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西蘭 南北島精華 13 天  桃園直飛 

旅遊日期:2020 年 4 月 23 日(週四)至 5 月 5 日(週二)   

    

航班時間 

天數 出發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航時間 

第 1 天去程 桃園 奧克蘭 紐西蘭 NZ 78 18:30 09:20+1 10 小時 50 分 

第 2 天去程 奧克蘭 基督城 紐西蘭 NZ 543 13:00 14:25 約 1 小時 25 分 

第 11 天回程 基督城 奧克蘭 紐西蘭 NZ 540 11:30 12:55 1 小時 20 分 

第 13 天回程 奧克蘭 桃園 紐西蘭 NZ 77 09:45 17:00 10 小時 

 
 

【行程特色】 

※【跟著導演去旅行】JASON親自採線，精心規劃，南島精華全覽一次拍好拍

滿。 

※Tranz Alpine阿爾卑斯號火車: 沿途欣賞壯闊高山峽谷、草原、河流湖泊。 

※基督城雅芳河撐篙。 

※漫步 Lake Matheson馬松森湖—紐西蘭所有湖泊中票選最有靈氣的湖泊。 

※入住瓦納卡水岸度假村 Edgewater Resort兩晚，休閒漫步湖邊步道、金色燦

爛公園。 

※第阿納湖－螢火蟲洞之旅 Te Anau Caves。 

※入住米爾布魯克度假村兩晚:美國總統柯林頓指定入住的高級渡假酒店。 

※皇后鎮搭乘登山纜車 Skyline Gondola，在山頂餐廳平台，居高臨下欣賞皇后

鎮醉人美景，並享用享用紐西蘭式自助餐，品嘗以當地食材為主的紐式風格特



色餐。 

※搭乘觀光遊船巡遊米佛峽灣，欣賞從海平面拔地而起高聳山崖。在皇后鎮搭

乘百年古董蒸汽船厄恩斯羅號 TSS Earnslaw 遊瓦卡蒂普湖。 

※虎克山谷步道健行:步道沿途風景秀麗，欣賞常年積雪的綿延雪山，飽覽群山

環繞的壯闊景緻。(山谷步道來回約三小時，或可選擇走隱士飯店旁景觀步道，) 

※參觀毛利文化村，品嚐毛利 Hangi 風味餐，觀賞(毛利歌舞秀)，體驗毛利人

能歌善舞的熱情文化。 

※精選美食饗宴: 早餐享用飯店內自助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霍奇蒂卡享用旅

館內海景午餐、米佛峽灣遊艇上自助餐、皇后鎮天際纜車豪華海鮮自助餐、西

式套餐或西式自助餐、西式自助燒烤牛排餐、毛利風味自助餐、天空塔 52樓

旋轉餐廳西式套餐，毛利 Hangi 風味餐。 

※入住隱士飯店 面庫克山高級房，瓦納卡水岸湖濱

飯店面湖套房 

※安排用車堅持採用歐洲製氣墊式高級遊覽車:乘坐

舒適，遊覽車為 4-5星級歐洲製高級遊覽車， 20個

人以下提供 33-38座的遊覽車，20人以上提供 40-

49座以上的遊覽車。請參考附圖遊覽車照片。 

※全程無進購物站、無車購，盡情享受旅遊時光。 

 
第 1 天 4/23 桃園直飛奧克蘭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NZ 78  18:30 客機飛往紐西蘭，夜宿機上，隔天

