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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镇Day 1
您将按照自己的航班时间到达皇后镇。皇后镇坐落在南阿尔
卑斯山脉南端。白色的雪峰、裸露的山体，茂密的森林、湛
蓝的湖水从高到低成带状排列。这里是南半球四季皆宜的旅
游度假区。

您还可以在皇后镇最高档的山顶餐厅享用豪华丰盛的海鲜自
助餐（自费）。*Skyline山顶餐厅在 2009年被美国的ABC电
台评为了“全世界风景最优美的餐厅 ”。
*具体单项活动预订，请咨询您的旅游顾问。( *自由活动当日
费用均为自费 )

来到皇后镇中心，根据推荐的网红餐厅，可以自行选择可口
午餐（自理）。漫步在镇中心的瓦卡蒂普湖畔，瓦卡蒂普湖
位于新西兰南岛，皇后镇就坐落在它的北岸，旖旎的河湾点
缀着皇后镇，形似一道闪电，湖水澄澈，有着“翡翠湖”的
美誉。你可以在这里欣赏百年蒸汽船于湖面上静静停泊的美
丽景色，湖边的咖啡厅里品尝一杯著名的热巧克力。
如果您还可以选择（自费）搭乘最美丽的*观景缆车skyline
登上湖畔的山巅。皇后镇固然有很多景色可看，不过一大亮
点，就是乘坐天际缆车登上山顶俯视这座小镇，可以在海拔
440米的鲍伯山顶的眺望台上，拍摄出最经典的皇后镇景色
将瓦卡蒂普湖、 皇后镇市区以及远处的立马卡伯尔山都尽收
眼底。

餐食/自理 
住宿/ 皇后镇四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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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场拥有高效率的升降椅、开阔的新手雪道，多变的自由滑
雪地形，当然还有世界顶级及南半球最大的地形公园和U型
槽的自由滑雪圣地。 除了一流的滑雪条件，卡德罗纳高山
度假村也是一个适合全家人来休闲放松的场所，设有巨型的
玩具钟楼雪场建筑，各式各样的趣味活动，风味独特的餐厅
……都会为你打造一个完美冰雪假期。

*零基础、中级、高级套餐所包含内容不同，详见费用说明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 皇后镇四星酒店
皇后镇-卡德罗纳雪场   雪场接送车
卡德罗纳雪场-皇后镇   雪场接送车

这次滑雪之旅， 我们的 “主战场” 是位于皇后镇的
CARDRONA ALPINE RESORT。 卡德罗纳高山度假村是皇
后镇周边最大的滑雪场， 并且拥有南岛最长的预定雪
季。 这里是世界顶级的娱乐休闲和阖家欢乐的滑雪天
堂。

卡德罗纳高山度假村滑雪Day 2-4

Day 5 皇后镇

这是你在新西兰皇后镇自由活动的一天，可以根据自己的航
班时间，尽情享受皇后镇周边的美丽景色。
在这里，不管是天上，还是水里，无论你想挑战自我，还是
悠闲游玩，在皇后镇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

根据您的喜好，您可以尽情安排您的时间：您可以漫步湖边
和小镇，休闲放松；如果您喜欢刺激，也可以体验蹦极、 
高空秋千、跳伞、滑翔伞等，通过别样视角来欣赏南半球的
美丽景色；带小朋友的话，您可以选择几维鸟公园、鲨鱼快
艇、 室内跳伞等活动；还可以去品酒、徒步、骑马漫步、
直升机观 光，甚至只是在皇后镇街道上漫步发呆，都是一
天的好时光。

 *具体单项活动预订，请咨询您的旅游顾问。( *自由活动当
日费用均为自费 )

早餐/酒店早餐     午晚餐/自理    

下面给大家提供多种玩法， 可以根据兴趣自选。 具体预订详
询万国销售。

可玩 1 亲子活动，童真童趣乐融融

很多人选择带着娃来新西兰玩。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碧蓝如洗
的天空尽情玩耍，与大自然亲密互动，如果体力好的话，还能体
验一下徒步和骑行，增强体格。年级小的小朋友还可以与小动物
玩耍，看新西兰国鸟 Kiwi Bird（几维鸟）。如果孩子有一颗乐于
挑战的心，还有鲨鱼快艇、室内跳伞可以体验。

