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純紐西蘭 20日(2022)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 

第 2 天 奧克蘭(Auckland)北島 
 紐西蘭北島最大城市，全國1/3人口聚居的第一大城、工業和商業中心。因得天獨厚的

雙海岸與兩港灣素享有『帆船之都』美譽。沿山坡而建造的市區高低起伏，放眼下望處處

是美麗海岸，爬坡向上綠草如茵的景觀闊然開展。西元2014年世界最佳居住城市評選中，

奧克蘭排名全球第三位。紐西蘭首都原是在奧克蘭，西元1865年才遷至北島南端的威靈頓 。 

第 3 天 奧克蘭(Auckland) 
 ※港灣大橋(Auckland Harbour Bridge)：橫跨 Waitemata 港連結奧克蘭市區與北岸的 

  陸路交通，擁有最美海景是奧克蘭的地標，長 1,020 公尺重達六千噸，以 200 名工人 

約耗費 4 年於西元 1959 年完工。橋上設有刺激過癮的高空彈跳(Bungee Jumping)。 

Tamaki海岸◎凱莉達頓海底世界(Kelly Tarlton’s Underwater World & Antarctic Encounter)： 

走在透明觀景隧道上感受繽紛海底世界，並可觀賞南極國王企鵝(king penguin)。 

★伊甸山(Mt. Eden)：登上二千多年前爆發過的死火山，俯瞰美景如畫的港灣。 

★天空之城(Harrah’s Sky City)賭場與南半球最高之◎天空塔(Sky Tower)瞭望台，這是 

中央商業區維多尼亞街及聯邦街之交界的一座觀光及通訊塔，塔狀天線桿頂高328公尺， 

是南半球最高獨立建築物、世界高塔聯盟(World Fed. of Great Towers)的最高成員。 

★中央公園(Auckland Domain)：奧克蘭最古老的公園和市中心的最佳休憩處。 

★皇后大道(Queen Street):奧克蘭的主要商業街，由市中心的中央郵局(CPO)向南延伸的 

市區大道，平緩坡道兩側林立不可勝數的購物中心及精品店，世界知名之高級名牌店林立。 

著名購物中心有”Queen's Arcade”、靠近碼頭區的“Downtown Shopping Center”等...， 

亦有美術館(Art Gallery)、亞伯特公園( Albert Park)...。 

第 4 天 卡娃卡娃(kawakawa)派西亞(Paihia) 
卡娃卡娃 
 

奧地利國寶級建築大師百水先生(Frederick Hundertwasser)在紐西蘭的建築作品◎卡娃卡娃

公共廁所。奧地利出生的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維也納之百水公寓及百水酒店等建築。 

西元 1970 年他初訪紐西蘭就愛上這個國家，5 年後在 Kawakawa 買下個農莊居住，再

11 年後入籍紐西蘭。西元 1998 年受託設計當地公廁，未料他的遺作竟成為當地吸引

遊客駐足拍照的景點。其建築設計以天馬行空和強調環保著稱，不論外觀或內部結構 

多以大自然曲線呈現，牆面和地上瓷磚皆為鼓勵當地建築系學生而由手工燒製的作品， 

牆上玻璃窗以回收舊玻璃瓶鑲嵌在水泥牆上而成，磚頭則來自當地拆卸後的舊樓。除了

百水先生的建築作品，亦是世界上少數還有火車在街上穿梭的城鎮。西元 1864 年時發現

煤田後開始建造鐵路開採煤礦，成為北島最早擁有鐵路的城鎮。現在轉型為觀光路線

鐵路，距 Taumarere 四公里路程行駛來回約 1 小時，是具有指標性的觀光鐵路遺產。 

(註:火車僅於週末及假日行駛，若時間許可由領隊安排，可自費搭乘火車體驗)。 

派西亞: 
 

 

 