早晨 09:20 抵達紐西蘭第一大城『奧克蘭』。 優先選擇搭乘紐西蘭航空是唯一

由台灣直飛紐西蘭的航空公司，於《CondéNastTraveler》的讀者投票 中，獲選

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並連續五年從產品、服務、理念、文化和安全等各

項指 數中被 AirlineRatings.com 評選為年度最佳航空公司。 

第 2 天 4/24 基督城雅芳河撐篙(若飛機晚到，改 5 月 2 日)， 

基督城市區觀光。 

早晨抵達奧克蘭續轉機前往南島第一大城『基督城』。『 基督城』是紐西蘭最

具英倫風格的城市，素有「花園 城市」美譽。市區風景幽靜雅緻，家家戶戶植

花蒔草 ，其迷人的英格蘭文化及巧妙的花園設計，令人流連 忘返。 

◎雅芳河 蜿蜒貫穿夢娜維爾花園及市區，河畔綠草如茵、楊柳垂堤，景色宜人。 

早餐: 機上  午餐: 因航班關係發餐費紐幣 15 元(可在機場買簡餐), 晚餐: 中式合菜 

1 旅館: Crowne Plaza (4.5 star)皇冠假日酒店 https://reurl.cc/YlZVja 



 
第 3 天 4/25 基督城－Tranz Alpine 觀景火車之旅(2 小時 40 分)－亞瑟隘口國家

公園－(100KM，1.5hrs)－西海岸藝術小鎮 Hokitika 霍奇蒂卡－(157KM，2hrs)－

漫步 Lake Matheson 馬松森湖自行健行(約 1-2 小時) 

 
★◎【Tranz Alpine 阿爾卑斯號火車】 

紐西蘭聞名世界的觀景火車之一，現由紐西蘭國營鐵道公司 Kiwi Rail 經營。東

起基督城的市區，西至紐西蘭南島西岸第一大城格雷矛斯。火車鐵道橫貫南阿

爾卑斯山，早晨從基督城出發，穿越南島農業重鎮坎特伯里沖積平原和遼闊的

紐西蘭鄉間牧場景致後抵達南阿爾卑斯山麓，隨後列車進入懷馬卡里

Waimakariri 河谷，此時絕佳的自然美景隨著火車的行進不斷的變換，沿途經過

的高山峽谷和隧道，您可以靜坐在車廂欣賞風景或到車廂間的開放空間捕捉火

車行進間的美景。兩個多小時後抵達紐西蘭重要野生動物棲息地亞瑟隘口國家

公園 Arthurs Pass National Park。抵達車站後我們將轉乘專車，行經亞瑟隘口國

家公園的 Otira 歐蒂拉山峽谷前往南島西岸。 

※若遇鐵道保養或氣候因素或天災或客滿每人將退費 NZD$60，並改為前往納尼

亞傳奇最後戰役的巨石群參觀。 

 
★◎【南島西海岸藝術小鎮 Hokitika 霍奇蒂卡】 

自 1860 年代的淘金熱時期曾經是熱鬧又繁榮的海濱小鎮，現在是紐西蘭特有玉

石普納姆 Pounamu 綠寶石的加工製造中心，又有紐西蘭手工藝術中心的美稱。

充滿 19 世紀古典建築物的小鎮街道上處處皆是手工藝品小店，有玻璃藝術品，

玉石和鮑魚貝殼和骨器加工裝飾品店，在小鎮上您也許會發現從不起眼的小飾

品到令人驚豔的藝術品，道地的紐西蘭手工藝值得您去品味。 

【有別於市場上的淘金鎮的午餐，我們為您特別安排在 Hokitika 霍奇蒂卡享用

旅館內海景午餐，體驗一下紐西蘭歷史小鎮的悠閒氣氛】。 

★◎【南島 West Coast 西海岸６號公路】公路的一邊是紐澳之間的塔斯曼海一

邊是南阿爾卑斯山，一條充滿原始自然美景和純樸的紐西蘭鄉間美景。串聯路

途中的大城小鎮，經過冰河區的 Tai Poutini 

 National Park 泰普提尼國家公園和 Mt.Aspiring National Park 亞斯比靈山國家公

園後直達南島明珠 Lake Wanaka 瓦納卡湖。整個紐西蘭南島西岸人口不到四萬，

人煙希少和處處是原始自然美景是最大特色，從西岸國家公園區一直延伸至西

南邊的世界自然遺產區蒂瓦希普納姆 Te Wahipounamu–South West New Zealand

相聯接。 



 
漫步 Lake Matheson 馬松森湖—紐西蘭所有湖泊中票選最有靈氣的湖泊，天氣

晴朗時，湖面倒映出紐西蘭的最高峰——奧拉基山（Aoraki）又稱庫克山和塔斯

曼山（Mount Tasman）的倒影，美不勝收。 

 
2 旅館：早餐 午餐 ：旅館內精緻午餐,    晚餐：旅館西式套餐或西式自助餐 

旅館: Heartland Hotel Glacier Country (3.5 star) 西岸冰河福克斯酒店  

https://reurl.cc/oDOrrj 
 
自費項目: 

