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南北岛 19 日路线

【寻找精灵族·挑战极限】



行程特色：

※福克斯冰川直升机+徒走，完美冰雪之

旅

※瓦纳卡跳伞，一览众山小

※瓦尔特峰高原牧场，体验挤羊奶

※奥玛鲁蓝企鹅栖息地，亲密接触小
QQ

※蒂卡普湖观星，天文爱好者首选

※霍比屯晚宴与夜游团，魔戒粉儿最爱

※怀托摩萤火虫洞，奇幻唯美

※被誉为“葡萄酒之岛”的怀赫科岛网

红餐厅、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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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广州

沈阳机场集合，乘机经中转机转机飞往基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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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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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Guangzhou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 号



D2
DAY2 广州-基督城

抵达基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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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Guangzhou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 号

基督城国际机场

Christchur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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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国际机场位于离市中心西北面约 12 公里处。它是新西兰南岛

最大和最繁忙的机场。有往返澳大利亚四个目的地 - 布里斯班、黄金

海岸、悉尼和墨尔本以及首尔、新加坡、斐济(6 月至 10 月)和汤加

之间的国际航班。

开放时间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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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4 3-358 5029

地址

30 Durey Rd ,Christchurch

到达方式

公共汽车:成人单程 7 新元 - 约 30 分钟

穿梭往返公共汽车:一人车票约 15 新元，二人 19 新元 - 约 30 分钟

出租车:约 25-40 新元 - 约 15-20 分钟

主页

http://www.christchurchairpor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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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基督城-霍基蒂卡

基督城—霍基蒂卡

早餐后，出发西海岸 (West Coast) 小城霍基蒂卡 (Hokitika)，途中会经

过电影《指环王》的拍摄地之一—城堡山 (Kura Tawhiti)，嶙峋怪异的石

头，突兀地躺在平缓的山脊上，感觉不知从哪个石缝间会窜出一个半兽人，

作为魔戒迷必须来打卡一下。

车程时间：

基督城—城堡山 约 1 小时 20 分钟城堡山—霍基蒂卡 约 2 小时

午餐推荐品尝：霍基蒂卡的网红银鱼披萨店—Fat Pipi Piz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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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山徒步

电影《指环王》曾在此处取景拍摄，这条路线的出发点是城堡山村庄

(Castle Hill Village) 前面的 73 号公

路。全程时长：往返约 1.4km，约需 20 分

钟。难度级别：轻松

步道亮点：1.令人惊叹的石灰石奇观 2. 世界闻名的攀岩胜地

地址

-

霍基蒂卡的网红银鱼披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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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 Pipi Pizzas

这是一家网红银鱼披萨店，在猫途鹰霍基蒂卡餐厅排名第 2 位。交通：

距霍基蒂卡市中心约 5 分钟车程。

地址：89 Revell Street, Hokitika 7810

联系方式：+64 37556373

小贴士：

新西兰西海岸盛产银鱼，每年九月到十一月正是收获季节，银鱼中加上鸡蛋和少

许面粉，可做出美味的炸鱼饼，是不可多得的海鲜美味。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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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福克斯冰川

霍基蒂卡—福克斯冰川

早餐后，今天要迎来本次行程的重头戏之一—福克斯直升机冰川徒步

(Flying Fox Heli Hike)。搭乘直升机，视野渐渐开阔起来，神秘的冰雪

世界我们来啦！

车程时间：

霍基蒂卡—福克斯冰川 2 小时今日体验福克斯冰川直升机，加冰川徒

步：冰桥穿越。

凿开冰桥入口，拴好穿越的绳索，接下来就是 Show Time：快速穿过幽幽

冰蓝色的冰洞，亲手触摸幽蓝的冰面，感受冰川之下的另一个梦幻世界。

合计约 4 个小时后前往无数摄影师尽头下的宠儿—马瑟森湖 (Lake

Math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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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瑟森湖

Lake Matheson

Matheson 湖位于福克斯冰川附近，可以徒步环湖，可以看到湖中映出的雪

山美景。湖区共有三个观景台，位置按顺时针方向分别在 15 分钟一个，

25 分钟一个，60 分钟一个，其中最后观景台 Reflection island

的角度最为经典，在这里拍日落景色十分美丽。

日落时分是观赏马瑟森湖的最佳时间之一，太阳逐渐下沉，树林后面开

始透出淡淡的金色光芒。我们静等“魔法”降临。

粉色的晚霞温柔了天际，将天空渲染得无比绚烂。遇见平常难得一见的

美景，你只需要默默按下快门，或安静欣赏就好。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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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冰川直升机+冰川徒步之旅

产品特色：

1. 经验丰富、服务成熟、更安全——经营冰川项目历史悠久，从

1928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2. 冰川更长更美——直升机降落在我们精心为你选择的区域，省时省

力且能看到绝美冰川！

3. 覆盖路线多——相对其他路线，我们提供的冰川徒步路线不算很

陡。除此之外，考虑到不同人的身体状态、自身需求不同，我们提供多

条冰川徒步线，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

4. 远离人群，更私人化——我们的路线远离人群，让你有更多的私人

空间来体验冰川的壮美！

【项目介绍：初级/中级徒步难度等级】徒步时长：2-3 小时 ，视天

气情况而定。穿好冰川徒步专用皮靴，带上

一些设备后，登上直升机，直升机在美丽的冰川深处区域着陆后，向导会把

用于冰川徒步的冰爪发给你穿好。接着向导在前面带路，你将跟着向导开辟

的路去寻找奇特的冰川洞穴。若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不能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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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将自动转为当天的冰川峡谷徒步，当然更换的行程并非强制要求

参与，你也可以随时取消该行程。

【福克斯冰川：非常容易亲近】冰川的名字来源于曾担任新西兰总理

的威廉姆•福克斯，它从南阿尔卑

斯山南麓绵延 13 公里，一直流淌到海拔 300 米的温带雨林，是非常

容易亲近的冰川。比起国内的高海拔冰川，在这里你无需担心高原反

应，大多数游客都能完成一趟振奋人心的冰雪之旅。

【乘直升机：俯看壮观的冰川全景】从空中望去，看似凝固实则以缓慢

速度流动的冰川显现出强壮的生命力，

冰川尾端为白灰色，周围群山上的植被在夏季拥有其他冰川少见的翠

色，深处的冰川为蓝白色，山顶是终年不化的积雪。直升机直接降落于

冰川深处美丽的区域，省时省力，若徒步到达会很辛苦。

冰川徒步：亲自踏上冰面的震撼】直升机着陆后，你可以以飞机为

背景拍照，甚至躺在冰川上拍照。

然后跟随向导，有时行走在冰的裂隙中，人和巨大的冰川相比不过小小

一点，有时需要向导用铲子在冰川上凿出台阶开路。钻冰洞特别有意

思，当你手脚并用时，也会为冰洞中不可思议的蓝色所惊艳

游玩时长

4 小时

地址

44 Main Road, State Highway 6 Fox Glac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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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自驾：

