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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南島冰河.峽灣.皇后鎮.庫克山 慢遊 11 天 

第一天 2/15(六)  台北/奧克蘭 NZ78  18:30/10:15+1   (全程紐西蘭航空) 

遠離忙碌生活，暫時離開工作，整裝待發來一趟紐西蘭之旅。

今日搭乘紐西蘭航空公司波音787豪華客機，豪華噴射班機直

飛往紐西蘭奧克蘭，今晚夜宿機上，班機於隔日早上抵達。 

 

奧克蘭是紐西蘭的一個都會區，位於南太平洋南緯37度，為北

島最大的城市。人口約150萬，聚居了全國約32％的人口，也

是世界上玻里尼西亞人最多的城市。奧卡蘭被稱為「帆之都」，

同時也是紐西蘭工業和商業中心。 

早餐：X   中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3%B6_(%E7%B4%9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3%B6_(%E7%B4%9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88%A9%E5%B0%BC%E8%A5%BF%E4%BA%9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8%9A


第二天 2/16(日)  奧克蘭/基督城 NZ543  13:00/14:25  基督城-市區巡禮-雅芳河PUNTING撐篙船 

到達奧克蘭辦理入境通關手續，搭乘國內班機前往

南島基督城, ,安排市區觀光及★雅芳河PUNTING撐

篙船，英式風情的撐篙航行悠遊於雅芳河上，秋季

時分河岸兩旁綠草如茵，植滿了白楊、梧桐、垂柳

等綠蔭，穿越城市與花園，浪漫風采直追劍橋的康

河。 

 

基督城沿著蜿蜒曲折的雅芳河而建，1843年蘇格蘭

移民以其家鄉農場上小溪的名稱（Avon）而命名． 早

期的拓荒者致力將基督城建設出英國風格，雅芳河

當然就是劍橋康河River Cam的翻版，不僅替基督城

帶來英國風味，兩者更是相輔相成． 

門票：雅芳河PUNTING撐篙船 

早餐：機上套餐   中餐：轉機時間退紐幣20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西式套餐 

住宿：Hilton Double Tree  

第三天 2/17(一)  基督城-亞瑟斯隘口國家公園<高山觀景火車>-馬松森湖健走-福斯冰河小鎮 

車程說明：基督城(搭火車 2小時 20分)亞瑟斯隘口(98ＫＭ)-綠石小鎮（157KM)福斯冰河 

上午搭乘世界級★<高山觀景火車>,火車橫越南阿爾卑斯山脈,沿途連綿起伏的高山峽谷、隧道、高架橋、河谷、河流景

觀盡入眼簾,抵達亞瑟隘口火車站與巴士會合前往西海岸小鎮午餐,午餐後前往西海岸國家公園.沿著6號景觀公路，南阿

爾卑斯山脈美景及碧藍的河水風景獨特。 

特別企劃◎馬松森湖LAKE MATHESON堪稱全紐西蘭最有靈氣的湖泊，靈氣逼人的馬松森湖，湖水山色倒影遠眺塔斯曼

山及庫克山，風光美不勝收！（健走可以依照個人體力，可選擇環湖1圈健走1小時30分鐘，或半路往返30分，步道維

護良好） 

 

亞瑟隘口國家公園（英語：Arthur's Pass National Park）

也稱亞瑟通道國家公園，為是紐西蘭南島中部的一座國

家公園，位於南阿爾卑斯山脈中。亞瑟隘口為南阿爾卑

斯山脈中海拔最高的通道，公園內有很多海拔超過2000

米的山峰。南部的亞瑟隘口村為紐西蘭海拔最高的城鎮，

是進入國家公園旅行的主要出發地點。公園內可進行遠

足、滑雪、登山等活動。 

 

門票：高山觀景火車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西式簡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西式套餐 

住宿：FOX Glacier Hotel或同等級旅館 

第四天 2/18(二)  福斯冰河-艾斯派林國家公園-哈威亞湖-瓦納卡水岸度假村(住宿2晚) 