※您也可以利用今日下午或隔日清晨時間自費搭乘直昇機直達冰河的源頭，在

終年積雪的山上以不同角度觀賞冰河奇景。 

(**搭乘直昇機需提前預約，依當時氣候條件決定是否飛行，費用請參考行程下

方的自費活動表) 

 
第 4 天 4/26 國家公園冰河區－(1hr32m 121k)哈斯特 Haast－亞斯比靈山國家公

園--(3hr 144k)瓦納卡湖 Lake Wanaka 

★◎【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 Mt. Aspiring National Park 與●哈斯特 Haast】 

專車沿著西海岸６號路前進，沿途欣賞西海岸地區的原始奇異自然美景，中午

時分接近亞斯比靈國家公園的哈斯特 Haast 小鎮，午餐後沿著景觀壯麗的 Haast 

River 哈斯特河谷和人煙罕至的亞斯比靈國家公園前往紐西蘭渡假勝地皇后鎮。

進入馬卡羅拉 Makarora 河谷後大片放牧的農場景觀就在公路的兩旁，隨後經過

兩座紐西蘭南島的重要蓄水湖泊，瓦納卡湖 Lake Wanaka 和哈威亞湖 Lake 

Hawea，沿著湖岸是牛羊成群的草原牧場，遠處的高山和碧藍的湖水交織出紐

西蘭南島最美的一景。 

 

 



早餐 ：旅館, 午餐 ：旅館內西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3 旅館: 水岸湖濱渡假村面湖套房 Edgewater Resort one bed room suite (4.5 star) 

https://reurl.cc/zymXo6 

(特別安排瓦納卡停留 2 晚，優閒渡假) 

 
第 5 天 4/27 瓦納卡湖 Lake Wanaka  (按照紐西蘭法律，今天司

機不能開車) 

早餐 ：旅館,  午餐：旅館西式餐,  晚餐：旅館西式套餐 

4 旅館: 水岸湖濱渡假村 Edgewater Resort 面湖套房 

★◎瓦納卡水岸度假村 Edgewater Resort 此飯店於全球知名旅遊

評價網 tripadvisor，多年獲得 卓越獎，旅客滿意度甚高，是體驗

瓦納卡四季美景的 絕佳住宿點。湖畔柳樹垂蔭，白楊木隨季節變

換色彩 ，待在房內也能坐擁湖光山色。 

 
瓦納卡 瓦納卡氣候乾燥少雨，陽光充足，是紐西蘭 著名的度假

勝地，也是進行戶外活動的最佳 地點之一。今日您可睡到自然醒，

或自行前 往湖邊、步道或鎮上悠閒散步。 

 
自費項目: 

★自費選擇乘坐越野四輪傳動車淘金之旅，跋山涉水，穿梭在顛簸的山路上，

探索《魔戒》拍攝場景、在箭河體驗淘金樂趣。 

 
 

 
 
第 6 天 4/28 瓦納卡湖 Lake Wanaka－(43m 56k)克倫威爾水果鎮 Cromwell－第

阿納湖 Lake Te Anau(2hr50m 231k)螢火蟲洞之旅 Te Anau Caves 

★◎【中央奧塔哥地區 Central Otago】 

有著紐西蘭的精緻農業和觀光勝地的特別美稱。當地的特殊氣候條件和土壤水

文孕育出絕佳的紐西蘭精緻農業，沿著人工水壩 Lake Dunstan 丹斯坦湖公路兩

側的水果園和整齊的葡萄園直達●水果小鎮 Cromwell 克倫威爾，您可以在水果

店購買紐西蘭新鮮水果和水果加工製品。 

 