1. 从格雷茅斯/玉石小镇霍基蒂卡出发，沿着 6 号国道一路南下，

差不多 2 个小时抵达。

2. 从皇后镇出发，经瓦纳卡和哈斯特一路往北，自驾约 5 个小时的

车程，你抵达的首个冰川小镇就是福克斯冰川小镇。

公交：

Intercity Coachlines、Atomic Shuttles 这两个巴士公司每天都

有到福克斯冰川的车次。

步行：

福克斯冰川小镇很小，镇内所有的住宿处几乎都可以步行到达，因

此在镇内没有出租车，可步行到达集合点。

主页

http://www.foxguides.co.nz/our-trips/fox-trail-terminal-face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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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福克斯冰川-瓦纳卡

福克斯冰川—瓦纳卡一早醒来又是一个绝美晴天，春日的新西兰随处可见粉

色的樱花。吃饱喝足继续上路，朝着目的地瓦纳卡 (Wanaka) 一路驶去。

在弥漫浓浓度假气息的瓦纳卡，充满了闲适的慢步调，告别匆匆忙忙，慢慢

来就很好。

车程时间：

福克斯冰川—瓦纳卡 约 3 小时 1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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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冰川小镇

福克斯冰川小镇距世界自然遗产福克斯冰川十公里，是安静而又美丽

的旅游小镇。春日的新西兰随处可见粉色的樱花

地址

-

特色三文鱼餐厅

South Westland Salmon Farm&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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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当地吃三文鱼的人气餐厅，还有机会亲自参观三文鱼养殖池哦！

冰河融水，纯净水质中长大的三文鱼，肉质紧密劲道，口感极好，如果

你是个吃货，记得不要错过嗷。

这家三文鱼场除了可以品尝到新鲜三文鱼，还有机会亲自参观三文鱼

养殖池哦！

交通：距福克斯冰川约 47 分钟车程。地

址：6156 Haast Hwy, Paringa 7886

开放时间：每日 08:00—16:00 (圣诞节休业)

联系方式：+64 37510837

官网：salmonfarm.co.nz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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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世界

Puzzling World

这是一个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很开心的奇妙世界，一个古怪迷宫世界，收集

了众多“你现在看到了，然后又看不到了”的视觉小把戏，连卫生间都是 3D

绘画效果让你有种差点掉进深远的错觉。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古罗马

的厕所——当然不能真正使用。Hall of Following Faces

很有意思，一定要前后左右移动尝试看不同的效果，你一定会惊讶于

它的奇妙之处。这里还有一个大型的木制迷宫，想要按规定完成说不

定要走上 5 公里，花费 1 个多小时时间。此外，咖啡厅里也有很多

智力游戏，小孩大人都能玩。

开放时间

夏季周一至周日 8:30-17:30，冬季 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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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4-3-4437489

地址

188 Wanaka Luggate Highway 84,Wanaka 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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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瓦纳卡

瓦纳卡—皇后镇

早餐后，直奔瓦纳卡跳伞的活动地点，这也是我们新西兰之行的重头戏

之一。

下午前往皇后镇。

车程时间：

瓦纳卡—皇后镇 约 1 小时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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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纳卡高空跳伞(12000 英尺/15000 英尺可选)
Skydive Wanaka

在专用跳伞飞机里，尽享奇妙高空飞行的同时享受 360 度鸟瞰新西兰

最高山脉、冰川、湖泊和河流全景，获得“一览众山小”视觉享受（能看

到库克山、阿斯帕林山国家公园）。自由落体从 12,000 英尺（3650

米） /15,000 英尺（4575 米）以近 200 公里/小时的速度降落，带给

你的不管是身体刺激还是感官刺激都是绝无仅有的。接着在降落伞的保

护下，和你捆绑在一起的专业跳伞教练将带你轻松翱翔于奇特雪峰之

上，最后安全降落在指定的下降区域。从安全着陆的那一秒起，你就已

经开始情不自禁的想念几分钟前高空飞行时的美妙感觉。

如您额外购买了摄影机服务，那么在你进行自由落体时，摄影机会捕捉

您在整个跳伞“翱翔”过程中的各种既夸张又搞笑的镜头，回家和亲朋好

友们分享这些镜头，把欢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跳伞时间通常为上午 09:00 点和下午 14:00 点，但可自由选择其他时

间，所选时间请在备注中说明。

小贴士：

1. 近视的朋友跳伞前记得更换为隐形眼镜，同时衣服宽松舒适为优

选，若有长发，则需要完全将头发收进帽子里。

2. 跳伞前会有中文的视频讲解播放注意事项，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啦。

3. 等飞机的时候可以用运营商提供的油笔在手上写字，这样可以跳伞

的时候把手上写的话亮出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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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跳伞的时候记得把嘴巴闭牢，出舱后需要把头往后仰，然后四肢保

持上翘，整个身体要像“香蕉”一样 (这个动作在准备阶段时，教练会进

行指导)。

5.落地时双腿要向上抬起，平行于地面，也就是说落地的时候完全由

教练完成，放心地交给教练吧！

开放时间

跳伞时间通常为上午 09:00 点和下午 14:00 点，但可自由选择其他

时间，所选时间请在备注中说明。

游玩时长

2-3 小时

地址

Wanaka Airport, Mustang Lane, Wanaka, NZ

主页

http://www.itrip.com/p4661

瓦纳卡湖

Lake W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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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纳卡湖能看到瓦纳卡镇的壮丽景色。在湖边和湖上有很多活动可以

参加。瓦纳卡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生机勃勃并且充满运动气息。骑

行、滑水、冲浪、登山、跑步、摩托车越野、冬天的单双板滑雪，或者

仅仅是绕着美丽的湖散散步...都是你可以考虑的项目

联系方式

+64-3-443 1574

地址

Wanaka,New Zealand

主页

http://www.lakewanaka.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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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皇后镇

皇后镇—格林诺奇—皇后镇早餐后，深邃碧蓝的瓦卡蒂普湖

(LakeWakatipu) 好似一幅绝美画卷。今天我们将造访充满中土气质的

小镇—格林诺奇(Glenorchy)。

春光曼妙，随意找家咖啡馆闲适地喝上一杯香醇咖啡，沐浴着暖暖的春

风，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夜幕降临前，我们返回皇后镇，准备搭乘皇后镇天际缆车(Queenstown

Skyline Gondola)，从高处欣赏皇后镇的夜色。车程时间：皇后镇—格

林诺奇 约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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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卡蒂普湖

