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天悉尼,黄金海岸,布里斯班,皇后镇,萤火虫洞,米佛峡湾,可伦宾
动物园,澳新全景游(奥克兰接机,悉尼送机)  
 

第1天原居地(Home)-新西兰(Newland) 

行程 
整理行装，从原居住地乘坐航班出发飞往新西兰奥克兰Auckland。 
 
Fly to Newland. 

景点 

 

第2天抵达奥克兰(Auckland) 

行程 
抵达奥克兰机场后，导游接机，根据航班批接机。导游将会在国际航
班抵达口举牌接客人。 
接机后客人市区自由活动，晚餐后返回酒店休息。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餐饮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欢迎晚餐（中式） 

酒店 
Novotel Ellersl ie Auckland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3天奥克兰(Auckland)-怀托摩(Waitomo)-罗托鲁阿(Rotorua) 

行程 



早餐后，随后返回奥克兰进行市区观光：登上市内最高峰伊甸山观看
死火山口遗迹，一览全市美景；观光海港大桥、市中商业区皇后街、
王子码头、天使湾等。随后前往怀托摩参观世界奇景萤火虫钟乳石洞(
含门票)，西元1887年毛利酋长发现了这一神奇的洞穴。您可以搭乘
小舟泛游地下之湖，欣赏犹如满天星光闪烁的萤火虫奇景；并在导游
的解说下，了解萤火虫的生态。午餐后前往毛利之乡、地热之都罗托
鲁阿。游览罗托鲁阿政府花园，漫步湖边享受美丽的风景并感受罗托
鲁阿独有的空气。 
 
萤火虫钟乳石洞：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该洞穴约在
一万五千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
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流入下方的石灰质之岩层裂缝，逐渐冲
蚀成一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且洞穴仍在扩
大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 
洞穴下方因水流冲积较坚硬之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
洞口，煞是可爱。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
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属该洞穴中最奇特的居民。萤火虫
吐着一粒接着一粒如珠子般的粘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萤光，星罗
棋布攀附在岩洞深处的上方，像极了满天星斗般迷样的情景。 
 
VISIT :Waitomo Cave, Auckland Harbour Br idge, Mount Eden 
and Government Gardens.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西式自助  晚餐：中式晚餐 

酒店 
Sudima Hotel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4天罗托鲁阿(Rotorua)- 奥克兰(Auckland) 

行程 
早餐后，前往新西兰最五彩斑斓的怀欧塔普景观地区(含门票)。经过
上千的火山运动形成了怀欧塔普多彩和多样的地热景观，包括彩色香
槟湖，火山口。午餐时间我们乘坐Skyline天际缆车，在高处俯瞰整个
罗托鲁瓦市貌及罗托鲁瓦湖景。在山顶餐厅享受最尊贵的自助餐,无疑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怀欧塔普：在毛利语里意为“圣水”，是罗托鲁瓦最有名的地热区域之
一。这一地热仙境以火山活动频繁的陶波火山区为中心，长约3公里的
步行小径上指引你通往各处有趣的景点，包括沸腾并且极其上相的香
槟池、虽浓稠却永远在沸腾翻滚的泥浆、矿物丰富的热泉以及以会神
秘地定时定点喷水的诺克斯女士间歇泉——



每天上午10点15分它精力充沛地开始喷水，每次时常达1小时，喷出
的水柱高达20米。除了沿着步行小道观赏各类奇妙又瑰丽的自然景观
，你还可以乘坐直升飞机从上空鸟瞰整个蒸气腾腾的奇幻世界。 
 
VISIT :  Wai-o-Tapu, Skyline.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skyline山顶自助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酒店 
Naumi Auckland Airport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5天奥克兰(Auckland) -基督城(Christchurch)-奥玛鲁(Oamaru) 

行程 
早餐后，搭乘飞机飞往新西兰南岛的基督城。抵达南太平洋最富有英
式古典气息的基督城后，参观古老的坎特伯雷博物馆、优美的雅芳河
、回忆桥等。随后前往奥玛鲁，抵达后参观维多利亚风情的博物馆白
石小镇(含门票)。傍晚蓝企鹅栖息地(含门票)，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到全
世界最小企鹅归巢的有趣情景。天黑后,它们会游到看台下方的岸边，
并越过观赏区回到栖息地。 
 