 

 

 



 

 

★◎【第阿納螢火蟲洞－Te Anau Caves－藍光螢火蟲 Tetewae】 

第阿納小鎮因螢火蟲洞(TE ANAU CAVE)和進入峽灣(FIORD LAND)地區的門戶而聞

名，是探訪螢火蟲洞和峽灣國家公園的最佳基地。第阿納湖(Lake Te Anau)是紐

西蘭第二大湖，南半球最大的冰川湖，長約 61 公里 ，最寬處約 9.7 公里 ，面

積約 344 平方公里，最深處 276 公尺 ，主體湖呈南北走向，三條峽灣向手臂一

樣往西伸展，第阿納(Te Anau)位於湖岸東南，是進出米佛峽灣(Milford Sound)及

峽灣國家公園(Fiordland National Park)必經之地，小鎮湖光山色秀麗，街道花草

繽紛，屋舍簡潔明亮，散發出迷人風采。T 今日搭乘遊艇前往西岸的螢火蟲洞。

一直流傳在毛利部落之間的傳說中的洞穴，在 1948 年重新被發現，長達兩百多

公尺的洞穴是由山頂上的湖水穿蝕出地下河流日積月累沖刷造成的。船抵達岸

邊後分批進入洞穴中欣賞紐西蘭特有的藍光螢火蟲 Tetewae（蕈蚊的幼蟲），

閃爍著藍光的幼蟲在黑暗的洞穴中，彷彿星空銀河般奇妙靜謐的令人感動。(第

阿納螢火蟲洞基於安全考量，需滿２歲以上才能參觀，敬請見諒!)；(如因氣候

因素無法參觀螢火蟲洞則每人退費 35-NZD)。 

 
早餐 ：旅館,   午餐 ：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旅館西式套餐 

5 旅館: Distinction Hotel Luxmore (4 star) https://reurl.cc/A1GDad 

 
第 7 天 4/29 第阿納湖－(287KM，4.5hrs)－世界自然遺產～Milford Sound 米佛

峽灣遊船－皇后鎮 

★◎米佛峽灣自然保護區(UNESCO*1986) 沿著米佛景觀大道前往舉世聞名的米佛

峽灣，行經◎鏡湖、◎荷馬隧道，沿途景色優美。接著搭乘觀光遊船巡遊峽灣，

兩岸高聳山崖從海平面拔地而起，白紗般的飛瀑 與葱鬱雨林，如此美景令人屏

息。您將可看 到最具指標性、高於海平面 1,000 米的教冠峰(全世界最高獨立岩

塊)。峽灣巡弋途中 ，有機會看到岩石上曬太陽的海豹、海豚或 企鵝。特別安

排★船上豐盛 BUFFET。 

◎皇后鎮 據傳因此地美得適合維多利亞女王居住， 而被命名為『皇后鎮』，是

紐西蘭最受歡迎的旅遊城市之一。皇后鎮位在得天獨厚的湖畔，為維多利亞女

王打造的地方為名，從最早在湖邊開墾的牧場到現今紐西蘭最受歡迎的渡假小

鎮，在壯闊的 Remarkable 和 Eyre 山腳下，清澈的湖水和如萬花筒般的自然環

境，造就出皇后鎮的山間靜謐之美。 



 
 
早餐 ：旅館, 午餐 ：遊艇上自助餐午餐,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6旅館: Millbrook Resort（米爾布魯克度假村高爾夫球場飯店）

https://reurl.cc/xDzXmN 

 
第 8 天 4/30 箭鎮—(21m 21k) 皇后鎮 Queenstown  

早晨在度假村內散步、用完早餐到箭鎮、下午搭乘百年古董蒸汽船厄恩斯羅號

TSS Earnslaw 遊湖至皇后鎮對岸的瓦特峰牧場、參觀酒廠並品嚐葡萄酒。 

 

