山（《魔戒》三部曲中的「魔多

末日火山」）、瑙魯赫伊火山、東加里諾火山，至今仍相當活躍。 

Chateau 

Tongariro 

Hotel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第 12 天 

（二） 
 

東加里諾 

國家公園 

108km 

陶波湖
6km 

胡卡瀑布 

77km 

羅托魯亞 

早餐後前往▲陶波湖，它是天然的火山口湖，面積有如新加坡一般

大，也是紐西蘭重要的水力發電及灌溉水源之地，湖畔景色秀麗。

接著參觀▲胡卡瀑布，每秒鐘有 62,000 加崙的水從懸崖直瀉而下，

壯觀奇景值得造訪！ 

 

前往毛利族聚居地－羅托魯亞。Roto 在毛利語裡意為「湖」，Rua 意

為「第二」，也就是北島第二大湖－▲羅托魯亞湖。每年有超過七十

萬的遊客到訪，這座城市是毛利族歷史文化薈萃之地。您可自由體

驗▲玻里尼西亞溫泉，喜歡溫泉的您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 

Millennium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中華料理 

第 13 天 

（三） 

 

羅托魯亞 

早餐後參觀★毛利文化村，除了獨樹一格的毛利傳統工藝引人入

勝，自然地熱景觀也相當吸引人，壯觀的間歇性噴泉每隔約一小時

就會噴出最高 30 米高的水柱。午後前往★彩虹原始生態園，飽覽紐

西蘭特有的動植物，如彩虹鱒魚、食肉鸚鵡等珍貴的物種。這裡更

是北島唯一一座開放參觀的奇異鳥孵化中心，幸運的話還能看到可

愛的奇異鳥寶寶。 

 

晚餐安排於飯店內品嚐道地的★毛利傳統風味餐 Hangi 及欣賞毛利

文化獨特的哈卡舞表演。 

Millennium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地熱特色餐 晚餐：毛利風味自助餐 

第 14 天 

（四） 

 

羅托魯亞 

76km 

哈比屯 

176km 

奧克蘭 

早餐後，前往位於懷卡托平原農牧區的瑪塔瑪塔小農莊，是★魔戒

哈比屯的小矮人家園取景小鎮。為呈現哈比人閒適的田園生活，劇

組在電影開拍前一年，就前往瑪塔瑪塔種下 5000 平方公尺的蔬菜和

花圃。當電影團隊首次進入哈比村時，就被純淨的美景震懾了。來

到這裡彷彿進入電影裡的中土世界，像是有哈比族於此過著無憂無

慮的慢活日子。 

 

午後前往奧克蘭，參觀指標性景點之一★天空之塔，不僅是紐國第

一高塔，也是國際知名的賭場。登上天空之塔，一邊享用美味的自

助餐，一邊鳥瞰奧克蘭市區 360 度美景，盡收眼底。 

Crowne 

Plaza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哈比屯特色餐 晚餐：SKYCITY 自助餐 



 

SUNCHOICE TRAVEL CO., LTD. 
TEL: 02-2712-5511 
FAX: 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第 15 天 

（五） 

 

奧克蘭 

 

台北 

旅行的美好因想念而更加深刻，班機於今晚飛抵台北，這份美好的

回憶將隨著班機一起降落台北！ 

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若遇當地不可抗力因素；為顧全團體權益，本公司保有修改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參考航班 

日 期 出發/抵達城市 飛行航班 出發/抵達 飛行時間 

星期五 台北/奧克蘭 NZ 78 1830 / 1015+1 10 小時 45 分 

星期六 奧克蘭/但尼丁 NZ 675 1225 / 1420 1 小時 55 分 

星期五 奧克蘭/台北 NZ 77 1035 / 1655 11 小時 20 分 

（以上班機僅供參考，正確班機、時間及行程，以最後確認班機為準！） 

 

上選旅遊．旅遊上選 

TEL：02-2712-5511│FAX：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http://www.sunchoic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