Lake Wakatipu

新西兰的第三大湖泊，状如闪电，景色优美，也是新西兰户外活动的集

中地，风靡世界的“蹦极“就是从这里最先兴起的。深受游客喜爱的活动

是搭乘古老的厄恩斯劳蒸汽船(TSS Earnslaw)游览湖景。二十世纪初，

厄恩斯劳号主要是为湖边的牧场提供货物运输，如今这艘船都还依原样

维护得很好，载游客到华特山(Walter Peak)山村里一览绵羊牧场风光

开放时间

1 小时

游玩时长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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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新西兰瓦卡蒂普湖

格林诺奇指环王取景地观光之旅

Pure Glenorchy Scenic Lotr Tours

位于瓦卡蒂普湖北岸的格林诺奇，四周环绕着山毛榉森林和巍峨的山脉，也

是通往中土魔幻世界的门户。著名的《指环王》和《纳尼亚传奇》都在此大

量取景。尽情探索这片天堂净土的原生态美景。在途中将看到艾辛格、洛丝

萝林森林、阿蒙汉山、迷雾山和伊西利安等许多电影元素。

联系方式

+64-3-441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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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主页

http://pureglenorchy.com/lord-of-the-rings-guided-tours/

Glenorchy咖啡馆

Glenorchy Cafe

Glenorchy Cafe 坐落在一个老邮局的建筑里，能够看到外面山脉的景观，提

供咖啡、啤酒、葡萄酒等多种饮品，还有新鲜的面包烘培等食物，这个咖啡

馆后面有一块巨大的草坪，夏季可以在室外喝咖啡。这家餐厅有

150 个座位，比较宽敞。可以使用 EFTPOS、Visa 和 MasterCard 信

用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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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8:00-17:00，周六晚上营业至 21:00

联系方式

+64-3-4429978

地址

Mull St.Glenorchy,New Zealand

到达方式

附近没有公交车站，建议自驾或打车前往

天际缆车

Sky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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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皇后镇

皇后镇—努盖特角

在皇后镇的最后一天，我们为您自己安排了一个“童话之旅”，搭乘历史悠

久的 TSS 蒸汽船 ，去瓦尔特峰高原牧场 (Walter Peak High Country

Farm) 体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依依不舍地告别皇后镇，下一站努盖特角 (Nugget Point)。车程时间：

皇后镇—努盖特角 约 3 小时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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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峰高原牧场

Walter Peak High Country Farm

瓦尔特高原牧场坐落于风景如画的瓦卡蒂普湖的西南海岸，是新西兰

最原始的高原牧场之一，也是皇后镇旅游不可错过的地方。在这里你

可以可以参观剪羊毛， 牧羊犬赶羊， 体验挤羊奶等，牧场还提供田

园风味茶点，让你体验一场完美的农耕生活。

小贴士：

整个体验约 3 小时 30 分钟，适合全家旅行体验。

联系方式

+64-3-4427500

地址

Lake Wakatipu | Real Journeys Visitor Centre,Queenstown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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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从皇后镇乘船前往

主页

https://www.realjourneys.co.nz/en/experiences/tours/walter-p

eak-farm-tours

TSS 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巡游

Tss Earnslaw Vintage Steamship Cru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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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TSS 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巡游瓦卡蒂普湖无疑是体验皇后镇美景的最

佳方式之一。

90 分钟的轻松巡游为你展现皇后镇雄奇壮美的多姿画卷，同时你还可

尽情探索你乘坐的拥有 100 年历史的蒸汽船，一窥皇后镇辉煌历史。

你可以参观引擎室，观看工作中的巨大蒸汽引擎，浏览迷你博物馆中

的历史照片合辑，观摩驾驶台，或是伴着钢琴师弹奏的音乐高歌一

曲。你也可在船上的 Promenade 咖啡厅和酒吧品尝葡萄酒，享用精美

小吃，度过一段惬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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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游每日定时出发。你可以单选巡游，也可选择巡游加瓦尔特峰高地牧

场（Walter Peak High Country Farm）游览、上校之家（Colonel’s

Homestead）BBQ 烧烤午餐或晚餐和/或农场秀。你还可以骑马游览令

人心旷神怡的乡村景色，或参加瓦尔特带导游山地车骑行和马佛拉高

地牧场之旅（含早茶/下午茶）。

TSS 厄恩斯劳号巡游深受众多著名人士的喜爱，如伊丽莎白女王，菲利

普王子，克林顿总统，日本天皇和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贾庆林

等。相信你也一定会喜爱独特的 TSS 厄恩斯劳号巡游！

巡游时长 1 小时 30 分钟

小贴士：

地址：皇后镇的码头 Steamer Wharf

开放时间

+64 3 442 7500

游玩时长

1.5 小时

联系方式

+64 3 442 7500

地址

Real Journeys Visitor Centre Steamer Wharf Queenstown

主页

https://www.realjourneys.co.nz/en/experiences/cruises/tss-ea

rnslaw-vintage-steamship-cru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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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但尼丁

努盖特角—但尼丁

在努盖特角短暂停留后，下一站但尼丁 (Dunedin)，这里是南半球保存最

完好的维多利亚与爱德华风格的城市之一。

车程时间：

努盖特角—但尼丁 约 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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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盖特角灯塔

Nugget Point

位于新西兰的努盖特角有建于 1869 年的灯塔、长毛海豹和海狮、灰

鸥、鹭鸶和黄眼企鹅，以及塘鹅栖息地。

地址

The Nuggets Rd,Ahuriri Flat 9271,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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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丁火车站

Dunedin Railway Station

建于 1906 年的火车站是一座庞大的古建筑，宏伟、壮观，广阔的马赛克

镶嵌瓷砖地和娇艳的彩色玻璃窗，是无数游客必留倩影之建筑物。

门票价格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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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天

游玩时长

半小时到 1 小时

地址

Dunedin Railway Station

到达方式

从市中心可步行到达

主页

http://www.dunedin.nz.com/railway-station.aspx

拉纳克城堡

Larnach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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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豪华的古堡坐落在奥塔哥半岛的最高点，它是 19 世纪但尼丁的

商人兼政治家 William Larnach(威廉·拉纳克)在 1871 年为他的第一

任妻子筹建的，这是新西兰唯一的一座城堡。室内有众多豪华家具和

精致的雕饰，比如精美的宴会厅是这位富豪给他女儿的 21 岁生日礼

物，如今游客可以在这里的咖啡馆享用美食和咖啡。古堡前的花园宁

静美丽，可以看到半岛和港湾的景色。然而这位显赫一时的地主最终

在 1898 年因财务危机而持枪自杀。

门票价格

古堡和花园成人 28 新西兰元，5 岁以上儿童 10 新西兰元；仅花

园成人 12.5 新西兰元，5 岁以上儿童 4 新西兰元；导游讲解成人

35 新西兰元，5 岁以上儿童 13.5 新西兰元。家庭票价有所优惠。

联系方式

+64347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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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45 Camp Road，Otago Peninsula