紐國歷史上深具重要意義之地，毛利語意為「哭水」(weeping waters in Māori)。毛利土著

與西方移民者經長達百年衝突後，終於在西元 1840 年簽訂突破性的懷唐伊條約迎來

和平曙光，同樣在此地 5 年之前簽署了紐西蘭的獨立宣言。有西元 1823 年建的第一座

教堂、第一艘船在此建造、第一座印刷廠、第一本毛利語聖經…。除了遊客拍照留念的

★懷唐伊條約廣場區(Waitangi treaty grounds)，以「島嶼灣的珍寶」聞名的這濱海城鎮，

有金黃色沙灘、迷人海岸人行步道、瀑布及色彩繽紛的許多本土鳥類。 



第 5 天 瑪塔瑪塔(Matamata)哈比人村 羅托魯阿(Rotorua)  

瑪塔瑪塔 

 
彼得．傑克遜(Peter Jackson)導演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電影哈比人村拍攝地。

哈比人電影★外景地(Hobbiton Movie Set)觀賞 44 個獨特的哈比人小屋。 

羅托魯阿 毛利文化中心在北島第二大湖羅托魯阿湖南岸，出奇平靜之地底下蘊藏著劇烈地熱活動，

空氣中瀰漫濃郁硫磺味有間歇泉、冒泡泥沼和溫泉，矽化台地呈現萬花筒般天然顏色。 

第 6 天 羅托魯阿(毛利文化村)陶波湖(Lake Taupo) 

羅托魯阿 

 
◎毛利原住民文化村：紐西蘭最大間歇泉(Pohutu)、毛利部落之傳統文物、表演活動。

享用◎毛利風味餐(Hangi)搭配民族音樂及毛利戰士戰舞(Haka)表演。 

陶波湖: 湖岸長 193 公里是紐西蘭最大淡水湖(面積約 616 平方公里)，約 26,500 年前一次嚴

重威脅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超級火山爆發(指數第 8 級)後所形成的一個火山口。 

 經北島最著名風景線前訪氣勢磅礡的★胡卡瀑布(Huka Fall):從崖頂傾瀉下的水量高達

每秒 22 萬公升)。沿路景緻變化多端、湖畔風光迤邐，處處山明水秀讓人驚豔連連！  

第 7 天 東加里羅(Tongariro)國家公園威靈頓(Wellington) 

東加里羅 

國家公園 

 

西元 1887 年紐西蘭在北島中部成立第一個(全世界第四個) ◎國家公園，西元 1990 年首度

榮獲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為世界自然景觀遺產，3 年後再獲選為世界人類文化

遺產，舉世首度獲雙項殊榮！壯麗的火山地貌被毛利人當成文化與精神象徵。廣袤的森林、

寧靜的湖泊、沙漠般的高原活火山、冬季山頂白雪皚皚....。獨特的大自然景觀獲得大導演

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選為拍攝電影《魔戒》(Ring of the Lord)片中「毀滅山」的場景。 

威靈頓: 風光明媚素有「風城」之稱的紐西蘭第二大城市、世界最南端首都，成為紐西蘭首都之前

只是北島南端三面丘陵的小漁村，有許多英式木造房屋，遍佈精緻餐廳尤其咖啡廳之密度

堪稱世界第一，許多藝術家來定居或活動，是兼具多采多姿都會風情的現代化港市。 

第 8 天 威靈頓 
 ★國會大廈(Parliament House)：獨特圓形環狀建築有『蜂窩』(Beehive)之稱與★國家圖書館 

並鄰，隔街米色外牆★舊政府大樓(Old Governmet Buildings)是西元 1876 年建造在 

填海土地上的「政府大樓」，整棟看似石造建築其實是耗用逾一百多萬公尺良木建成， 

直到西元 1998 年是世界上僅次於日本「東大寺」之最大木造結構建築。 

★維多利亞觀景台(Mt. Victoria Lookout)：位於市區東邊的維多利亞山頂，高於市區 

  196 公尺，可 360 度全景眺望市區和庫克(Cook)海峽、藍姆頓港(Lambton Harbour)。 

◎蒂帕帕博物館(Te Papa National Museum)：展覽紐西蘭歷史、文化、產業、動植物等 

豐富類別，也可自費乘坐時光機，體驗虛擬實境超越時空快感。 

第 9 天 南島凱庫拉(Kaikoura)賞鯨港基督城(Christchurch) 
凱庫拉: 