坎特伯雷博物馆：坎特伯雷博物馆开放于1870年，有一系列对新西兰
独具意义的杰出藏品。亮点包括毛利人艺术馆，展出了绝妙的普纳姆
（pounamu，一种绿玉）艺术品；南极展厅（Antarctic 
Hall）里有1907年在失望岛（D isappointment 
Island）遭遇海难的人们使用过的小圆舟；还有种类繁多的太平洋及
其他地区的鸟类标本，还有雕塑般优美的帝企鹅。还有孩子们会喜欢
的探索中心（D iscovery 
Centre）和五彩斑斓的“费雷德和默特尔家的鲍鱼壳小屋”（Fred&My
rtle ’s Paua Shell 
House）工艺品，匠心独运的艺术品非常值得驻足观赏。 
 
VISIT :  Canterbury Museum, R iver Avon, White Rock and 
Oamaru B lue Penguin Colony.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酒店 
Brydone Hotel Oamaru (三星)或同级 

景点 



 
 

第6天奥玛鲁(Oamaru)-但尼丁(Dunedin)-皇后镇(Queenstown)/蒂安瑙(Te Anau) 

行程 
早餐后，途径毛利基石沙滩，根据毛利人的传说这些奇形巨岩是一千
年前大航海战舟阿雷德欧鲁号，在岸边沉没时所滚出来的瓜果, 
随后前往素有南爱丁堡之称的但尼丁，由于整个城市建筑为典型的苏
格兰风格，至今这座城市仍保有浓郁的苏格兰情调。抵达后将参观美
丽的奥塔哥大学、姜饼屋似的火车站、教堂、体验世界纪录中全世界
最陡的街道鲍德温街。 
 
奥塔哥大学 : 
成立于1869年，是新西兰最古老的大学。奥塔哥大学以其活泼的学生
生活而闻名，特别是他们的宿舍，因为奥塔哥大学生通常住在破旧的
老房子里。奥塔哥学生长期以来有命名他们的宿舍(Scarfie f lat) 
的传统。奥塔哥大学生的昵称  “Scarfie”  
来自于他们在寒冷的南方冬天穿着围巾的习惯。因为此大学宏伟的建
筑风格和伴随的花园，奥塔哥大学被英国出版物“每日电讯报”和“哈芬
登邮报”列为全球最美丽的大学之一。 
 
VISIT :  Moeraki Boulders, University of O tago and Baldwin 
S treet.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酒店 
D ist inction Hotel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7天米佛峡湾(Milford Sound) - 皇后镇(Queens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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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门票），观赏冰河时期奇妙景观，赞叹冰河切割所形成的壮丽山川及
美丽的雪山奇景，同时还能欣赏到软毛海豹。中午在船上享受峡湾豪
华游轮自助餐。夜宿依山傍水、闻名遐迩的度假小镇皇后镇。 



 
米佛峡湾：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米佛峡湾(M i l ford 
Sound)国家公园是规模最大的峡湾，“Sound”  
意即很深的峡湾，米佛峡湾是14个峡湾中最美丽的。在宽敞的双体船
上，游轮平稳地航行着，船长和全体船员十分热情，连船长驾驶舱，
也让人随意观看和拍照。您可以坐在船体后面放松心情，也可以来到
船前，在船长的位置体验峡湾独一无二的美景。人们在船上自由地走
动。甲板上视野开阔，可以饱览峡湾上的自然风光，观看米佛的每一
处景色。峡湾两岸是陡峭的 
岩壁。14个峡湾中，目前只有米佛等两个峡湾初步开发，可供人们游
览。 
 
VISIT :  M i l ford Sound. 

餐饮 
早餐 /午餐 

酒店 
Doub le Tree Queenstown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8天皇后镇(Queenstown)-库克山(Mt. Cook)-蒂卡波(Tekapo) 

行程 
早餐后，前往库克山国家公园。库克山国家公园南起阿瑟隘口，西接
迈因岭，正处于南阿尔卑斯山景色最壮观秀丽的中段。在库克山享用
西式午餐后，前往美丽的蒂卡波湖。因湖底特有的青绿色岩石，整个
湖面呈现一种翠绿迷蒙的梦幻景象。雪山环绕，山景湖景交相辉映。
参观南半球顶级出口品质三文鱼养殖场，品尝三文鱼日式晚餐。随后
到达蒂卡波湖畔最为著名的好牧羊人教堂。夜宿蒂卡波湖畔。 
 