到达方式

若开车前往，向半岛方向行驶，沿着 Highcliff Rd 根据路标很容易找

到；若乘坐巴士，可以在市中心乘坐 Portobello 公交到 Company Bay

下车，然后沿着山坡向上走 4 公里(约 2 小时)才能到达，但这也是

一条景色很棒的徒步路线。

主页

http://www.larnachcastle.co.nz

八角广场

The Oct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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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tagon 是但尼丁市中心的一座八角形的广场。

但尼丁第一教堂

First Church

但尼丁的第一教堂(First Church)教堂始建于 1862 年，是新西兰第

一座教堂，开放于 1873 年 11 月 23 日，1991～1992 年全面维修。

教堂由著名建筑师、虔诚的基督徒 Robert Arthur Lawson 设计、建

造，采用哥特风格，使用大量的尖塔簇拥起来作为装饰，使教堂的塔

楼状似一顶皇冠。主塔 56 米高，占据了广场周边的天际线，从广场

中心可以一眼望到。内部的门廊、钟塔、内殿、布道坛、圣坛、风

琴、圣安德鲁甬道、窗户、花毯摩雷大厅、外观都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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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免费

联系方式

+64 3-477 7118

地址

415 Moray Pl, Dunedin

主页

http://www.firstchurchotag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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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奥玛鲁

但尼丁—奥玛鲁

沿着东海岸从但尼丁到奥玛鲁 (Oamaru)，会经过一个叫摩拉基大圆石

(Moeraki Boulders) 的地方。

在很多人的心中，奥玛鲁与“小企鹅”紧密相关，观看新西兰可爱的黄眼企鹅

和小蓝企鹅是大家在此驻足停留的最大原因，为的就是一睹这些不会飞的小

可爱，每晚日落时分从大海里游回岸上的憨态。

车程时间：

但尼丁—奥玛鲁 约 1 小时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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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基大圆石

Moeraki Boulders Oamaru

这是新西兰南岛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摩拉基大圆石位于奥马鲁和但尼

丁之间之间，之间距离奥马鲁 38 公里，行车半小时。科学的解释是说

这些大圆石是方解石凝结物，形成于六千五百万年前。带电粒子周围的

钙和碳酸盐慢慢结晶，而形成了大圆石，其形成过程如珍珠要经历四百

万年。而含有大圆石的软泥岩大约一千五百万年前从海底升起。海浪、

风、雨将它们一个一个挖掘了出来。你可以想象他们就像海龟的壳，或

者裂了一个缝的鸡蛋，可以摆出各种造型拍出有趣的照片。

门票价格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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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Moeraki Village, Oamaru, Dunedin

到达方式

从奥马鲁向南行驶，沿着 SH1 国道行驶 38 公里，注意看路边的指示

牌，左转入海边，注意跟着 Moeraki Café 的指示牌前往，那离大圆石更

近

主页

http://www.moerakiboulders.com/

小蓝企鹅聚居地

Oamaru Blue Penguin Colony

Oamaru 的 blue penguin colony，是观看小蓝企鹅上岸的最佳地点。这里

是南岛唯一的小蓝企鹅保护中心，曾经是旧的采石场。这里蓝鹅的上



D10

岸时间比黄眼企鹅要晚，为 20:30-21:30。如果要仔细观看，可以买

票进场，都不允许拍照。小蓝企鹅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企鹅，胆子也

很小，怕吓，所以看的时候不要大声说话，不要拍照，因为有闪光。

在外面也可以远远看到和拍照。

门票价格

门票: 成人 $10.00 学生$8.00 BBH/Top 10/YHA $8.00 儿童(5

岁~17 岁) $5.00 家庭票 $25.00

导览: 成人 $16.00 学生$14.00 BBH/Top 10/YHA $14.00 儿童(5 岁

~17 岁) $8.00 家庭票 $40.00

开放时间

10 月至 3 月 20:30-23:30 4 月至 9 月19:00 - 20:30

联系方式

+64-3-433-1195

地址

Waterfront Rd，Oamaru 9400，新西兰

主页

http://www.penguin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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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蒂卡普

奥玛鲁—蒂卡普湖

离开奥玛鲁，前往蒂卡普湖 (Lake Tekapo)，我们前往约翰山 (Mt John)，

从高处俯瞰蒂卡普湖。

湖面被覆盖着积雪的群山环绕，蓝蓝的湖水泛着淡淡的夺目光芒，好牧羊人

教堂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静静屹立在湖边，一切是那么安静

平和。

网红咖啡店 Astro Café 也位于约翰山，在这里喝上一杯香浓的咖啡，望着

眼前的无敌景色，轻松打发悠闲时光。

车程时间：

奥玛鲁—蒂卡普湖 约 2.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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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卡波湖

Lake Tekapo

特卡波湖坐落于基督城与皇后镇之间，位于库克山盆地与 MacKenzie

的心脏地带。湖泊的南侧有一座小镇，人烟稀少，远处的山脉积雪皑

皑，宛如世外桃源。

1. 特卡波湖的神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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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卡波湖因湖泊色泽充满神秘之美而闻名，由于南阿尔卑斯山脉的冰

河融解注入湖泊的过程中，冰河中的岩石碎裂成细粉状，因此湖水色

泽呈现带有乳白色的湛蓝色。

2. 周边景点

可以沿着湖畔的步道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拥抱，欣赏湖

泊的美景。湖边有一座小巧的牧羊人教堂，由特卡波湖游客咨询中心步行

7 分钟就能到达。这是一座完整的石造教堂，它俯瞰着整个特卡波湖，是

1935 年为了纪念拓荒者而建立的。坐在教堂里面，就能隔窗眺望特卡波湖

和远方的南阿尔卑斯山景致。离教堂不远处，可以看到一座牧羊犬的雕

塑，这是为了称颂这群高地牧羊人最忠实的朋友。

3. 观赏星空的最佳地点之一特卡波湖一带是观赏南十字星的最佳地点

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星空爱

好者前往夜赏星空或是拍摄星轨。这里有来自北半球的游客无法看到

的神秘南半球星空。特别是在冬季，还有不低的几率亲眼目睹极光。

4. 周边配套服务齐全

附近还有数家咖啡馆和休闲餐厅，旅游纪念品商店也是不可或缺的。

游玩之余可以伴着美景喝杯咖啡或是吃一顿休闲轻食，伴以仙境一般

的湖景，实在不能更赞。

小贴士：

特卡波湖的日落很美，光线刚好照在湖对岸的群山上，山峦呈现出金

红的颜色。早上则有些逆光，拍照时需要技巧。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Lake Tekapo, New Zealand