車程說明：福斯冰河-(121KM)-哈斯特-(149KM)-哈威亞湖-(39KM)-瓦那卡 

下午前往艾斯派林國家公園Mount Aspiring National Park，經過哈斯特隘口，沿途有瀑布與冰蝕湖多項景觀令人稱奇，

園內深入原始祕境溪谷中，清澈見底的溪流。沿途怡人的美麗風景，湖光山色的瓦納卡湖◎哈威亞湖，隨後前往湖濱小

鎮-瓦納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E8%84%88


阿斯帕林山國家公園（英語：Mount Aspiring National 

Park）也稱艾斯派林山國家公園，是紐西蘭南島西南部的

一座國家公園，位於南阿爾卑斯山脈中，奧塔哥大區和西

岸大區交界處。公園內有高山、冰川、河谷、高山湖泊等

景觀，最高點阿斯帕林山（一譯艾斯派林山）海拔3033米，

為紐西蘭著名的山峰。公園內盛行遠足、登山和滑雪運動。 

※特別安排夜宿歐美旅客最愛的湖邊渡假村－水岸湖濱渡

假村EDGEWATER RESORT 

晚餐特別安排WANAKA當地美食晚餐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午餐請自理   晚餐：牛排大餐 

住宿：Edgewater Resort或同等級旅館 

 

第五天 2/19(三)  瓦納卡湖輕鬆一日遊（高山觀湖Safari） 

風光明媚的WANAKA戶外活動休閒、娛樂的最佳地點之一。湖光山色LAKE WANAKA海拔約300公尺，面積192平方公

里是紐西蘭第四大湖，深度超過300公尺以上，冰河侵蝕形成一個U型山谷的冰河蝕湖。氣候乾燥少雨，是全紐西蘭陽

光最充足的地區之一，此處可以眺望南阿爾卑斯山頭的白雪。 

上午安排★『高山觀湖Safari』前往私人農場探訪之旅，走訪在山谷中完全沒商業色彩的私人農莊，引導參觀農場及有

機會觀看成群的綿羊及鹿，讓您樂此不疲。吉普車來到高山觀湖，倘佯在湖光山色的大自然下觀賞湖景。午餐安排

WANAKA知名餐廳品嚐『義大利窯烤PIZZA』。午餐後可在逛逛鎮上著名藝術家的藝廊、品嘗義大利式冰淇淋或可安

排特有的戶外選項活動。 

瓦納卡當地各種特有的戶外活動您也可以安排◆獨木舟◆SUP立槳衝浪板◆攀岩或航空娛樂◆虎娥戰鬥機等活動。 

晚餐安排飯店主廚推薦西式套餐。 

傍晚於飯店內享受晚餐後，可在湖畔邊散步，或自備泳裝，享用渡

假村的溫水Jacuzzi，如是晴空，在光害少的飯店外就能以雙眼遙望

觀賞滿天星斗。 

 

瓦納卡湖是紐西蘭的湖泊，由奧塔哥大區負責管轄，長42公里、

寬10公里，面積192平方公里，是該國第四大湖泊，海拔高度300

米，平均水深300米。 

門票：高山觀湖Safari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義大利窯烤PIZZA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套餐 

住宿： Edgewater Resort 

第六天 2/20(四)  瓦納卡-高空彈跳-箭鎮-蒂阿娜-螢火蟲生態之旅 

車程說明：瓦納卡-(105ＫＭ)-酒莊午餐

-(211KM)- 蒂阿娜 

早餐後專車前往克倫威爾(水果小鎮)，您可

以品嘗或購買當季的新鮮水果，或也可選

購喜歡的水果。另推薦品嚐紐西蘭著名的

水果冰淇淋，在水果店旁邊的義大利式的

玫瑰花園欣賞園藝 

下午沿南島第二大湖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南下，進入南地省，沿路兩旁

盡是綠油油草原及遍地綠意盎然的農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A1%94%E5%93%A5%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2%B8%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2%B8%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96%AF%E5%B8%95%E6%9E%97%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A1%94%E5%93%A5%E5%A4%A7%E5%8C%BA


