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天新西蘭 
『湖光山色、美酒佳釀、悠遊遠足』之旅 
暢遊：皇后鎮、博士峰、庫克山、蒂卡波湖、基督城、皮克頓、凱庫拉
 
『閃亮推介』 
『博士峰』皇后鎮地標 

乘天際纜車到達博士峰，並於山上享用 Skyline 山頂餐廳自助晚餐， 

一覽皇后鎮美景。 

『醉美皇后鎮』各適其適 

皇后鎮時間充裕，讓你各適其適，訪尋各自所愛。 

『庫克山』健行徑 Hooker Valley Track 

新西蘭最美健行徑之一，全程約 3-4 小時、難度適中，最佳方式探索庫克山 

『凱庫拉觀鯨』與鯨同樂 

乘坐雙體船前往鯨魚最常出沒的地帶，欣賞不同種類的鯨魚的美態。 

『皮克頓 Cloudy Bay 酒莊』淺嘗佳釀 

新西蘭葡萄酒世界知名，安排參觀酒莊之餘更會淺嘗美酒。 

『庫克海峽』渡輪橫跨海峽 

由皮克頓前往威靈頓，經過壯麗峽灣沿途風光如畫，被譽為世上最美輪渡。 

 

『極致享受』 

乘坐新西蘭航空直航往返，休閒快捷。 

安排於皇后鎮及皮克頓連續住宿 2 晚，份外舒適。 

搭乘海鮮巡遊船欣賞峽灣風景及品嚐美食佳釀，另一種享受 

 
『精選美饌』 

皇后鎮   ~ 博士峰山頂自助晚餐 

皮克頓   ~ 遊船三文魚及貝類海鮮配葡萄酒 

全程中式晚餐安排八菜一湯 
 
 

Tour Code: ANWA09 

 

新西蘭 

蒂卡波湖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適用於 20 年 1 月 23 日(年廿九) 



第 1 天 香港 皇后鎮                                      
Hong Kong  Queenstown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國泰航空經奧克蘭飛往皇后鎮。 

第 2 天 皇后鎮~博士峰登山纜車~山頂餐廳自助晚餐                                                   
Queenstown ~ Skyline Gondola Ride ~ Buffet dinner                                                  
航機抵達皇后鎮後，乘坐登山纜車前往博士峰，皇后鎮優美景
色一覽無遺，享受美景同時，並於山頂餐廳享用自助晚餐。 
博士峰登山纜車：搭乘天際纜車前往博士峰，沿途俯瞰皇
后鎮如畫風光，並於著名觀景餐廳享用自助晚餐。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皇后鎮 ~自由活動                                               
Queenstown~Free At Leisure                                                     
是日全日自由活動。  
I皇后鎮 : 位於南島的西南部，整個城市被當地第三大湖泊
–瓦卡蒂波湖的法蘭克敦灣包圍尤如仙境一樣。 
是日可安排美福峽灣之旅。 
：Millennium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皇后鎮~克倫威爾~庫克山~Hooker Valley 健行徑                                                            
Queenstown~Cromwell~Mt Cook~Hooker Valley Track             
午餐後，將會步行庫克山著名Hooker Valley健行徑沿路風光
如畫且難度不高，被譽為新西蘭最值得走畢的健行徑。 
*健行徑原路往返全程10公里步行約3-4小時。小童4歲以上及有自主行走能力* 

I庫克山國家公園：新西蘭最高峰及著名的塔斯曼冰河所在
地，被稱為「南半球的阿爾卑斯山」，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Mackenzie Country Hotel Twizel 或同級 
第 5 天庫克山~蒂卡波湖~牧羊人教堂~阿斯伯頓~基督城                                    
Mount Cook ~ Lake Tekapo ~ Church of the Good       
Sherpherd ~Ashburton ~ Christchurch                  
早餐後，遊覽蒂卡波湖。遊畢途經阿斯伯頓，前往基督城。
I蒂卡波湖：湖水含有特殊礦物質成分，經陽光照射下，湖
水映射出醉人的碧藍色。 
I牧羊人教堂：聳立在湖畔的小石屋，教堂由石塊搭建而成，
傳奇色彩與優美景色，每年吸引不少愛侶到此舉行婚禮。 
I阿斯伯頓、基督城 
：Sudima Hotel Christchurch Airport 或同級 