主页

http://www.tekapotourism.co.nz



D11

约翰山

Mt John

约翰山是特卡波湖小镇的制高点，从山顶可以俯瞰特卡波湖及小镇的

全景。山顶上有著名的观星点 Mt John University Observatory，在

晚上能体验到特卡波举世闻名的星空美景。

由于约翰山远离大城市，天空清新，晚上拥有最美的星空。远眺可看到

连绵的雪山，广阔的大草原，碧蓝的湖泊，让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杰

作，神奇造物主赐予新西兰这么美这么壮观的景色，不怨我们千里迢迢

不白来一趟，兴奋之余欣然在山顶拍照录像，一望无际的湖水映衬着天

边美丽的云彩与叠叠起伏的群山，波浪层层的金黄色大草原全部进入了

我们的镜头。虽然约翰山顶照着时隐时隐的阳光，但大风強劲，吹得人

几经踉跄，脚跟不稳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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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无需门票。约翰山白天免费开放，晚上需参加 Earth and Sky 观星团上

山。参团费用为成人 145 新西兰元，儿童（8-17 岁）80 新西兰元。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8:30-17:00，17:00 后只能跟 Earth and Sky 观星团上山

地址

422 Godley Peaks Road, Tekapo 7999, New Zealand

到达方式

自驾

Astro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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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o Café

在猫途鹰蒂卡普湖地区餐厅排名第 2 位，综合评分 4.5。《孤独星

球》一书将这里描述成“也许是天与地之间选址最棒的咖啡厅”。
交通：距蒂卡普湖约 35 分钟车程。

地址：Mount John Observatory, Godley Peaks Rd, Lake Tekapo 7945

开放时间：冬令时 (4 月至 9 月) 每日 09:00—17:00 夏令时 (9 月

至

4 月) 每日 09:00—18:00

联系方式：+64 36806960

官网：www.earthandsky.co.nz/zh/astro-cafe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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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牧羊人教堂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地址

Pioneer Dr, Lake Tekapo 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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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库克山

蒂卡普湖—库克山国家公园—蒂卡普湖今天我们将往返库克山国家公园

(Mount Cook National Park)，沿途还将路过普卡基湖 (Lake Pukaki)。

牛奶蓝色的普卡基湖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天空间或点缀几朵云彩，

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我们选择了库克山国家公园内的人气步道—霍克山谷小径(Hooker Valley

Track) 徒步。沿途，连绵的群峰与山谷中的冰河相伴描绘出一幅至美画

卷，气势恢弘精心着色。

途径三座平旋桥之后是步道终点，可以看到库克山脚下的冰湖。

高耸入云的雪峰，雄伟的冰川，淡蓝色的冰块浮在湖面上，仿佛遗失的冰

河世纪。

车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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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卡普湖—库克山国家公园 约 1.5 小时。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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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山国家公园

Mount Cook

整个山脉有二十二座山峰在三千公尺以上，库克山是最高峰，海拔

3754 公尺。库克山国家公园占地 70,011 公顷，里面聚集着雪山、冰

川、河流、湖泊、山林，以及动物和高原植被等，这里给人们的惊奇

是其它地方所无法比拟的。

库克山（Cook, Mount）亦译科克山。新西兰最高的山峰，位于南岛中西部

的南阿尔卑斯山脉中。周围有 22 座 3,000 公尺(10,000 呎)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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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峰，终年积雪，高 3,754 公尺(12,316 呎)；1991 年因一次山崩，

山峰高度下滑 10 公尺(30 呎)。两侧为胡克(Hooker)冰川（西）和塔

斯曼冰川（东）。库克山被冰河侵蚀成 V 字形的山谷前，有 2 个宁

静而美丽的湖泊位于其间，即普卡基湖(Lake Pukaki) 和 特卡波湖

(Lake Tekapo)。

开放时间

春季、夏季、秋季

游玩时长

3 小时

联系方式

+64 3-435 1186

地址

Mt.Cook, New Zealand

到达方式

驾车

主页

http://www.doc.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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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3 基督城

蒂卡普湖—基督城

再次回到基督城，新西兰之旅已经过半，今天我们没有安排过

多的游览，不过来到“花园城市”，怎能错过声名远播的基督城

植物园(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 呢？

车程时间：

蒂卡普湖—基督城 约 3 小时。

59



D13

基督城植物园

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

这个位于雅芳河畔的 30 万平方米绿色土地无疑是基督城内最舒适宜人

的地方。公园内上万种植物在不同的季节拥有不同的色彩，争奇斗艳。

无论老人小孩，情侣朋友，在植物园内散散步，或者在园内的咖啡厅喝

一杯，将是感受这座“花园城市”最佳的方式。游客信息中心就在植物园

和坎特伯雷博物馆之间，有任何疑问可以第一时间解决。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11 月至次年 2 月 7:00-21:00，3 月和 10 月 7:00-

20:30， 4 月至 9 月 7: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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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43-9415556

地址

Christchurch Central Christchurch 8013 新西兰

到达方式

从大教堂轻松散步前往，或者搭乘基督城亮黄色的免费的环城巴士

（Shuttel）在艺术中心站下。

主页

http://www.ccc.govt.nz/parks-and-gardens/christchurch-botani

c-gardens

纸板大教堂

Cardboard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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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大教堂位于新西兰基督城，是英国国教过渡性的亲教堂，在 2013

年 8 月开业，是由 2014 年获得普利兹克奖日本建筑师坂茂所设计，

可以同时容纳 700 人就坐。该建筑有 21 米（69 英尺）以上的祭

坛，使用的材料包括 60 厘米（24 英寸）直径的硬纸管，木材和钢

铁，屋顶是聚碳与八个运输容器形成的壁

联系方式

+64-3-3660046

地址

234 Hereford St,Christchurch8011,New Zealand

主页

http://www.cardboardcathedral.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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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南极中心

International Antarctic Centre

这个靠近机场主站点的南极中心，是为管理新西兰、美国、意大利的南

极研究项目而建立的建筑群，也是孩子们会很喜欢的科学馆、知识馆。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了解到关于南极的历史、地质，还可以看到水下采集

的标本。比较有意思的是“南极风暴室”可以让你身临其境感受那块冰雪

大陆的寒冷。在中心你还可以乘坐全地形车绕圈体验户外探险的

Hagglund Ride。

小贴士：

[官网](http://www.iceberg.co.nz/zh-hans/)扫尾微信二维码，有 5

新西兰元优惠。

门票价格

成人 39 新西兰元，5-15 岁儿童 19 新西兰元；若包含无限次 Hagglund

Ride 和 4D 影片体验，成人 59 新西兰元，5-15 岁儿童 29 新西兰元；

邂逅企鹅之旅成人 25 新西兰元，儿童 15 新西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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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9:00-17:30(包括圣诞节)