库克山国家公园：胡克谷步道（Hooker Valley 
track）长九公里，来回约需3-
4小时，是库克山国家公园最著名的步道。沿途除了有库克山峰和周围
群峰美景相伴，春下两季青翠的高山草地上还有如库克山百合等无数
美丽的花朵灿烂相迎。高山纪念碑（Alpine 
memorial）是眺望山谷景色的绝佳据点，接近穆勒冰河（Mueller 
G lacier）时还可欣赏高山与冰瀑的壮观景象。此外，越过胡克河上的
吊桥，也是此行的乐趣之一。胡克谷步道的尽头是终点湖，一般游客
多半在抵达这座蓝色冰河湖后即按原路折回；往前还有曲折的步道通
往胡克小屋（Hooker Hut）。 
 
VISIT :  M t .  Cook, Lake Tekapo and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餐饮 
早餐 / 午餐 /特色晚餐 



酒店 
Peppers B luewater Resort Lake Tekapo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9天蒂卡波(Tekapo)-基督城(Christchurch)- 布里斯班(Brisbane) 

行程 
早餐后，在蒂卡波湖畔自由活动。美丽的蒂卡波湖，因湖底特有的青
绿色岩石，整个湖面呈现一种翠绿迷蒙的梦幻景象。雪山环绕，山景
湖景交相辉映。随后专车返回基督城，中午享用鲍鱼中式午餐，随后
结束这梦幻般的南岛之旅，随后乘坐国际航班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首府——布里斯班。 
 
蒂卡波湖：以“人间静土”来形容位于新西兰南岛上宁静的特卡波湖，
最为贴切不过。蒂卡波湖距离蒂玛鲁等周边小镇不到100公里，但是
它却仿佛一处远离凡尘的地方。平静无浪、清澈见底的湖面倒映着四
周常年雪封的南阿尔卑斯山脉(SouthernAlps)。被喻为旅游南岛不得
不到的蒂卡波湖，自1935年起，便宁静地和坐落于湖畔的好牧羊人教
堂和牧羊犬铜像相伴着。石造的好牧羊人教堂是为了纪念麦肯奇山区
的开拓先锋而建。 
 
VISIT :  Lake Tekapo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鲍鱼中式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酒店 
Sofitel Br isbane (五星)或同级 

景点 

 
 

第10天布里斯班(Brisbane) -可伦宾野生动物园(Wildlife Sanctuary) -黄金海岸(Gold 
Coast) 

行程 
早餐后，进行布里斯班市区观光，前往南岸公园、袋鼠角等布里斯班
经典景点参观。随后前往可伦宾动物园（含门票）参观，动物园占地
面积27公顷，为澳洲最好的野生动物园之一，因可喂食彩虹鸟而知名
。动物园拥有超过1400种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是接触大自然的好地
方。在这里游客可以喂食袋鼠，抱抱萌萌的考拉，徜徉在开放式的动
物园，品位原滋原味澳洲野生自然景观。 



最后前往度假天堂——
黄金海岸。黄金海岸以长长的冲浪者天堂沙滩而著名，晚上将入住位
于冲浪者天堂的酒店，让您可尽情享受黄金海岸的阳光与沙滩，进行
休闲放松。 
 
VISIT :  W i ldl i fe Sanctuary and Gold Coast.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或景区内午餐 晚餐：自理 

酒店 
Mantra Legends Hotel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11天黄金海岸(Gold Coast) -拜伦湾(Byron Bay) 

行程 
早餐后，前往拜伦湾，一个位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东北角的海湾，镇
内的“拜伦角”为澳大利亚大陆的极东处，每天清晨，澳洲的太阳最早
从这里升起。拜伦湾以长长的冲浪海滩线，标志性灯塔，茂密的热带
雨林和多姿多彩的居民而闻名。前往拜伦海滩的游客已经把冥想、按
摩、悬挂式滑翔、步行和在避风海滩游泳视为与激浪冲浪同等重要的
活动。在拜伦的任何一个地方，大自然的美丽都会让人目不暇接，让
您感受乐水澳洲。 
 
VISIT :  Byron Bay.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 
Mantra Legends Hotel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12天黄金海岸(Gold Coast)-悉尼(Sydney) 

行程 
早餐后，乘坐航班抵达澳洲的经济中心——
悉尼，午餐于因供应商世界各高级餐厅海鲜而著名的悉尼Fish 
Market中自由大快朵颐，尽情享受澳洲的海鲜。餐后前往参观海港大