 

 
★懷舊淘金小鎮◎【箭鎮 Arrowtown】。在 1860 年代起在此處的箭河發現黃金

後，箭鎮開始崛起，最興盛時期人口超過 7000 ，目前鎮裡還保留超過百分之六

十木頭和石頭建造的房子，以及傳統的優雅林蔭道，令人有時光倒流的浪漫錯

覺。主街白金漢街 Buckingham St.上改建自石造建築的咖啡館、商店林立，處處

可見當年的影子。西側還保留著淘金熱潮時代中國工人的居住區中國村 Chinese 

Village。 

★瓦特峰高原牧場之旅 今日搭乘具有百年歷史的★TSS 厄恩斯勞號-百年古董蒸

氣船，巡遊於秀麗的◎瓦卡蒂普湖，前往◎瓦特峰高原牧場。 

 



★卡瓦勞橋 Kawarau Bridge  來到高空彈跳的發源地，1980 年代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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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后鎮的

Kawarau Bridge，43 米高的彈跳場，你可親身體驗這倒數計時驚懼的剎那，或

給予這些勇者熱烈的掌聲。 

★皇后鎮搭乘天際登山纜車 Skyline Gondola 上山，在山頂餐廳平台，居

高臨下欣賞皇后鎮醉人美景，並享用享用紐西蘭 Kiwi 式自助餐，品嘗以

當地食材為主的紐式風格特色餐。 

 
自費項目:  高空彈跳 BUNGY JUMP：  
 
早餐 ：旅館,    午餐 ：西式自助燒烤牛排,   晚餐：登山纜車－
山頂餐廳 KIWI 式自助餐 

7 旅館: Millbrook Resort （米爾布魯克度假村） https://reurl.cc/YlZQKL 
 
第 9 天 5/1 皇后鎮 Queenstown－【紐西蘭８號觀景公路】【普卡基湖 Lake Pukaki】

--(3hr 251k)庫克山國家公園區 

★◎【紐西蘭８號觀景公路】 
紐西蘭南島的中央軸線公路，串聯著南島最富庶的農業地帶，
也將南島的精華美景串聯在一起。沿途經過的大城小鎮各具特
色，景觀的變換差異更不在話下。專車行走在牛羊成群的鄉間
美景中，路途上經過的高山平原湖泊將八號公路點綴出如畫般
的美景。 

★◎庫克山國家公園(UNESCO) 庫克山又稱「歐阿奇(AORAKI)」，
是南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約 3,754 米)，對毛利人而言，庫克山
是他們最敬畏的聖山。此外 ，登山專家 EdmundHillary 爵士便
是在此鍛鍊其高超的登山技巧，成為征服聖母峰第一人。 

★【幻境冰河湖–Lake Pukaki 普卡基湖 和 Lake Tekapo 第卡波湖】 
沿著庫克山國家公園區，兩座源自南阿爾卑斯山的冰河湖，是
8 號公路上最美的兩顆寶石。首先經過 Lake Pukaki 普凱基湖，
曾經是紐西蘭第一大塔斯曼冰河的一部份，天氣晴朗的時候您
可在湖畔欣賞紐西蘭第一高峰 Mt. Cook 庫克山的雄偉山景和遠
處高山的雪景。湖水中大量的冰河礦物質將湖水的顏色染成注
入牛奶般的夢幻色彩。 

★飯店內欣賞精彩的【3D 立體電影(英文發音)】(自費)，介紹庫

克山地區的地理文化。 



★◎虎克山谷步道 

庫克山旁設有多條規劃完善的步道，虎克山谷步道，沿途風景秀麗，欣賞常年

積雪的綿延雪山，飽覽群山環繞的壯闊景緻。 

※隱士廬飯店附近短程健行路線（※路線參考：Kea Point－來回約 2 小時、

Hooker Valley－來回約 3.5 小時） 

 