联系方式

+6433570519

地址

38 Orchard Road，Christchurch Airport

到达方式

乘坐公交 3 路或者 29 路车到基督城国际机场，然后沿着 Durey Rd

向东步行 400 米，从环岛的 1 出口上 Orchard Rd 步行 200 米，

目的地就在你的右侧。

主页

http://www.iceberg.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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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4 基督城-奥克兰

基督城-奥克兰

慢悠悠地睡到自然醒，告别南岛，北岛我们来啦！抵

达奥克兰 (Auckland)，考虑第二天要出发去霍比屯

(Hobbiton)，行程还是以闲散为主，直接驱车往高架桥海港。

海港里游艇密密麻麻，桅杆林立，蔚为壮观，奥克兰不愧享有

“千帆之都”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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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国际机场

Christchur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基督城国际机场位于离市中心西北面约 12 公里处。它是新西兰南岛

最大和最繁忙的机场。有往返澳大利亚四个目的地 - 布里斯班、黄金

海岸、悉尼和墨尔本以及首尔、新加坡、斐济(6 月至 10 月)和汤加

之间的国际航班。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4 3-358 5029

地址

30 Durey Rd ,Christchurch

到达方式

公共汽车:成人单程 7 新元 - 约 30 分钟

穿梭往返公共汽车:一人车票约 15 新元，二人 19 新元 - 约 30 分钟

出租车:约 25-40 新元 - 约 15-20 分钟

主页

http://www.christchurchairpor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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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兮国际机场

Auckland Airport

奥克兰机场，前称奥克兰国际机场，是为新西兰最大和最繁忙的国际机场

坐落于奥克兰市以南的马努考市西部 Mangere，距离奥克兰市中心约 21

公里。作为新西兰航空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年可处理旅客流量达 1200

万人次，其中将近 700 万国际乘客和 600 万国内乘客。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49-2750789

67



D14

地址

Auckland Airport Ray Emery Dr Auckland Airport Auckland 2022 新

西兰

到达方式

乘车到达

主页

http://www.aucklandairpor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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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5 奥克兰-玛塔玛塔

奥克兰-玛塔玛塔上午奥克兰市区游览，

下午前往霍比屯，

见惯了霍比屯白天悠然的田园景象，可曾想象过夜晚华灯初上

时的奇幻魅力？夜幕降临，霍比特人洞穴以及磨坊、小桥、宴

会树和绿龙酒馆等标志性景点将在夜空下绽放光芒，以一种前

所未有的方式向游客展示自己的风采。

对啦！作为魔戒真爱粉，我们安排一次与众不同的霍比屯之

行—霍比屯晚宴与夜游团 。除了游览霍比屯，还会在绿龙酒馆

(The Green Dragon Inn) 享受一顿晚餐！

车程时间：

奥克兰—霍比屯 约 2.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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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塔高空漫步

Skywalk & Skyjump

Sky Walk 是在天空塔 192 米高的外环平台上进行高空漫步的活动。

步行道仅宽 1.2 米，你会穿戴上安全装备，跟随导游一起绕着天空塔

外走一圈，是真真正正地欣赏奥克兰 360 度美景。除了正常行走之

外，导游还会教你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看你有没有胆量挑战了。提供

照片和视频服务。

[点击官网]

SkyJump 比 SkyWalk 更刺激一级，是从天空塔 192 米高处一跃而下

的跳跃运动。和蹦极略有不同的是，安全绳索并不是栓在双脚上，而

是套在后背上，所以着陆时是双脚轻轻着地。提供照片和视频服务。

[点击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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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Sky Walk 成人 145 新西兰元，儿童 115 新西兰元，学生和背包客

(需出示证件)125 新西兰元。

SkyJump 成人 225 新西兰元，儿童 175 新西兰元，学生和背包客

(需出示证件)195 新西兰元。

开放时间

Sky Walk 每天 10:00-16:30 期间定点出发(天气和风力状况允许)，圣

诞节 12 月 25 日不开放。

SkyJump 每天 10:00-17:15(天气和风力状况允许)，圣诞节 12 月 25 日

不开放。

地址

72 Victoria Street West,Auckland

到达方式

天空塔就位于奥克兰市中心，与主街 Queen Street 只有一街之隔，在

Queen Street 与 Victoria Street West 相交的路口拐弯上到 Victoria

Street West，向上继续走 300 米就到了；绿色大巴 Inner Link 也在

Victoria Street West 上有站点，下车后对面就是天空塔。

主页

http://www.skywalk.co.nz

奥克兮皇后街

Auckland Queen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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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街（Queen Street）是市内的一条主要街道。从服装到电子产品，

从书籍到各种纪念品，这里可谓应有尽有。从皇后街（Queen Street）

出发，您可以步行到相距不远的高街（High Street）和瑟利广场

(Chancery)，这里素来以设计师品牌以及当地高档品牌精品店而闻名。

距市中心仅几分钟车程的新市场（Newmarket）是一个汇集了各大知名

国际品牌以及 40 多家设计师专卖店的购物天堂。新西兰设计师 Karen

Walker、Kate Sylvester 和 Annah Stretton 的时尚之作定会让您眼

前一亮。如果是周六出行，一定不能错过帕奈尔（Parnell）的法国市

场（French Markets）以及布里托马特（Britomart）的都市购物广场

（City Market）。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4-9)373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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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 Fort Street, Auckland, 1010

到达方式

（1）公交车：乘 685X 路公交车至 110 Queen St 站下车即到

（2）火车：乘 MNK、NEX、ONE、WEST 火车至 Britomart 站下车即到

霍比特村

Hobbiton Movie Set

霍比特村是伍德莱公园(Woodlyn Park)的一部分，位于怀托摩萤火虫洞

(Waitomo Cave)附近。1999 年，为了配合电影《指环王（魔戒）》的

拍摄，专业人员在这处本来不为人知的农场上，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来搭建电影的拍摄场景。

1. 重现《魔戒》的中土奇景目前的霍比特村有 44 个霍比特人洞穴，

每个洞屋的设计都独具匠心，每天都有工匠精心打理这里的一草一木。

在门口乘坐导览大巴就能进入景区，在门口有一块欢迎牌，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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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Hobbiton”。你能看见翠绿的山坡上点缀着明镜般的湖

泊，霍比特人居住的半圆形地洞木屋散落其间，连同石头拱桥、山间小

道、篱笆和花园，构成了一幅带着奇幻味道的惬意田园画卷。每个洞穴小

屋都装饰得鲜艳烂漫，不妨在门口拍上一张亲临魔幻世界的留影。

2. 绿龙酒馆品尝免费的姜汁啤酒穿过小河，走过拱桥，路过水车滚

滚转动的磨坊，就来到了绿龙酒馆。酒馆完全还原了电影中的样貌，

茅草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

了电影里。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帽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