【实用贴士】
几维鸟公园：在这里不仅可以与新西兰标志性的奇异鸟面对面亲
密接触，还可以看到其他罕见的新西兰本土野生动物。
适合季节：全年。
适合年龄：全年龄。
推荐时长：约 2 小时。

鲨鱼快艇：驾驶员就会让鲨鱼艇像鲨鱼一样深入水下潜水，从一
侧翻滚到另一侧，又或是飞跃出水面像鲨鱼一样上腾空特技。如
果你觉得还不过瘾，船长还会来个 90 度转动和环形旋转，真像
一条活鲨鱼一样灵活，带给你的快感比坐过山车都还过瘾。
适合季节：全年。
适合年龄：6 岁以上。
推荐时长；约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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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跳伞：很多小朋友或者大朋友想要挑战跳伞，但是担心危险。
其实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在室内跳伞体验，在气柱中宛若翱翔
空中，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适合季节：全年。
适合年龄：6 岁以上
推荐时长：约 1-2 小时。

可玩 2 休闲一日，做一名悠闲的当地人

现在旅行的一种新模式，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在两天自由活
动的时间里，你可以慢下来，像皇后镇居民一样每天出门，游玩
，逛商店，回家，看星星，看月亮，发呆。
南岛最负盛名的小镇其实适合慢慢的欣赏，慢慢的品味。早上有
风和丽日的阳光撒在你的窗前，你可以起床在湖边漫步，午后伴
随着清脆的鸟儿啼鸣欢畅，你可以品尝美味的网红大汉堡，傍
晚可以一边泡着温泉，一边欣赏有绚烂斑斓的晚霞与日落，夜空
中有清冷的月光和清晰可见的银河。

【实用贴士】
昂森温泉：在昂森温泉，可以完全沉浸在美丽景致、纯净温泉和
清新山风中，将身心交付于昂森私人池的温暖水波和轻柔按摩，
享受真正的私密、绝对的洁净和令人赞叹的四周景色。
推荐时长： 1 小时

网红美食大汉堡：孤独星球推荐！号称比脸还大的汉堡，一口下
去，鲜嫩多汁。汉堡的面包是炭火烤制 , 食材新鲜美味。
小建议：一般都是长队，要提前去排队哦。
其他美食推荐：SKYLINE 天际餐厅（行程已含），庄园岛 BBQ
五星大厨菜单烧烤（行程可升级）
其他更多餐厅推荐可见万国独家攻略。

逛街探店：闲逛漫步的时候，也不要错过一些特色的小店，逛吃
的同时，还可以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买一些伴手礼哦。
推荐：The remarkable sweet 糖果店，被评为全世界前三大
糖果店之一；
Ivan Clarke Gallery 艺术画廊，所有的油画都是以狗狗为主题，
展示了它们作为主人生活在皇后镇的日常。
Salvation Army Family 特色二手店。古着是近年来很火的一个
风潮，而在新西兰却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手店有很多很多的好东
西，不小心就能淘到一些艺术品，价格低廉但很有收藏价值。

可玩 3 品酒之旅，微醺在湖光山色中

新西兰特殊的气候条件，孕育出世界有名的葡萄酒。中心奥塔哥
地区的葡萄酒获得无数大奖。如果你想要在旅途中品尝一下异国
独到的葡萄酒，可以来一场酒庄之旅。

【实用贴士】
品酒套餐：品酒 + 酒窖之旅，品酒 + 酒庄午餐，多个酒庄品酒
之旅，直升机品酒之旅。
酒庄推荐：Gibbstion 等，详见见攻略附录。
推荐时长：2-4 小时。

