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9/4.11.16.21                                          團費：每人／85,800 元起 

        9/30                                                    團費：每人／83,800 元起 

        10/2.9                                                  團費：每人／89,800 元起 

        10/16.23.25                                           團費：每人／87,800 元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簽證費，不含小費、高北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報名送小費】■包含全程司機、領隊、導遊(或領隊兼導遊)小費。(不包括床頭與行李小費)。 

【報名貼心禮】■每一間房贈送乙個紐澳專用轉換插頭，您不需額外準備。(由領隊於機場發送) 

【行程特色】 

 

南島：走進明信片的世界中 

總以為～月曆上或賀卡與明信片中，美麗的風景是虛構的、是刻意美化的，來到南島你會發現，記憶中 

的美景真實呈現眼前，歡迎您與我們一同走進令人讚嘆的絕色美景。 

1.將紐西蘭的純淨盡收眼裏：南阿爾卑斯高山觀景火車。       2.仙蒂鎮：感受淘金鎮當年的繁華，並親手體驗淘金樂趣。 



  

3.冰河步道健行：漫步在冰河區，親近冰河地理奇景，   4.雅芳河上的撐篙船：是另一種美麗與寧靜的體驗。 

感受大自然釋放的能量。 

  

5.讓您快門按不停的美麗，搭乘天際纜車上山，將皇后   6.密佛頌峽灣國家公園遊船：如上帝之手般鬼斧神工的峽灣，  

鎮之美全部收藏。                                    是世界少有的自然奇景。 

  

7.第阿納螢火蟲洞：彷彿置身於星空下的錯覺，令您驚歎大自然的奧妙。 

 



北島：Kia Ora 的熱情 

Kia ora 是毛利語《你好》的意思。只要用這句問候語向紐西蘭人打招呼，無論是毛利人還是白人， 

都會愉快地回應。 

1.五星級愛哥頓牧場：有從剪羊毛到遊園觀光，從狗趕羊到奇異果，紐西蘭在這裡大集合。 

 

2.毛利文化村地熱噴泉。 

 

3.玻里尼西亞養顏美容溫泉浴：羅吐魯阿最盛名之─。 

 

【風味餐食】 

■毛利風味餐＋毛利歌舞表演 ■中式鹿肉風味餐 ■紐式燒烤自助餐■福斯冰河飯店西式套餐■皇后鎮山頂纜車自助餐 ■密佛頌

峽灣遊船自助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銀蕨品質標章(Qualmark)讓您住的放心，行的安心，玩得開心  

■本公司選用紐西蘭飯店，符合紐西蘭 Qualmark 品質認證合格旅館，讓旅客能住的放心。 

■本公司安排紐西蘭旅遊車公司，獲得銀蕨品質標章(Qualmark)，讓您行的安心。 

■ 本公司的紐西蘭代理 Holiday Travel Management Nz Ltd;同樣獲得銀蕨品質標章 

(Qualmark)，讓您玩的開心。 

 



☆什麼是銀蕨品質標章(Qualmark)？ 

當你看到 Qualmark 這個標幟時，便代表著品質保証，你可以放心消費或住宿旅館。Qualmark 是 

紐西蘭觀光局官方評鑑系統的標幟，任何旅館或旅遊相關產業一打上了這個標幟，表示它已通過 

了嚴格的品質評鑑。您可以透過網站查詢相關資訊。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053  台北(桃園)  奧克蘭  23:50  18:00+1  

第九天 CI054  奧克蘭  台北(桃園)  19:30  05:55+1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1 天  桃園澳洲奧克蘭 

今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澳洲，飛往紐西蘭第一大城～《奧克蘭》。

夜宿於機上。 

報名送小費 

■包含全程司機、領隊、導遊(或領隊兼導遊)小費。(不包括床頭與行李小費)。 

報名貼心禮 

■每一間房贈送乙個紐澳專用轉換插頭，您不需額外準備。(由領隊於機場發送)  