草帽，十分逼真。酒馆里提供

小贴士：

1. 统一乘坐的大巴车身有统一的霍比特村涂装。

2. 在一月份，每周二晚上也会举行夜游活动。一般夜游团都会限定人

数，所以记得提前预约。

3. 霍比特村和怀托摩萤火虫洞比较顺路，可以安排在同一天游览。

开放时间

8:30-17:30

游玩时长

建议 2-3 小时

地址

501 Buckland Rd, Hinuera, Matamata 3472, New Zealand

到达方式

自驾

主页

http://www.hobbitonto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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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龙酒馆

The Green Dragon Inn

夜幕笼罩下的霍比屯多了一份安静、温馨的气氛。在温暖的壁炉旁。

餐桌上琳琅满目的传统美食，馥郁香醇的美酒佳酿，我们大快朵颐，

享受一顿原汁原味的霍比特人丰盛晚餐。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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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6 汉密尔顿-罗托鲁瓦

霍比屯—怀托摩萤火虫洞—罗托鲁瓦今天安排参观怀托摩萤

火虫洞 (Waitomo Glowworm Caves)。

车程时间：

霍比屯—怀托摩萤火虫洞 约 1 小时 15 分钟，

怀托摩萤火虫洞—罗托鲁瓦约 2 小时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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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托摩萤火虫洞

Waitomo Glowworm Cave

怀托摩萤火虫洞是新西兰北岛西部山区的石灰岩溶洞，也是新西兰著

名的景区。毛利语中怀托摩是绿水环绕的意思。洞壁上，星罗棋布的

绿色光点层层叠叠，这些绿光闪烁在黢黑水面上，光影翻倍，这是一

个属于绿色精灵的奇妙世界。

1. 三个各具特色的溶洞组成了萤火虫洞萤火虫洞主要由三个各具特色

的溶洞组成，怀托摩萤火虫洞、鲁阿库利

洞以及阿拉奴伊洞。萤火虫洞是个有 1 万多年历史的钟乳石溶洞，此洞

穴的山上原有一个被冰封着的小湖泊，冰雪消融后流入下方的岩层裂

缝，逐渐冲蚀成如今的洞穴。怀托摩萤火虫洞内的大教堂岩洞，这个巨

大的岩洞以空间回声著称。鲁阿库利洞是这里最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溶

洞，里面可以倾听到地下瀑布的水声。阿拉奴伊洞洞口是游客中心，膜

结构的拱形大棚很有气势。

2. 成千上万的萤火虫进入洞穴游览你需要乘坐小船进入洞穴深处，上

船坐稳后导游将拉着上

方引导绳索推动小船前进。 洞内奇异的光点，是成千上万的萤火虫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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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光芒。你会发现岩石上是一片片的绿白色光影。仔细看，光影下是

从洞顶悬吊下来的参差不齐的半透明细丝。丝上有如同水晶珠帘的剔透水

滴。这些带有黏液的美丽细丝，是萤火虫的垂钓工具，以吸引和捕食循光

而来的昆虫。目前只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发现了这种萤火虫。

3. 黑色迷宫之旅、深渊之旅及奥德赛之旅除了在萤火虫洞内“黑水泛

舟”外，如果你胆子够大，耐力够好的话还

可以体验传奇黑水漂流公司组织的黑色迷宫之旅、深渊之旅及奥德赛

之旅。这 3 个旅程要分别花费 3-5 小时，行程中将涉及到岩洞攀

岩、绳索下降、坐轮胎漂流等。当然如果你参加了这几个行程的话不

仅可以享受免费热水淋浴，更有可口的热汤和新西兰当地薄饼供你享

受。此外，还可以免费参观怀托摩洞穴博物馆。

小贴士：

1. 钟乳石及石笋会因为触摸而失去它的色泽，并破坏其脆弱的组成结

构，必须珍惜，千万不要用手触摸。

2. 在萤火虫洞洞穴内必须保持安静，特别是乘坐平底船观看萤火虫

时，千万不要大声喧哗，以免破坏了萤火虫的生态环境。

3. 为了每位游客的安全，洞穴里全面禁烟、全程禁止使用相机及摄像

机，并且必须跟着团队一同行动以便导游照顾，以避免在湿黑的萤火

虫洞洞穴内发生意外。

5. 整个游程内不能吃东西，景点内设有餐馆，当然你也可以自备干粮。

6. 体力较差的人不建议尝试传奇黑水漂流公司的行程，因为行程时间

较长，同时多数项目较专业，普通游客无法把控。

7. 游玩前请注意查看天气，因为若下雨会导致水位大涨，地下河只有

三分之一可行。

开放时间

11 月 1 日-次年 3 月 31 日：9:00-17:30，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9:00-17:00。

游玩时长

11 月 1 日-次年 3 月 31 日：9:00-17:30，4 月 1 日-10 月 31 日：9: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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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47-878 8228

地址

39 Waitomo Caves Rd Waitomo Caves Otorohanga 3943 新西兰

到达方式

沿着 3 号国家高速公路转向 Waitomo Caves Road，再行 8 公里。距离

奥克兰 2 小时车程，距离汉密尔顿 1 小时车程，距离罗托鲁瓦 2

小时车程。自驾或乘坐出发地的大巴前往

主页

http://www.waitomo.com/Waitomo-Glowworm-Caves/Pages/default.

aspx

毛利文化村

Maori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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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托鲁瓦不仅以其丰富的地热景观著名，更以其浓厚的毛利文化色彩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土著人，是这片土地最早

的主人。罗托鲁瓦便是毛利文化的中心。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可

以在这里的毛利文化村欣赏独特的，撼人心魄的毛利歌舞表演，观看

毛利人或古朴或精致的雕刻，了解毛利人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蒂普亚毛利文化村是世界上著名的 Puhutu 间歇泉，泥浆池，温泉，

新西兰国鸟奇异鸟和木雕等的发源地。毛利文化村将毛利人的古老房

屋,经过修缮后集中在这里，有会议厅、住房和贮藏室等早期建筑。早

期毛利人的住房，用蒲草和棕榈树枝搭成，简陋低矮，不能直腰。各

种贮藏室均有高脚支撑，工具室则类似我国云南傣族的竹楼，但较矮

小；族长的食品室，则离地很高，外形似杂技演员用竹子顶着的椅

子。村的中央有一处展览所,内部陈列了毛利人独特的雕刻品,是游客

了解毛利族文化的最佳场所。

这里不仅有享誉世界的土著文化，还有令人惊叹的地热文化。热泉及

泥浆多不胜数；到处蒸气弥漫，传出阵阵浓郁的硫璜气味。置身于地

热区内，信如腾云驾雾。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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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接待客人的最高礼节是碰鼻礼，如果当你和一位毛利人聊得起劲