 
  

毛利語中是「吃龍蝦」之意，基督城北方這南島濱海★小鎮周邊海岸漁產豐富，鯨魚、

海豚、信天翁等野生動物為小漁村帶來豐收。其外海有「海洋世界裡的大峽谷」之稱的

海溝吸引許多深海魚類，讓這美麗幽靜的小鎮成為世界上唯一可全年賞鯨之地。西元

1843 年成立第一所捕鯨站，現因鯨魚數量減少居民轉向漁業和海洋生態觀光為主業，

小鎮上每天湧進上千名旅客，但是當地人卻樂於將環保置於個人經濟利益之上。 

*註: 南島從 Picton 港前往凱庫拉(Kaikoura)的主要道路於 2016 年底的大地震損壞嚴重 

不利通行，凱庫拉行程中預計參觀的歐豪瀑布步道和海豹區同樣因損毀原因停止對外 

開放，如果狀況仍未恢復，則改以其他行程取代。 

基督城: 建於西元 1850年的紐西蘭第三大城市，是南島第一大城，具濃厚英式古典風味，風姿綽約 

的亞玟河(River Avon)蜿蜒流過市區，岸邊盡是楊柳垂岸綠草如茵。 



第 10 天 奧馬魯摩拉基巨石(Moeraki Boulders)但尼丁(Dunedin) 
奧馬魯: 被稱為白石城(Whitestone City)的小鎮，最特別的是出產火山形成的白色石灰石建材，

也常見於基督城和但尼丁等地，鎮上★維多利亞城區(Omaru’s Victorian precinct)有六七棟

維多利亞風格建築，全是白色建築保留有趣的商店、咖啡廳、博物館小火車站…。 

摩拉基巨石: 

 
★奧瑪魯南方海岸邊之陡峭山谷中，科學家推測大約六千五百萬年前，由飽含結晶

的鈣與碳酸鹽微粒形成巨大的海底沉積泥，約一千五百萬年前和著軟泥石升出海面，

經海水蝕洗形成的奇特景觀。「納尼亞傳奇」(Narnia)的電影中此地成為戲裡獅王亞斯

藍軍隊紮營之處。海邊觀景台，可清楚觀賞大圓石，也有機會看到紐西蘭赫氏海豚

嬉水的畫面。 

但尼丁: 南島第二大城是早期蘇格蘭移民地，處處洋溢蘇格蘭風情有「南半球愛丁堡」之稱。 

第 11 天 但尼丁因弗卡吉爾(Invercargill)(南島最南端) 
但尼丁: 
 

精緻建築藝術傑作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地標★但尼丁火車站、校園建築深具特色有

紐國最古老大學之稱的★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市中心最熱鬧最好逛街的

★八角廣場(the Octagon)、★第一教堂(First church of Otago)和附近另一顯著地標的 

★聖保羅教堂(San Paul’s Cathedral)、路面超高度斜陡的※保德溫街(Baldwin St.)、西元

1871 年建在東郊花園和森林中可俯瞰美麗港灣景色的★拉納克城堡(Larnach castle)。 

因弗卡吉爾 南島最南端的城市，街道多以蘇格蘭河流命名(如:T 字形交叉大幹道Dee St.、Tay St.)並

保存早期蘇格蘭移民的許多歷史性建築，許多是富有維多利亞女王與愛德華七世時期

之特色風格的建物，遊客可以輕易地發現街道旁別具特色的商店、酒吧和餐館。 

第 12 天 因弗卡吉爾布拉夫(Bluff)蒂阿瑙湖 
因弗卡吉爾 
 

★因弗卡吉爾水塔(The Water Tower and the Invercargill Water Works)：以 30 萬塊磚

建成的城市地標高 42 公尺保存完好，北邊★女王公園(Queens park)占地 80 公頃 

有玫瑰花園和美術館、天文館、博物館。義大利羅馬式建築風格的★基督教長老會

教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仿文藝復興時期風格所建造之★聖瑪莉教堂(St. Marry's 