成群白綿羊，到達蒂阿瑙湖畔小鎮。 

安排★<螢火蟲生態之旅>搭船遊湖並參觀活性鐘乳石洞，進入螢火蟲洞，洞內奇境似滿天鑽石閃爍，令人驚歎不已。 

按照地質標準而言，一萬兩千年的洞穴尚屬年輕，至今，河水流入產生的沖擊力仍然雕刻著這裡的岩石，形成漩渦，帶

來呼嘯洶湧的地下瀑布，如此曲折密布的網絡覆蓋了整個石灰巖通道。 

 

深入洞穴，穿過呼嘯而過的流水，你將乘小船駛入靜謐幽深的一角，數以千計的螢火蟲聚集於此，這將是你在新西蘭獨

一無二的視覺體驗。享受世外桃源般的幽靜，配以螢火蟲光的影影綽綽，離奇驚嘆恐怕是最好的代名詞了吧！ 

 

門票：螢火蟲生態之旅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 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西式 

住宿： Luxmore Distinction或同等級旅館  

 

第七天 2/21(五)  蒂阿瑙-米爾德福峽灣-皇后鎮(皇后鎮西式主題餐廳) 

車程說明：蒂阿瑙-(120KM)-米爾德福峽灣-(119KM)-蒂阿瑙-(180KM)皇后鎮 

前往米爾德福峽灣自然保護區,沿 120公里長的◎米爾德福大道(Mildford Road)，沿途景色優美奇特，有著冰河時期冰

河消退蝕出的不同地形，並有寒溫帶雨林的植物分佈，抵達米佛峽灣搭乘★<米爾德福峽灣遊船巡遊>深谷峽灣中，瀑

布潺流、白雲悠悠，如詩如畫的景色令人激賞！ 

下午前往皇后鎮位於南島山明水秀，四季分明的戶外活動、渡假勝地－皇后鎮。皇后鎮位於LAKE WAKATIPU湖岸邊，

而瓦卡蒂普湖是內陸湖，地處於奧塔哥地區，是紐西蘭面積第三大的湖。四面環山湖光山色，風景優美。 

 

皇后鎮（英語：Queenstown；毛利

語：Tahuna）位於紐西蘭南島奧塔哥

大區的西南部，是南島的旅遊度假地。

整個城市環繞建造於瓦卡蒂普湖的弗

蘭克敦灣（Frankton Arm），瓦卡蒂

普湖呈一個消瘦的「S」型，附近被非

常壯觀的群山環繞。景色變化萬千、湖

光山色宛如仙境。 

皇后鎮是中奧塔哥的最大城市，但出於

一些管理上的理由，皇后鎮通常被看作

為紐西蘭南島的南地大區的一部分。因

為是旅遊度假勝地的關係，皇后鎮上有

很多間餐廳旅館，特色美食是燒羊肉與酥皮卷，這兩項美食一直都為紐西蘭的傳統食物。 

門票：米爾德福峽灣遊船巡遊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日式定食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Copthorne hotels Lake Front或Millennium 

 

第八天 2/22(六)  皇后鎮-箭鎮-包伯峰纜車觀湖+溜溜車-下午自由活動 

早餐後專車來到◎箭鎮-箭鎮是紐西蘭南島在19世紀發展的歷史淘金小鎮。安排鎮上悠閒逛街，欣賞鎮上建築物的典雅、

琳瑯滿目的精緻商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5%88%A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5%88%A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A1%94%E5%93%A5%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A1%94%E5%93%A5%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3%A6%E5%8D%A1%E8%92%82%E6%99%AE%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A5%A5%E5%A1%94%E5%93%A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C%B0%E5%A4%A7%E5%8C%BA