貼心叮嚀：為使旅程順遂，並保障參團貴賓的人身財物安全，除有必要者，建議貴賓避免攜帶如珠寶首飾、鉅額現金等貴重物

品出國。另務請貴賓妥善保管並留意自身財物或重要證件(如收藏於隱密處或包裝上鎖)，以免予歹徒宵小有可趁之機；若貴賓

發現自身財物有疑似遭竊遭搶之情況者，請儘速聯繫領隊導遊人員，以便協助報警處理。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夜宿機上 

第2天 奧克蘭天空之塔奧克蘭賭場自助餐廳 

班機於早上抵達澳洲國際機場，稍做停留後，搭機飛往紐西蘭北島第一大城～【奧克蘭】。  

【奧克蘭天空之塔】：全世界 12 高的建築物，搭乘高速電梯，登上高 328 公尺的天空之塔，由瞭望台 360

度的將延伸至東西兩岸的全景盡收眼底。 

奧克蘭賭場自助餐廳，提供著名的海鮮料理及各國美食，飽嚐由廚師為各位貴賓所準備的佳餚。 

 

(早餐) 機上輕食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奧克蘭賭場自助餐廳 

住宿：Auckland City Hotel 或 Crowne Plaza Hotel 或 Sky City Hotel 或 Grand Mercure 或 Langham Hotel 或 同級

旅館 

第3天 奧克蘭(市區觀光)~基督城浪漫英式平底舟基督城(艾須伯頓) 
【奧克蘭】：素有帆船之都美譽，它是紐西蘭北島第一大城，居民達近三分之一的紐西蘭人口，同時也是

一座天然良港，是美洲杯帆船賽的 1999 年和 2003 年的主辦城市。街道沿著死火山口所構成的丘陵地起



伏延伸，街道極富變化性，散發出獨特的魅力。 

【港灣大橋】：全長 1020 公尺，屹立港邊，與各式大大小小的遊艇形成一幅美麗的畫面、遊艇俱樂部、高

級商業區等。帶您遊覽極富盛名的休閒海灘傳教灣 Mission Bay，這美麗的海灣擁有一片白沙灘再加上緊

臨在旁的綠草如茵海濱公園，讓您在此迎著輕拂的海風，伴隨著輕脆的鳥鳴聲享受一下舒服的日光。 

下午前往機場撘乘國內班機，飛往南島花園城市《基督城》。 

【基督城】：素有《花園城市》之稱。它保持了南島優雅而傳統的文化氣質，此地最早的英國移民有計劃

地把城市建設為家鄉的模樣，因此又被稱為《英國以外最像英國的城市》，深具濃厚的古典英國風味，宛

如花園城堡繽紛多彩。 

【英式平底舟】婉蜒流經古典房舍的雅芳河，雅芳河綿延流經基督城市內，在橋兩旁的垂柳、野鴨、花園

及別具風格的建築，是基督城內最浪漫的風景；安排貴賓乘坐平底舟在雅芳河中滑行，欣賞兩岸白楊成蔭，

百花綻放的景緻，實為人生一大享受。 

 
(早餐) 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中式或西式料理 (晚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Hotel Ashburton 或 Chateau On The Park 或 Garden Hotel 或 The Elms Hotel 或 Ibis Christchurch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基督城(高山觀景火車)亞瑟隘口國家公園仙蒂鎮(淘金之旅)福斯冰河(冰河奇景之旅) 