桥、悉尼歌剧院、悉尼皇家植物园、圣玛丽大教堂等悉尼著名景点，
感受南太平洋的风情。晚上入住位于悉尼市中心四星酒店。 
 
悉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坐落在悉尼港的便利朗角（Bennelong  
Point），其特有的帆造型，加上作为背景的悉尼港湾大桥，与周围景
物相映成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前来观赏这座建筑。悉尼歌剧
院主要由两个主厅、一些小型剧院、演出厅以及其他附属设施组成。
两个大厅均位于比较大的帆型结构内，小演出厅则位于底部的基座内
。其中最大的主厅是音乐厅，最多可容纳2679人。设计的初衷是把这
个最大的厅堂建造成为歌剧院，后来设计改动了，甚至已经完工的歌
剧舞台被推倒重建。音乐厅内有一个巨大的管风琴，是由罗纳德 ·沙普
（Ronald 
Sharp）于1969年至1979年制造的。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机械木连管
风琴，由10 ,500根风管组成。 
 
VISIT :  Fish Market, Sydney Opera House, Sydney Harbour 
Br idge, Royal Botanic Gardens and S t  Mary 's Cathedral.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 
Rydges Sydney Central 或同级 

景点 

 
 

第13天自由活动-Enjoy your free day 

行程 
早餐后，自由活动，您可自行感受悉尼这座城市的魅力，亦可报名参
加我们强烈推荐的自费行程——
南天寺、喷水洞、鲍鱼厂一日游（USD  50 /人，8人成团）： 
早餐后，驱车前往南半球著名的蓝色海洋路，一路上沿海行驶，路过
农田海景，经过迷人的渔港小镇，风景变幻，目不暇接。途停卧龙岗-
南天寺，南半球最大的佛教庙宇，宏伟建筑，将由寺内住持带领入内
讲解，参观庄严佛像，参悟禅机。午餐后前往天然的喷水洞，神奇大
自然力量配合下能使洞穴喷出高达十米的水柱，场面极为壮观，白色
灯塔伴随着长长海岸线，令人心旷神怡。随后参观亚洲人最爱的鲍鱼
工厂，了解纽省野生鲍鱼生长及出口包装等，更能以优惠价选购新鲜
或冷冻鲍鱼。 
 
VISIT :  Nan Tien Temple, B lowhole and Abalone factory.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若参加当日自费行程，含中式午餐）晚餐：自理 

酒店 



Rydges Sydney Central (四星)或同级 
景点 

 
 

第14天悉尼(Sydney) –  原居住地(Home) 

行程 
早餐后，悉尼市区自由活动，根据航班时间分批送机，返回温馨的家
。 
 
Transfer to Airport, back to your sweet home. 

餐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景点 

 
 

价格明细  
标准价格  

双人一间  单人一间  小孩   

$3,199.00/人  $4,298.00/人  $2,400.00/人  
 
*单人间价格是指一人单独享有一个酒店标准间的价格。 
*双人间是指双人共同享用一个酒店标准间的价格。 
*双人间价格不包括在房间里另加床位的价格 ,另加床位要在登记时单独提
出要求。 
*请注意：由于酒店标准间空间及所加床位有限，请客人自行向酒店服务
台咨询加床事宜，文景假期不能保证加床成功。 
*2-5岁儿童的价格是指儿童不占床为成人价格的75%。 

费用包含 
1.行程中12晚酒店标间住宿； 
2 .专业资深国英双语导游服务； 
3 .豪华空调大巴； 
4 .行程中列明包括的境内段机票； 



5 .行程中列明包括的景点门票； 
6 .行程中列明包括的餐饮； 

费用不含 
1.全程餐费（赠送除外）； 
2 .当地导游地接服务费（$8 /位/天）； 
3 .护照及签证费； 
4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酒店内洗衣
、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一切私人消费； 
5 .司机导游及交通工具超时工作费用； 
6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
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7.机票加税费以及起始地到出发机场往返交通费； 
8.全程单间差； 
9 .旅游意外保险； 
10 .行程中未列之景点门票。 
 
自费项目收费参考（非强制参加，价格以景点挂牌价为准，现场交给导
游） 
南天寺喷水洞鲍鱼厂一日游：$50 /人 (8人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