 
早餐 ：旅館,   午餐：西式午餐,     晚餐 ：旅館西式自助餐(或日本
料理) 
8 飯店:隱士飯店面庫克山房 Hermitage Hotel Superior Rooms 

(4 star)    https://reurl.cc/zym78y     https://reurl.cc/EKODOR 
 
自費項目: ★塔斯曼冰河船--搭乘冰河船可親近冰山、冰川，全球除南北極外，

就屬紐西蘭獨一無二的活動，就近親臨觀賞大小冰山冰塊崩裂漂浮於冰川湖中

的奇景。 

※ 搭乘冰河船活動注意事項： 

●活動約2.5小時，含接駁巴士往返國家公園停車場、自國家公園停車場徒步至冰河湖、冰河船

巡弋。 

●建議自備太陽眼鏡、防曬用品、飲用水等。 

●基於安全考量，未滿4 歲孩童嚴禁上船。 

●以上活動若因天候狀況不佳無法成行，無法體驗。 

 
 
第 10 天 5/2 庫克山國家公園區 –(1hr14m 105k )蒂卡波湖 Lake 
Tekapo--午餐--(3hr 151k)基督城(雅芳河撐篙) 
蒂卡波湖 Lake Tekapo，牧羊人教堂。 
今日返回基督城，途經坎特伯里平原的路上，一望無際的綠草
與點點白羊，順道停留蒂卡波湖邊的牧羊人教堂，清新寧靜的
令人難以忘懷。 

 
午餐特別安排家鄉味台式料理，再 返抵『基督城』。 
特別安排★雅芳河撐篙，穿梭如癡 如醉的花園美景中，讓人心
曠神怡。 



 
早餐 ：旅館,  午餐 ：台式七菜一湯,   晚餐 ：龍蝦，鮑魚，鮭魚，
烤鴨等豪華中式料理。 
 
9 飯店:Crowne Plaza (4.5 star)   
皇冠假日酒店   https://reurl.cc/YlZVja 
 
第 11 天 5/3: 基督城/奧克蘭–(3hr 228k)羅吐魯阿  

專車往基督城的國內機場，搭機飛往奧克蘭。 隨即專車前往紐西蘭土著毛利人

的聚集地-- 羅吐魯阿，參觀毛利文化村 https://tepuia.com/，觀看地熱噴泉，泥

漿池和觀賞紐西蘭國鳥--奇異鳥. 參觀鱒魚養殖池

https://www.rainbowsprings.co.nz，晚上品嚐毛利 Hangi 風味餐，及欣賞毛利人

傳統的歌舞表演.   之後, 您可享受泡湯的樂趣(自費)， 請記得帶泳裝。 

早餐: 飯店,  午餐: 因航班關係，發餐費紐幣 15 元(可在機場買簡餐),    

晚餐: 毛利風味餐 

10 飯店:  Distinction Rotorua (4 star)   https://reurl.cc/b61y43 

 
第 12 天 5/4:羅吐魯阿—(3hr 228k)奧克蘭-天空之塔  

 
奧克蘭市區觀光 

上午參觀愛歌頓欣賞愛歌頓精彩的趕羊秀及剪羊毛表演，您也可以參加擠牛奶

或餵小羊等頗富娛樂及教育性的精彩演出，是非常難得的經驗；並參觀愛歌頓

農場體驗農場餵食動物和動物一起拍照的樂趣 (https://www.agrodome.co.nz/)，

https://tepuia.com/
https://www.rainbowsprings.co.nz/
https://www.agrodome.co.nz/


再驅車前往紐西蘭的第一大城市，有『帆船之都』之稱的奧克蘭. 遊覽奧克蘭市

區名勝風景區, 參觀港灣大橋,遊艇俱樂部, 高級住宅區等; 以及奧克蘭市中心最有

名的皇后街，晚上特別安排在天空塔旋轉餐廳享用三道式西式餐。●天空之塔

為紐西蘭指標性景點之一， 不僅是紐國第一高塔，也是國際知名的賭場。安排

登上天空之塔，鳥瞰奧克蘭市區 360 度美景。 

 