搭乘【世界級南阿爾卑斯山高山觀景火車】：穿越一望無際的坎特伯里平原後經亞瑟隘口國家公園 Arthru's 

Pass，沿途瀏覽連起伏的高山峽谷，壯麗雄偉的自然景觀，這是紐西蘭風景最美、最值觀賞的一段高山觀

景火車。高山火車從紐西蘭的一個海岸到另一個海岸，沿途觀賞如同油畫般美麗的自然風光，在旅途中遊

客可以見到坎特伯里的平原和大片農地，還有引人入勝，景觀秀麗的山峽和河流。一路上的風景美倫美幻，

讓人陶醉其中。仿佛置身於其中，又仿佛像童話故事中，乘坐著通往夢想王國的彩虹快車，眼前的這一切

仿佛是夢幻，因為景色實在美好地不像凡間，但這一切卻真實地展現在您的眼前了。乘坐在高山火車上，

一路上享有欣賞著美景的愉快心情就到達目的地，心情與時間的完美協調，還有什麼比在高山火車上的愉

悅更讓人愜意呢！ 

淘金小鎮～【仙蒂鎮】：親身體驗淘金的樂趣及 19 世紀淘金時期的文物，並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於原始森林

中享受大自然的森林浴。 

【冰河遺跡健行】：冰河時代的遺跡從南阿爾卑斯山的遼闊雪地，流瀉至海拔三百公尺的深谷中。全世界

沒有一個溫帶地區有如此容易到達的冰河奇景。今天帶您觀賞聞名全球的福斯冰河雄渾之美，從南阿爾卑

斯山西側遙望塔斯曼山及庫克山，左邊福斯冰河如瀑布般自南阿爾卑斯山上直而下，離海岸邊公路僅數公

里之遙，令駐足欣賞的旅客興喜若狂；並安排最佳參觀福斯冰河之健行步道，直達福斯冰河之冰舌地區。 

這冰河知性之旅不分男女老少皆可參加，夏天偶爾可見到冰塊墜落時產生的巨響與震撼，冬天白雪繽紛一

片，彷彿已走在冰河上，感受到冰河的脈動一般，令人驚喜連連；冰河的流動速度相當的緩慢，平均一天

只能移動約 40 公分左右，但有些時候一天冰河可以移動約 5 公尺，由於冰河源頭的山上不斷的下雪，多

餘的雪就會累積到冰河之中，並推擠冰河裡面的冰，造成冰河的移動，並形成這一種很特殊的冰河景觀。 

註 1：遇天候或住宿飯店區域之因素，則改走法蘭茲約瑟夫冰河或改馬松森湖。 

註 2：遇福斯冰河滿房，今晚則改住哈斯特。 

 



(早餐) 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西式套餐 或 淘金鎮風味餐 (晚餐) 旅館內歐陸式西式套餐 

住宿：Heartland Fox Glacier 或 Haast Heritage 或 Beachfront Hotel Hokitika 或 Hotel Hari Hari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福斯冰河瓦納卡克倫威爾皇后鎮(天際纜車+自助餐) 