可玩 4 新奇体验，别致有趣的户外活动

在皇后镇，还有一些独特的新奇体验。让我们走到户外，欣赏景
色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户外活动的乐趣。你可以骑马漫步在箭镇
或者格林诺奇，感受南岛小镇的静谧与绝美风景；你可以乘坐喷
射快艇，在碧绿色湖水上玩转漂移，体验小小的刺激与大大的欢
乐；或者可以来一场或短或长的徒步，穿过草地，感受湖水拍岸，
还能登高俯瞰皇后镇的壮美山河；你还可以来一次直升机之旅，
这是在国内很难体验到的。

【实用贴士】
骑马漫步：以格林诺奇骑马为例，在骑行过程中，有机会穿越农场
与河谷，到达指环王拍摄地，比如迷雾山、中土世界和艾辛格等。
一边欣赏秀丽的风景，一般寻觅熟悉的电影场景。
适合季节：全年。
适合年龄：全年龄。
推荐时长：约 1-2 小时。

喷射快艇：皇后镇的喷射快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刺激的喷射快
艇终极体验了。这里有独一无二的峡谷 360 度漂移。还可以欣赏
狭窄的河道，湍急的水流，两岸悬崖绝壁，气势磅礴，
另外这里也接待过很多中外著名人士哦，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凯特
王妃也乘坐过，不要错过这个王室同款哦。
友情提醒：乘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即使是夏天乘坐也要多
穿一件防风衣服。
推荐时长；约 1-2 小时。

徒步：新西兰可以说是徒步者的天堂了。来到皇后镇更是不能错
过。长短不一的徒步路线，符合各类人群的需求。但是不论哪一
条，当你登到山顶时，一定会被眼前的壮丽景色所震撼。
适合季节：全年。
徒步路线推荐：Queenstown Hill Track,Ben Lomond Track
详见《皇后镇自由行攻略》附录。
推荐时长：40 分钟到 8 小时不等。

直升机观光：直升机飞翔在空中，你能看到宝蓝色的湖面，远处
的山顶被白雪覆盖着的南阿尔卑斯山，在阳光的照射下，冰雪闪
着耀眼的白光，构成美妙绝伦的山水画。甚至有机会在高高的雪
山中降落，观看到新西兰南岛神秘而古老的冰川。
适合季节：全年，但依据天气情况决定是否成行。
线路类型：瓦卡蒂普湖及皇后镇直升机观光；卓越山脉直升机；
阿尔卑斯直升机之旅；大圆圈直升机路线；南冰川直升机之旅。
推荐时长：20-50 分钟。



退款与更改：
出发前7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7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50/人；出发前7个工作日内取消，恕不退款。
报名后更改出发日期或更改其他行程的收费标准：出发前7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7个工作日）更改，收取$50/人；出发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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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安排按当地状况（例：天气或房间影响等等）作最后决定，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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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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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5天4晚滑雪套餐（零基础玩家）：定价$885/成人 $755/孩童
含四晚4星酒店+早餐
三天酒店至雪场往返巴士接送
一天初级缆车日票，两天全雪山缆车日票
四节团体课
三天滑雪装备租用（单板或双板，滑雪手杖）
单人房差$65每晚每间

》5天4晚滑雪套餐（中级玩家）： 定价 $1025/成人 $825/孩童
含四晚4星酒店+早餐
三天酒店至雪场往返巴士接送
三天全雪山缆车日票
三节团体课
三天滑雪装备租用（单板或双板，滑雪手杖）
单人房差$65每晚每间

》5天4晚滑雪套餐（高级玩家） ： 定价 $825/成人 $660/孩童
含四晚4星酒店+早餐
三天酒店至雪场往返巴士接送
三天全雪山缆车日票
单人房差$65每晚每间

特别说明
• 雪场开放时间2021年6月12日-10月17日
• 本行程不含皇后镇往返机票
• 本行程不含皇后镇机场到酒店的接送
• 额外自费项目：滑雪服套装+手套+滑雪镜+头盔租用，也可单个租用。私人教练，额外团体课等。
• 可接受滑雪私人定制行程与课程安排
• 多种套票选择，可自由组合（详情请咨询万国各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