中午前往★《SKY LINE纜車包伯峰觀湖+豪華自助餐》纜車登上後，乘第二段纜車，俯瞰瓦卡蒂普湖，並可體驗LUGE

溜溜斜坡車，安全並帶有刺激的戶外活動，回味無窮。 

下午自由活動接著可以輕鬆地在皇后鎮上的逛街，市中心莫爾大道（The Mall）行人徒步的街道，為皇后鎮的發源地是

最熱鬧的街道。有許多具有異國風味紀念商品店、露天咖啡、義大利式冰淇淋、手工巧克力店，能悠哉悠哉地在此閒逛。

皇后鎮是戶外運動愛好者的天堂有許多的戶外活動吸引觀光客前去體驗。 

◆租借自行車，在著名的皇后鎮自行車道，騎車方式欣賞美景,

皇后鎮車道上，有在湖畔邊精品咖啡館，可以享受咖啡（租

車費用請自理）。 

◆騎馬的活動，離皇后鎮市區15分車程，有廣大農場，騎馬沿

途有農場飼養的鹿、羊、馬。 

◆推薦您自費安排Jet boat噴射快艇，適合愛好刺激者的水上

活動，在狹窄的山谷河道上快速奔馳，受過專業訓練的駕駛，

以高超技術能讓您體驗刺激有趣的樂趣。 

 

門票：包伯峰纜車觀湖+溜溜車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包伯峰豪華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西式套餐 

住宿：Copthorne hotels Lake Front或Millennium或Rydges或同等級旅館 

 

第九天 2/23(日)  皇后鎮-庫克山國家公園-塔斯曼冰河船奇之旅-隱士飯店面庫克山房 

車程說明：皇后鎮-(280KM)-庫克山國家公園隱士飯店 

早餐後，沿著8號國道前往庫克山國家公園，行車來到全國公路最海拔最高點(971M)◎林地斯隘口，自然景觀絕美！午

餐後行車公園沿◎普卡基湖進入群山環抱的庫克山國家，紐西蘭國寶級隱士飯店飯店深藏在庫克山國家公園中。塔斯曼

冰河就是普卡基湖的上游。普卡基湖，散發著土耳其藍夢幻色彩。到達後與冰河嚮導會合，安排★《冰河船之旅》，由

飯店出發搭乘專用巴士，進入塔斯曼冰河山谷，再由冰河嚮導的帶領下，走到冰河湖前緣，穿上安全裝備，隨後轉搭乘

小船悠遊於寶藍色冰河湖中，接近紐西蘭最大的冰河，欣賞、聆聽冰河融化掉入湖中的奇景及澎湃的聲音，掬一口來自

500年前的清涼冰水，體驗大自然的奇妙，體驗最獨特的旅程! 

延。 

庫克山國家公園位於南阿爾卑斯山脈的東

南部，與西部區國家公園、亞斯派靈山國家

公園，及峽灣國家公園相鄰。境內有近二十

座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以及多達360條的冰

河，其中海拔3,753公尺的庫克山是紐西蘭最

高峰，而長達27公里的塔斯曼冰河則是紐西

蘭最長的冰河。 

 

 

 

 

門票：冰河船冰河之旅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隱士飯店豪華自助餐 

住宿：庫克山隱士飯店-面庫克山房 

第十天 2/24(一)  庫克山國家公園-蒂卡波湖-基督城 

車程說明：庫克山國家公園-(120KM)-蒂卡波湖-(244KM)-基督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83%A8%E5%8D%80%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E%E6%96%AF%E6%B4%BE%E9%9D%88%E5%B1%B1%E5%9C%8B%E5%AE%B6%E5%85%AC%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E%E6%96%AF%E6%B4%BE%E9%9D%88%E5%B1%B1%E5%9C%8B%E5%AE%B6%E5%85%AC%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BD%E7%81%A3%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6%96%AF%E6%9B%BC%E5%86%B0%E6%B2%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6%B2%B3