【瓦納卡湖】：紐西蘭第四大湖，晶瑩剔透的湖水反映出艾斯派林山國家公園世界遺產保護區中那些白雪

皚皚的山峰，其中最雄偉的就是艾斯派林山，它矗立在一片由冰河雕琢而極為壯觀的原野上，兩湖湖水顏

色變化多端：寶藍色、祖母綠、甚至還有蛋白石色，原來湖水融和了冰河融化的水，而冰河流動時壓碎石

頭產生的灰色粉末，便成了湖水的調色顏料。 

【克倫威爾】：曾是一個產金量十分豐富小鎮，如今成為紐西蘭的水果重鎮。 

【瓦卡蒂波湖】：皇后鎮最美的特色，湖長 84 公里，配合著皇后鎮獨一無二的景色和氣候，湖光山色、美

景天成。晚上沿著湖邊，當路燈盞盞亮起時，旅客在此寧靜的湖邊悠哉地享受著紐西蘭皇后鎮最悠閒的時

光。湖面每 6 分鐘漲落一次是瓦卡蒂波湖最大的特色，落差平均都在 7 公分以上，雖然科學家認為這是

因為皇后鎮附近山脈引起風壓所造成的效果，可是毛利人則浪漫的相信自己民間故事的傳說！ 

搭乘天際纜車登上皇后鎮的最高點～【鮑伯峰】，享用浪漫的西式自助餐。此地是觀賞皇后鎮壯闊美景的

最佳方法！纜車以海平面 45 度仰角的方式建成，搭上纜車後，以極快的速度離開地面；此時，可能因眼

前的美麗景色而忘記恐懼！登上山頂後， 220 度廣角的眺望台，是您遠眺南阿爾卑斯山雪景與湖面最佳

地點，壯觀天成的風光，一定能讓您的相機閃個不停。 建議自費：紐幣約 195~240 元 

【高空彈跳 BUNGY JUMP】：歡迎到高空彈跳的發源地來，體驗這種被稱為《最快的個人成長經驗》的

活動！在 1980 年代,紐西蘭的企業家海克特和艾希首創了世界第一個商業化的高空彈跳事業～皇后鎮的

Kawarau Bridge，43 米高的彈跳場，在等待倒數計時的剎那，耳邊的風聲與掌聲，將終日不絕！如果您

膽怯害怕，也別吝嗇給這些有勇氣的人，來點掌聲。 

 
(早餐) 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飯店內紐式自助餐 (晚餐) 山頂纜車+自助餐 

住宿：Copthorne 或  Double Tree by Hilton Queenstown 或  Copthorne Lakeview Apartment 或  Heritage 

Queenstown 或 Rydges Lakeland Resort Queen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皇后鎮密佛頌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驚奇之旅 
【密佛頌峽灣國家公園】：位於紐西蘭南島西南端的密佛頌峽灣國家公園，是風景區中規模最大的峽灣景

觀，同時也是最完美地保存了紐西蘭自然景觀的一處峽灣，更為世界排名第五的峽灣國家公園。公園內景

色壯麗秀緻，有著名的鏡湖、河馬隧道、千瀑之谷等景點，並於 1990 年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

產之一。 

【峽灣遊船海上巡航】：200 萬年前，幾千米厚的巨大冰川移走後留下幽深的峽谷，灌入海水形成今天的

峽灣。Sound 意思是很深的峽灣。峽灣兩岸是陡峭的岩壁，無數條瀑布掛在峭壁上，像天河一樣飛瀉下來

直入大海，其中最大的波文瀑布落差達 165 公尺。於巡弋行程中您還有機會可觀賞特有的寒帶動物：如海

豹、海豚等。此外，前往【密佛頌峽灣】的路被人稱為全世界風景最好的高地公路之一，風景壯麗，有《世

界最佳地理教室》之稱。註：峽灣國家公園及海上巡航，如因氣候及路況而無法進入，行程將安排改為皇后鎮 TSS 

EARNSLOW 遊湖+瓦特峰高原牧場活動或退費紐幣 35 元/每人。 

【第阿納螢火蟲洞】：別具魅力的渡假城鎮第阿納，是探訪螢火蟲洞的最佳基地。與北島鐘乳石洞不同之

處，是因地下水源充沛且不斷變化中，故為一個活性鐘乳石洞。當然，這段奇特的地下探險之旅，搭乘著

小船，無聲無息的滑入自然天成的地下河中，於一片靜謐中欣賞螢火蟲所構築的滿空爍藍，令人屏息感動，

更多，也更美。註：螢火蟲洞如因水位及氣候關係而無法進入，行程將安排改為北島威吐摩螢火蟲洞或退費紐幣 35 元/每人。 



 
(早餐) 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峽灣遊船自助餐 (晚餐) 中式料理(含龍蝦)七菜一湯 

住宿：Kingsgate Hotel 或 Distinction Luxmore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第阿納蒂卡波湖庫克山國家公園風景區基督城(艾斯伯頓) 

