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国旅行社
 www.wanguo.co.nz

奥克兰-萤火虫洞-罗托鲁瓦

午餐/西式自助午餐        餐食/白云峰景观餐厅牛排晚餐
住宿/ 罗托鲁亚四星酒店
奥克兰-怀托摩 总公里数194km 大约行驶时间2小时50分
 怀托摩-罗托鲁瓦  总公里数140km 大约行驶时间2小时

Day 1

售价： $1599 折扣价：$1239
经典环岛5日游
新西兰北岛

10人成团 2022年6月10号起 适用

NIC05

罗托鲁瓦-陶波-内皮尔Day 2

傍晚我们将前往【白云峰风景区】，这里是摄影发烧友的天堂。
在这个神秘的仙境，可以俯瞰罗托鲁瓦小镇全景，而我们在山庄
里还将一边赏景一边品尝独家山顶美味。

早晨出发前往怀托摩萤火虫洞。 【萤火虫洞】 内万千星光的
神奇泛舟之旅享誉四海， 头上成千上万只萤火虫把你带入一
个返璞归真的世界。 同时， 岩洞中还分布着钟乳石、 石笋、
石柱等没有经过人工斧凿的各种景观， 令人赞叹不已。
随后我们将前往毛利文化浓郁的小镇罗托鲁亚， 那里是一个
感受沸腾泥浆、 喷涌间歇泉和地热温泉以及毛利文化的旅游
胜地。
您可以漫步在充满硫磺味的小镇中， 我们在库伊劳地热公园，
感受地热景观的奇特魅力， 库伊劳公园 （KUIRAU PARK）
位于罗托鲁瓦 （ROTORUA） 北端， 是一座公立公园。 园
内枝繁叶茂，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 园内纵横交错的步道带
领游客探访众多地热活动活跃的区域。 您还可以在泡脚池体
验温泉， 在市政府花园体会毛利花园园艺设计。 当然你也可
以在这段时间里， 去自费体验罗托鲁瓦最有名的网红湖景波
利尼西亚温泉 （自费）

早餐后前往纽西兰第一大湖-陶波湖,沿途可欣赏到新西兰美丽的
自然风光,著名的火山和秀美的内陆湖。我们还将欣赏到著名的
湖卡瀑布和新西兰独有的地热发电站。作为新西兰最受欢迎的特
色景点之一， 【湖卡瀑布】（Huka Fall）是绝佳拍照地点。这
里水声如雷，气势磅礴，每秒钟从崖顶倾泻下来的水量高达22
万公升。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精品日式晚餐
住宿/ 惠灵顿四星住宿
内皮尔-北帕 总公里数179km，行驶时间2 h 19m
北帕-惠灵顿 总公里数143km，行驶时间 1 h 52m.

早饭后，我们将前往惠灵顿的【Te Papa国家博物馆】。这里是
世界最佳互动型博物馆之一，趣味和历史融合，是到惠灵顿绝
对不能错过的体验。了解新西兰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热情而互动
的窗口，被新西兰人充满感情地称作“我们的地方”（Our 
Place）。国家博物馆凌驾在惠灵顿的海滨码头，虽然仅有十多
年历史，但它显然已是城市地标和惠灵顿人的骄傲。
之后我们离开惠灵顿，前往新普利茅斯。

惠灵顿——新普利茅斯Day 4

随后我们到达内皮尔， 进行内皮尔城市观光。 新的城市建筑
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简化古典风格、 西班牙布道
院风格以及艺术装饰风格。 大部分设计都是当地建筑师路易
斯 · 海伊的作品。 当地街上也随处可见复古老爷车， 瞬间穿
越回上世纪 30 年代。 内皮尔的海滨大道 （MARINE 
PARADE） 上名为帕尼亚像 （PANIA OF THE REEF） 的雕
像是新西兰最受瞩目的旅游热点之一。 帕尼亚像在内皮尔所
享的地位， 可以比得上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 （LITTLE MER-
MAID）， 因为前者也具备相似的斯堪的纳维亚特点。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Mission酒庄西式二道式
住宿/ 内皮尔四星住宿
罗托鲁瓦-陶波 总公里数80km，行驶时间 1h.
陶波-内皮尔 总公里数142 km，行驶时间 2h 50min.