早餐: 飯店,  午餐: 自助餐,   晚餐: 天空塔 52 樓旋轉餐廳西式套餐 

11 飯店: Rydges Hotel (4.5 star)    https://reurl.cc/zym78y 

   
第 13 天 5/5 奧克蘭  桃園  
早餐: 飯店   午餐:機上 
今早 09:45 搭乘 NZ77 紐西蘭航空，下午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令人難忘的紐西蘭之旅在此畫下句點 ，返回溫馨的家園。 
 

自費項目:自費搭乘直昇機(每人費用紐幣 280 元起)、

https://www.helicopter.co.nz/english/tours/?Locations=2&Activities=5&Includes= 

選擇乘坐越野四輪傳動車淘金之旅元（兩個半小時）(每人費用紐幣 175 元)、

https://www.ridgelinenz.com/activities-tours/wanaka-highlights-safari.18/ 

搭乘塔斯曼冰河船(每人費用紐幣 170 元)、https://www.hermitage.co.nz/en/activities/glacier-

explorers 

高空彈跳 BUNGY JUMP(每人費用紐幣 205 元起)。

https://www.bungy.co.nz/queenstown/kawarau-bungy-centre/ 

 

 

 

 

 

https://www.helicopter.co.nz/english/tours/?Locations=2&Activities=5&Includes=
https://www.ridgelinenz.com/activities-tours/wanaka-highlights-safari.18/
https://www.hermitage.co.nz/en/activities/glacier-explorers
https://www.hermitage.co.nz/en/activities/glacier-explorers
https://www.bungy.co.nz/queenstown/kawarau-bungy-centre/


 

一段旅程 一個故事 一個美好的回憶  

 

為您紀錄旅行的歡樂時光  

主辦人/攝影兼領隊 張簡旭笙 

  07-7230125. 0932-731796  

【隨團拍攝，照片整理後上傳至雲端提供團友下載】  

團費:159000元 

首發團優惠團費:刷卡價145900.(不含小費) (繳現金退3500元) 

單人房補38000元 

訂位金:3萬元，尾款於2020年2月24日繳清(出發前60天)。 
※高雄朋友，高雄桃園去回高鐵票代買2000元，(愛心票敬老票依優惠票價收) 

★每一間房贈送乙個紐澳專用轉換插頭。(由領隊於機場發送) 
本行程 

1. *包含11晚酒店, 11早餐, 9午餐, 11晚餐。 

2.報價為台幣，包括住宿 (以兩人一房為原則)、三餐、國際及紐西蘭國內段經

濟艙機票交通費及行程中所需的門票。 

3.全程採用高級空調遊覽車及紐西蘭當地司機。 

4. 不含領隊(兼導遊)、司機小費(每天15紐幣或10美金/人)。不含行李小費、

旅館及其它的小費和個人的費用。(紐西蘭人工昂貴，行李自己拉至房間) 

 

 



 

Jason (張簡旭笙)領隊簡介：  

    攝影兼領隊Jason (張簡旭笙)，從事婚紗、工商攝影、電視節

目製作業30年；經歷涵蓋新聞節目製作、電視廣告、紀錄片、公私

立之公司與企業機構編導、公司簡介與商品廣告高達2000部以上，

經驗豐富。Jason以豐富的工作經驗實際運用在旅遊帶團上，以紀錄、

劇情、報導等等各種不同方式為團員拍攝影像，最大期望是帶給旅

人一個歡樂和滿滿的記憶和回憶。  

Jason (張簡旭笙)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除了有豐

富的工作經驗之外，曾擔任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義守大學、正

修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及高中、南部社團影片製作指導老師，

現為視覺運動影片製作公司製作人兼導演、義守大學大傳系客座講

師。  

  想進一步了解       請上        網站 

 
 

太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494394 

交觀甲 5666 號,  品保協會(南)0061 號 

台南總公司：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76 號 5F-2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民生二路 71 號 2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