第 6 天 基督城~凱庫拉~觀鯨之旅~布蘭尼姆~皮克頓                   
Christchurch ~ Kaikoura ~ Whale Watching boat~                                                 
Blenheim ~ Picton                                              
早餐後，前往凱庫拉進行觀鯨之旅，及後前往皮克頓。 
觀鯨之旅：由於凱庫拉水域的獨特地理位置，有利鯨魚棲
息，令凱庫拉成為新西蘭最佳觀賞鯨魚之地。由多位極具經
驗的領航員帶領下，欣賞不同種類的鯨魚的美態。 
(註：基於安全條例，3歲或以下小童不能參加觀鯨之旅，如遇上惡劣天氣或不能

控制之因素，本公司將取消觀鯨之行程並退回相關費用，敬請留意。) 

I皮克頓：毛利語為“Waitohi”，亦被解釋為『受保護的
水域』。是新西蘭南島的重要港口。 
：Scenic Hotel Marlborough Blenheim 或同級 

第 7 天 皮克頓~皮克頓海濱~海鮮巡遊船(共乘形式)~馬爾堡 

~布蘭尼姆~雲霧之灣酒莊~品嚐葡萄酒                                                          
Picton ~ Picton Marina ~ Jingcai Seafood Cruise         
~ Marlborough ~Blenheim ~ Cloudy Bay Winery ~        
Wine Tasting                                                         
早餐後，步行前往皮克頓海濱，乘坐遊船展開美食之旅。及
後將到新西蘭最著名之一的酒莊-雲霧之灣酒莊參觀品酒。 
海鮮巡遊船：從皮克頓（Picton）碼頭出發，航行於秀美
的峽灣中飽覽峽灣風光，搭配著清新的長相思葡萄酒，品嘗
頂級餐廳中才會見到的帝王三文魚和鮮美多汁的青口貝！ 
探訪瑪律堡峽灣裡的海鮮養殖場，用相機捕捉慵懶的海豹，
親手飼喂野生魚類，還有可能邂逅珍貴的海豚和企鵝；在遍
佈原始森林的鳥類保護區中愜意地徒步，遙望庫克海峽和北
島風光，瞭解紐西蘭特有植物。 

雲霧之灣酒莊：酒莊於1985建立，位於新西蘭南島最北端，
亦是新西蘭國內最大的葡萄產區。由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加
上悉心栽培，令雲霧之灣出產的葡萄酒成為量少質佳的精品。
全球最有名的白葡萄酒亦出產於此地。 
： Scenic Hotel Marlborough Blenheim 或同級 
第 8 天 皮克頓~渡輪~威靈頓~乘坐百年纜車~國立博物館                                                   
Picton~Ferry~Cable Car-TePapa Museum                           
早餐後，乘坐渡輪前往新西蘭首都威靈頓，並搭坐有百年歷
史的威靈頓電車，及參觀國立博物館。 
I威靈頓：新西蘭首都，亦是國內第二大城市，更是全世界
最南的首都。 
：James Cook Hotel Grand Chancellor 或同級 
第 9 天 威靈頓基督城香港                                                    
Wellington Christchurch  Hong Kong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坐國泰航空飛返香港。航機於同日安抵
香港。旅程於此完滿結束！ 

 Day 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 7 Day 8 Day 9 

早 -- 自理/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餐盒 

午 -- 自理/航機上 自理 當地餐廳 
中式餐廳 

8 餸 1 湯 
當地餐廳 

遊船三文魚及貝

類海鮮配葡萄酒 
當地餐廳 航機上 

晚 
自理/航機上 

Skyline 山頂 

餐廳自助餐 
自理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中式餐廳 

8餸1湯 
--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AUS19-017-1022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