晚餐我们将前往新西兰最古老的酒庄【明盛酒庄】，酒庄的
Mission餐厅，拥有优雅、古典的就餐环境，优美的风景，世界
级的美食美酒搭配，和葡萄园环绕的美景，是霍克斯湾最受欢迎
的餐厅之一。

北帕默斯顿是新西兰最大的省级城市之一，其历史内涵引人
入胜。许多原来的商店(建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已经被修
复，现在用作精品店、咖啡馆和餐馆。随后前往惠灵顿。

内皮尔-北帕默斯顿-惠灵顿

惠灵顿是新西兰的首都，但由于这里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和建
筑事务所，让这里也成为艺术和文化之都，当地有历史建筑
、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美食和现场娱乐节目，都可以让你更
深入的了解这个国家。 我们将乘坐历史悠久的【惠灵顿缆车
】，它是惠灵顿的标志性景点，缆车带领大家由市中心的商
业街兰姆顿码头出发，一路攀升至植物园。我们可以在山顶
的观景台观赏市景，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自费参观有轨电车
博物馆和卡特天文台。

Day 3



离开新普利茅斯，我们前往哈密尔顿。哈密尔顿是新西兰第
四大城市，是距离奥克兰最近的一座花园城市。
我们将参观新西兰的著名景点【哈密尔顿花园】，这个花园
是哈密尔顿本地人休闲时最喜爱的地点，也是海外游客到汉
密尔顿必去的景点。新西兰汉密尔顿花园占地58公顷。汉密
尔顿花园并未依传统植物园的方式规划，而是围绕着人与花
园的紧密关系这一主题来开发的。整个主题由五种不同风格
的花园植物构成，也就是天堂花园、畅想花园、多产花园、
栽培花园与景观花园。其中新开的梦幻园、埃及园备受当地
人青睐，趋之若鹜。

新普利茅斯——奥克兰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新普利茅斯 –哈密尔顿 总公里数约237km, 行驶时间3h10m
哈密尔顿-奥克兰  总公里数约122km, 行驶时间1h 24m

Day 5

最后，导游将诸位送回奥克兰，我们的全部行程，也在此划
上圆满的句点。

离开市区，我们将前往【鱼骨桥】。原名为Te Rewa Rewa 
Bridge的鱼骨桥，是一座横跨新西兰新普利茅斯的
Waiwhakaiho河的人行天桥。它的造型十分独特，有人说
它像船的桅杆，更多人说它像巨型鲸鱼的骨头，所以因此大
家亲切得称呼它为鱼骨桥。这里是观看塔拉纳基山的另一处
绝佳位置。如果天气好，我们在桥的另一头可以回看，雪山
与鱼骨桥尽收眼底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西式晚餐
住宿/ 新普利茅斯四星
惠灵顿-新普利茅斯 总公里数352km，行驶时间 4h 31min

新普利茅斯市以阳光明媚的气候、艺术画廊和美丽的公园而
闻名。塔拉纳基（Taranaki）的艺术产业生机勃勃，拥有
众多闻名世界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新西兰的几位一线艺术家
都居于此地。我们将前往新普利茅斯地标式建筑【镜面艺术
馆】，整个艺术画廊的构造很有新意，整个设计充满了动态
感和现代艺术的美感，外墙的金属反射面让天空、行人、街
道都成为自己外立面上的“图案”。海滨步道上也有很多奇
特的雕塑，最著名的应该是【风杖】。当你在海边步道漫步
，远处有一个48米的雕塑，她就是新普利茅斯的地标——
风杖（WindWand）；风杖随风摆动在夜晚还会闪亮起来
。当然你也可以漫步在新普利茅斯美丽的滨海步道上，发掘
其他先锋现代艺术装置，或搞怪或艺术得拍照，留下您美好
的回忆。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埃格蒙特角灯塔】。这个于1865年建
造的灯塔，位于新西兰北岛西海岸。虽然灯塔入口已经关闭
不能攀登远眺，但是在这里可以用独特的西侧视角观测到塔
拉纳基山，并且将海景与塔拉纳基山并收眼底。还能将灯塔
与塔拉纳基山脉拍摄在同一画面中。塔拉纳基山海拔2518
米，是新西兰最完美的火山。它已经 有12万年的历史。在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电影中，位于新普利茅 
斯附近的Taranaki雪山被当做富士山拍摄。