【蒂卡波湖】：這個上帝焠煉出來的藍色寶石，陽光閃耀的灑落在湖面，湖畔一個用石頭砌成的牧羊人教

堂，這時你將會讚美造物主，創造出來的美麗奇蹟！不管川流不息的觀光客驚嘆、拍照、離開，又來一批

觀光客驚嘆、拍照、離開！適逢夏季還可觀賞到以七彩繽紛的魯冰花為背景，將湛藍的蒂卡波湖美景，襯

托更為亮眼！ 

【庫克山國家公園風景區】：有《南半球阿爾卑斯山》之稱，是海拔最高的國家公園。主峰庫克山，毛利

人稱其為《歐拉奇》，即《穿雲錐》之意；高達三千七百多公尺，面積十七萬三千英畝，聳立於庫克山國

家公園為白雲所圍繞的群山之間。長年積雪、山勢挺拔，在公路上開車，漸漸接近庫克山群時，就可以感

受到大山壓境的震懾感，公園內危岸陡壁，景觀特殊，高山湖泊之間，由奶油般的運河連接而成，運用於

水利發電的技術。傍晚抵達花園城市基督城。 

 
(早餐) 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飯店內紐式燒烤自助餐 或 西式料理 (晚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Hotel Ashburton 或 Chateau On The Park 或 Ibis Christchurch Hotel 或 Sudima Christchurch Airport 或 

The Elms Hotel 或 Garden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基督城(艾斯伯頓)~奧克蘭羅吐魯阿(溫泉度假城) 毛利文化村波里尼西亞溫
泉浴羅吐魯阿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北到第一大城～【奧克蘭】。 

抵後，專車前往毛利族聚居地～羅吐魯阿。位於紐西蘭北島中部的城市，座落於羅吐魯阿湖南岸，Roto

在毛利語里意為《湖》，Rua 意為《第二》，也是北島第二大湖～羅吐魯阿湖的所在地。每年有超過七十萬

左右遊客到訪。 

【羅吐魯阿】：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出奇的平靜的地區，但在寧靜的風景下，有著劇烈的地熱活動，使得這

裡從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開始，觀光客始終絡繹不絕！這座城市至今仍是紐西蘭中部毛利人最集中的地

方，也是毛利文化的熱門據點。毛利文化是羅吐魯阿，也是紐西蘭原住民文化重頭戲，毛利人融合傳統儀

式、語言，利用歌聲及表演活動，讓旅客了解其民族性及文化。 

【毛利文化村】是著名的旅遊景點 Te Puia，以部落裡的幾個地熱噴泉而名。獨有的毛利文化，一直被來

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所喜愛，其中 Pohutu 噴泉向空中射出高達 30 米的熱水柱所嚇著，這就是世界著名的