早餐後（可）安排庫克山◎庫克山谷步道《輕健行》，走在庫克山國家公園幾條著名且規劃完整的步道上，欣賞穿雲峰

山頭皚皚白雪及散佈山頭放射狀的大小冰川，沿途欣賞庫克山及穆勒冰河、冰河湖景觀，跨越吊橋置身有如人間仙境的

美景當中。沿途除了有庫克山峰和周圍群峰美景相伴，春夏兩季青翠的高山草地上還有如庫克山百合等無數美麗的花朵

燦爛相迎。離情依依地離開庫克山國家公園，

來到位於庫克山盆地的◎蒂卡波湖小鎮。蒂卡

波湖夢幻般的色澤會讓您嘆為觀止，安排湖畔

日式餐廳，特選高級冰河水飼養鮭魚、鯛魚、

野鹿、天婦羅日式定食午餐，一邊用餐一邊欣

賞湖景。飯後可在湖邊漫步。隨後來到湖邊◎

好牧羊人教堂，這座教堂由著名建築師于

1935年建造，其設計的哥德式木結構和石結

構建築在紐西蘭獨一無二，從教堂聖壇的窗口

望去，可以看到南阿爾卑斯山最壯觀的景色。 

 

蒂卡波湖（英語：Lake Tekapo）是位於紐

西蘭南島麥肯奇盆地的湖泊，位置與普卡基湖

和奧豪湖大致平行。面積 83 平方千米（32 平方英里），海拔 710 米（2330 英尺）。 

湖水源於其北部的戈德利河，該河源頭位於其北部的南

阿爾卑斯山。蒂卡波湖是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湖邊小

鎮及其南部有許多度假酒店。特卡波湖地區公園則由坎

特伯雷地方政府管轄，位於湖的南岸。 

基督城（英語：Christchurch，又譯克賴斯特徹奇、基

督堂市）是紐西蘭第三大城市和南島第一大城。人口38

萬。基督城的市名是根據「基督堂學院」）而來。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高級日式定食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西式餐 

住宿：Hilton Double Tree  

 

第十一天 2/25(二) 基督城/奧克蘭 NZ522  07:00/08:25  接 奧克蘭/台北 NZ77  10:35/16:55 

今日清晨前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結束美好回憶活力慢遊紐西蘭南島旅程！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中餐：xxx  晚餐：xxx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3%B6_(%E6%96%B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3%B6_(%E6%96%B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5%8D%A1%E5%9F%BA%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5%8D%A1%E5%9F%BA%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8%B1%AA%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8%E5%BE%B7%E5%88%A9%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8E%E7%89%B9%E4%BC%AF%E9%9B%B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8E%E7%89%B9%E4%BC%AF%E9%9B%B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A0%82%E5%AD%A6%E9%99%A2


《費用包含》 

1. 機票：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及機場稅等稅金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配件：行李綁帶(每人 1 條)、轉換插頭(每人 1 個)、行李牌(每人 2 個)、太一旅遊

手冊(每人 1 本) 、太一購物袋(每人 1 個)、全程耳機(每人 1 台)、紐西蘭 SIM 卡(每

人一張)、每日礦泉水(每人一瓶) 

4. 酒水：西式料理皆附酒水(一人一杯為原則) 

5. 保險：5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申根意外保險(包含 300 萬意外險及 150

萬意外醫療) 

6. 小費：全程司機+領隊小費 

《費用不含》 

護照辦理費用、機場接送、行程表上自理餐、私人消費、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

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紐西蘭的旅館一般都無行李員, 需自行提行李, 亦無需放置床頭小費 

《太一承辦窗口》 

公司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承辦業務：劉芳羽(Alice)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Room B, 16F, No. 44, Sec 2, Chung Shan N. Rd. Taipei ,10448, Taiwan 

(10448)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B 室 

 

如需匯款，資訊如下： 

※戶名: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營業部(銀行代號:012)  ※帳號: 200-120 801 030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