※行程概况仅做参考，请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旅行社保留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顺序的权利。



无购物保证：
全程没有任何带有回扣性的商店、礼品店购物！不会因为软性或者硬性的购物耽误任何行程。自由活动时客人自行购物被视作个人行为，与我方无
关。

退款与更改：
出团前1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1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200/人；出团前6-1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300/人；出团前5个工作日内取消
，恕不退款。
报名后更改出团日期或更改其他行程的收费标准：出团前1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10个工作日）更改，收取$200/人；出团前6-10个工作日更改
，收取$300/人；出团前5个工作日内恕不更换。

保险：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非预期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如额外的交通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客人如自愿放弃购买旅
游保险，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

保险说明：
新西兰国家为其公民、居民、留学生以及到访游客安排有ACC意外事故赔偿险，任何在新西兰人士都不需要担心意外伤害等所引起的医疗费用。客人
如果希望得到ACC以外事故赔偿险之外的保证的话，需要另外安排旅行保险。

如果遇到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无法旅游，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尚未使用旅游景点门票。其他项目按照供应
商的政策执行。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旅游，一律不退款。

万国旅行社只提供文字中所列的服务项目及相关事项的有限责任，不承担与此文字描述之外的责任，如人情方面的，客人个人方面的，不可预见性
的突发事件，和法律或者刑事方面相关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等一切责任。

以上所有的价格NZD或$等标注均为新西兰元。

以上所有条件和限制和行程描述都是依据新西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并接受新西兰法律约束和保护。以上所有文字、图片、标志、图标均为万
国旅行社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客人/委托人 签名）                                                                               （日期）                                       

自费说明：
自费项目只是列出可供选择的项目，不是指客人有时间完成全部自选，客人需根据时间自行取舍。
以上罗列自费项目费用为第三方费用。书写时以上信息正确。价格有可能被供应商更改，请购买时自行上网查询，我方不负责任。
购买自选项目时请注意，有可能会发生额外的交通费、预订费、信用卡手续费以及停车费等费用，请在付款前仔细询问清楚。
自费自选项目的合同人是顾客和第三方供应商，合同的价格，条款等不受我方约束，请仔细阅读第三方的文件后再谨慎签字。
请您在选择参加自费项目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后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字确认后交给导游，以保证您的合法权益。
其他自费项目请自行斟酌。游客如果希望参加行程中未列的自费项目，请游客务必在自费同意书上签字；一旦发生纠纷，您所保留的签字文件将被
作为调解的依据，以便您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酒店安排：
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酒店，但保证同级或以上标准。新西兰地广人稀，住宿设施有限，客人不可以因此极为罕见的情形为由投诉。三人间：新西兰
的三人间默认为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或行军床。如果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事先声明，出发前公司会尽力确认；如果酒店难以确认时，客人可以选择更
换房型并补交费用。

旅行注意事项

 

北岛接团时间和地点： 北岛送客时间和地点：

    19:00  

    08:00   奥克兰市中心
    08:30   Greenlane
    09:00   奥克兰机场

    18:30   奥克兰机场
    18:45  Greenlane

奥克兰市中心

 

* * * * * * * * * *

费用包括： 费用不包括：
* 旅游专车   *全程中文导游   *行程所列的餐食   *星级住宿   *行程所列各景点
* 导游小费每人每天$6元      *旅游保险

特别注明：  * 所有行程安排按当地状况（例 ：天气或房间影响等等）作最后确定，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售价：
12岁以上成人        折扣价每人$1239起* , 双人间或三人间标准住宿
2-11岁小童            占床：9折，不占床：6.5折
2岁以下不占床     均价：$300起，婴儿只占座位不享受其他服务。
单人房                   需缴纳每晚$80的单房差。
定金                       $300/人，余款需在团队出发14天以前付清；逾期未缴费用，视作定位作废。定金不退、不换以及不得转让他人。
*备注                      每年农历腊月28-农历正月初八，成人和儿童需额外支付春节附加费$1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