間歇噴泉。除此，矽石台地、沸騰的泥漿及獨特的植被，都不容你錯過，園區內還有紐西蘭國寶～奇異鳥。 

今晚安排道地的毛利傳統風味餐 Hangi，加上融合民族樂器、當毛利戰士舞動強壯臂膀跳著傳統戰舞

HAKA，高聲吶喊訴說毛利傳統故事，迎接遠道而來的嘉賓們，搭配道地紐式餐點。想要更盡興嗎？別忘

了上台同樂喔！ 

今日安排著名的《玻里尼西亞溫泉浴》，除去一天的疲勞。註：敬請貴賓自備泳衣、泳帽。 



 
(早餐) 飯店自助餐 (午餐) 西式自助餐 或 韓式料理 (晚餐) 毛利風味餐+傳統舞蹈 

住宿：Millennium Rotorua 或 Sudima Lake Rotorua 或 Holiday Inn Rotorua 或 同級旅館 

第 9 天 羅吐魯阿愛哥頓牧場奧克蘭澳洲桃園 
【愛哥頓牧場】是羅吐魯阿的五星景點，羅吐魯地區是紐西蘭農產品出口的重鎮之一。在愛哥頓牧場參與

一系列活動，館內有全世界 19 種各類訓練有素的羊隻，在此觀賞精彩的剪羊毛秀及乖巧的牧羊犬趕羊表

演，一連串有趣的活動等著您的造訪。隨後，搭乘觀光農車參加農車遊牧場之活動參觀奇異果園、牛羊群

和可愛羊駝。品嚐橄欖葉茶、蜂蜜等系列活動。 

【羊毛被製造工廠】，讓您親身參觀體驗其專業的製造過程，也可於此購買到期物美價廉的產品。 

午後返回奧克蘭前往機場，經澳洲返回台灣。 

 
(早餐) 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中式鹿肉風味餐 (晚餐) 機上輕食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0 天 桃園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結束愉快又充實的紐西蘭之旅。 

(早餐) 機上輕食 (午餐) XXX  (晚餐) XXX 

住宿：甜蜜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

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

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

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

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Ｂ.簽證： 
駐台北的紐西蘭商工辦事處公佈自 2009 年 11 月 30 日起，持台灣護照停留紐西蘭短於三個月者，其目的
為旅遊、洽商、探親、或就讀 3 個月以下的課程，將不再需要辦理簽證。 護照效期(自離境紐西蘭日期)
算起，需有六個月以上的有效期限。 持台灣護照者若欲以免簽證方式入境紐西蘭，必須在台灣有永久居
留權，台灣護照上必有註記身分證字號，同時抵達紐西蘭時必須符合紐西蘭海關標準簽證的入境要求。包
括健康以及品性良好、出示旅遊機票或是後續行程的安排、居留紐西蘭期間生活費用或贊助資金的證明。 
若個人曾經紐西蘭簽證被拒絕過，有可能入關會被遣返，報名時請務必告知，否則遣返產生之費用由旅客



自行負責。 以下類別仍須申請觀光簽證： 
1.未取得永久居留權者 
2.未註記身分證字號之台灣護照，仍必須申請觀光簽證方可入境紐西蘭 
3.欲於紐西蘭停留超過三個月者  

4.學生簽證或工作簽證持有人之配偶或子女  
本行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您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
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相關資訊請查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自  費  活  動 :  

地點 
行程

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皇后

鎮 

噴射

快脡 

1.需視當地天候狀況及最低人數限制操作，依當地公告為主。 

活動時間： 約３５～４５ 

報名方式： 當地 

費用包含： 含基本裝備：雨衣．救生衣 

特別說明： 紐西蘭自費活動價格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以當地旅行社價格為主。 

營業時間： 需視當地天候狀況及最低人數限制操作，依當地公告為主。 
 

幣別：紐幣 

大人：約$109 

小孩：約$49 

皇后

鎮 

高空

彈跳 

需視當地天候狀況及最低人數限制操作，依當地公告為主。 

活動時間： 當地 

報名方式： 當地 

費用包含： 僅含彈跳費用;若要外加 T 恤 & 錄影帶 & 照片,則請於當地看掛牌價。 

特別說明： 紐西蘭自費活動價格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以當地旅行社價格為主。 

營業時間： 需視當地天候狀況及最低人數限制操作，依當地公告為主。 
 

幣別：紐幣 

大人：約$220 

小孩： 

福斯

冰河 

直昇

機 

1.搭乘６～９人直昇機。 2.俯瞰有南阿爾卑斯山之稱的冰山。 3.福斯冰河觀賞美麗狀觀的自

然景觀。 4.需視當地天候狀況及最低人數限制操作，依當地公告為主。 

活動時間： 約 30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 

費用包含： 依當地公佈為準 

特別說明： 紐西蘭自費活動價格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以當地旅行社價格為主。 

營業時間： 需視當地天候狀況及最低人數限制操作，依當地公告為主。 
 

幣別：紐幣 

大人：約$330 

小孩：約$250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本行程已含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不包括床頭與行李小費) 電話費、洗衣費、房間內之食物，各服務人員的

小費敬請自理。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7.17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