时，他要和你碰鼻，你千万别害怕，这证明他已把你当作好朋友了。

联系方式

+64 7-346 0523

地址

17 Tryon St Whakarewarewa 3010 新西兰

主页

http://www.tepuia.com/

政府花园

Government Gardens

市政公园（Government Gardens）原本被称为帕帕库马纳

（Paepaekumana），坐落于罗托鲁瓦（Rotorua）市中心的湖边。这片区域无

论在传说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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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上，对当地毛利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里曾发生过多次重

大战役。

19 世纪后期，毛利人将这块占地 50 英亩的土地赠送给了政府，旨在

“造福世界人民”。这是一片灌木覆盖的地热区，设有几个理疗温泉池。

人们将灌木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正统的园林植物。然而早期的部

分大型植物依然保留至今，包括挺拔的日本冷杉和一棵意义非凡的加

州泣红杉。 新西兰政府把握机会，计划利用这里的资源打造一座南太

平洋温泉景区，并于 1908 年在此修建了一座大型精品浴所，采用伊

丽莎白都铎式建筑风格。

今天，这座宏伟建筑内设有一间博物馆 (Rotorua Museum)，以及一个备受

赞誉的展览，主要展示当年人们从世界各地前来享受温泉的场景。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另一座具有华丽地中海风格的蓝浴场（Blue Baths）诞生

了。这是世界上最早允许男女共浴的浴池之一。人们来到蓝浴场除了享受理

疗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娱乐，在这里你将有机会像好莱坞明星一般参与社交

活动。如今的蓝浴场经过翻修已经完全恢复了往昔的夺目光彩，您不仅将沉

醉于温泉的舒适感受，更将惊叹于建筑师的不凡创意。

波利尼西亚温泉（ Polynesian Spa）置于政府花园中。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地址

Queens Drive,Government Gardens,Rotor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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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7 罗托鲁瓦

罗托鲁瓦-奥克兰

今日罗托鲁瓦市内及周边游览，后乘车返回奥克兰。

车程时间：

罗托鲁瓦-奥克兰 3 小时。

83



D17

香槟池

Champagne Pool

香槟池（Champagne Pool）是新西兰北岛怀卡托区怀奥塔普地热区的

一个著名景点。温泉位于罗托鲁阿东南 30 公里，陶波 50 公里。香

槟池的名称来自大量二氧化碳的释出如同玻璃杯中香槟酒的气泡。温

泉形成于 900 年前一次火山爆发的热液。湖的直径约 65 米，最深处

约为 65 米，估计容积为 50,000 立方米。

游玩时长

1 小时

地址

Waiota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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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乘车或自驾

红木森林

Redwoods

新西兰人在这个红森林里面种植了 170 多种不同的树木，希望能够验

证出哪里种树能够最适应新西兰，尤其是罗托鲁阿这个地热资源丰富

的地区。在这 170 多种树中，有三分之一的种类存活下来。现在，红

木森林也是人们散步，或者是进行山地自行车锻炼的好地方。

置身红木树林，参天大树拔地而起，一棵紧挨一棵地将游人重重包围，使我

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渺小，周遭的每个人都仿佛成了小人国里的国民。漫步红

木树林，脚踩着红木木屑铺成的道路，就像是在走红地毯般，柔软而有弹

性。细看红木树林，茁壮、纤细的树木各具特色，其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

那株二百余岁的红杉树，粗壮无比的树杆，起码要四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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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八的小伙子才能手拉手地将其围住。呼吸红木树林，这里全然是

个免费的天然氧吧，吐故纳新最适宜。

开放时间

夏天（10 月-次年 3 月）周一-周五 8:30-17:30，周六、周日及节假日

10:00-17:00；冬天（4 月-9 月）周一-周五 8:30-16:30，周六、周

日及节假日 10:00-16:00

联系方式

+64 7-350 0110

地址

Redwoods Long Mile Rd Whakarewarewa Rotorua 3010 新西兰

主页

http://redwood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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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8 奥克兰-北京

奥克兰—怀赫科岛—奥克兰，乘机经中转地转机返回中国。从

奥克兰市中心乘坐渡轮，35 分钟即可抵达如世外桃源般的怀赫

科岛 (Waiheke Island)。被誉为“葡萄酒之岛”的怀赫科岛拥有

多家葡萄园和酒庄，品酒也是不可错过的活动。

岛上的马德布里克酒庄 (Mudbrick Vineyard) 被称为“地球上

最浪漫的地方之一”，我们今天的午餐就安排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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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赫科岛

Waiheke

怀赫科岛，中文又称激流岛，是新西兰豪拉基湾的一座岛屿，距奥克兰大约

17.7 km。 该岛是豪拉基湾第二大岛屿，仅次于大巴里尔岛。它是群岛中人

口最多的，定居者近 8000，外加约 3400 人将这里当作第二家乡或度假

地。它是新西兰人口最密集的岛屿，人口密度为 83.58 人/km²。

地址

新西兰奥克兰

到达方式

从市中心可以乘坐福乐斯(Fullers)或 Sealink 公司的渡轮去怀赫

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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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waiheke.aucklandnz.com

Mudbrick 葡萄庄园餐厅

Mudbrick Vineyard Restaurant

世界闻名的 Mudbrick 葡萄园就坐落于怀赫科岛。一颗颗晶莹圆润的葡

萄，挂在繁密茂盛的藤条之上，散发出甜蜜清新的水果香味，此情此景

一定能让你们忘却烦恼。这里提供世界顶级的红酒和屡获殊荣的美食，

每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慕名前来。坐在此处，和你的爱人一同享用一顿

精美别致的晚餐，是不可错过的经历。

小贴士：

怀赫科岛被誉为豪拉基湾的瑰宝之一，距离繁华的奥克兰市中心仅也

不过 40 分钟的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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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一-周日:10:00–21:00

联系方式

+64-9-372 9050

地址

126 Church Bay Rd,Waiheke Island,Oneroa

主页

http://www.mudbrick.co.nz

奥克兮国际机场

Auckland Airport

奥克兰机场，前称奥克兰国际机场，是为新西兰最大和最繁忙的国际机场

坐落于奥克兰市以南的马努考市西部 Mangere，距离奥克兰市中心约 21

公里。作为新西兰航空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年可处理旅客流量达 1200

万人次，其中将近 700 万国际乘客和 600 万国内乘客。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49-2750789

地址

Auckland Airport Ray Emery Dr Auckland Airport Auckland 2022 新

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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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乘车到达

主页

http://www.aucklandairport.co.nz/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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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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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9 北京-沈阳

抵达中转机，转机返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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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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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