Basillica)、★市民劇場(Civic Theatre)…。  

布拉夫港 
 

 
 

紐西蘭本土兩大島的最南端港岸，雖不是國土的最南端(隔海相距約十公里更南還有
一小島嶼 Stewart Island)，但是縱貫南北兩大島的 1 號國家公路盡頭延伸到這港灣，
故習慣上都稱布拉夫是紐西蘭本土最南端鄉鎮。這裡的岩石多為火成岩，是地底下
岩漿爆出凸起冷卻後露出地表形成的 Bluff Hill。歐洲的第一艘船 “The Perseverance”

西元 1813 年就已進入布拉夫港，是紐西蘭最早歐洲移民建立的地方之一 

 登上海拔不高的★Bluff Hill Lookout 和★斯特林角(Stirling Point)山丘，將宛如世界

盡頭之天涯海角的因弗卡吉爾和布拉夫盡收眼底，是觀賞海天一線美景絕佳之地。 

蒂阿瑙湖 紐西蘭第二大湖(水深達 417 公尺是南島最大湖)，湖水呈靛藍色四周南阿爾卑斯山脈

(Southern Alps)環繞。湖畔綠林茂盛有四座峽灣輝映深谷地形，宛若置身畫中美景。 

第 13 天 米佛峽灣(Milford Sound) 
米佛峽灣 紐西蘭峽灣國家公園中最大的觀光景點。”Sound”意即:「很深的峽灣」，冰河解凍時期冰原

侵蝕成深切的峽谷，高聳一千公尺的山崖矗立兩岸水深可達 290 公尺。全境湖泊、森林、

高山與瀑布舉目皆是，有著名的鏡湖、河馬隧道、千瀑之谷(如：Bowen Falls 水落差 160

公尺、Stirling Falls 水落差146公尺....)等，陡峭山勢、壯麗山川一併構築成人間仙境般美景！ 

 搭◎遊艇遊覽峽灣景觀，形狀如主教法冠的米特峰(Mitre Peak)高達 1,692 公尺(高出水面

1,492 公尺)，號稱全世界最高聳的獨立岩塊，偶可瞥見特有的寒帶野生動物：軟毛海豹、

凸吻海豚、雞冠企鵝…！ 



第 14 天 蒂阿瑙(Te Anau) 皇后鎮(Queenstown) 
蒂阿瑙:  蒂阿瑙湖畔峽灣國家公園邊界上聞名遐邇的渡假小鎮，也是米佛峽灣的門戶，旅遊業

和農業是這地區主要經濟活動。"Te Anau"古毛利語意即"漩渦的洞窟"。 

  ◎乘船遊蒂阿瑙湖再轉搭小舟遊地下湖划入◎螢火蟲洞窟，欣賞靜謐中閃爍藍光滿天星光

閃爍的螢火蟲光亮奇景！螢火蟲是蚊蚋(Fungus Gnat)幼蟲，誕生之後隨即吐絲做巢，細絲

組成的垂線具有黏性，螢火蟲的發光器裡含有一種叫做螢光素(Luciferin)的含磷化學物質，

在發光酵素催化下進行一連串生化反應而發出點點藍光，藉以引誘捕食過往的小昆蟲。 

 (如遇天候不佳致遊覽車不能進入峽灣，或其他因素造成無法乘船遊蒂阿瑙湖、進入

◎螢火蟲洞窟，則退費或改由其他行程替代)。 

皇后鎮: 

 
紐西蘭南島※瑞瑪克玻山脈(The Remarkables)山腳下的渡假勝地，環繞建造在形似 S型的

★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岸邊，壯麗群山景色變化萬千懷抱著宛如仙境的皇后鎮。 
搭◎纜車(Skyline Gondola)登上 450 公尺高、730 公尺長斜坡之鮑伯山(Bob’s Peak)，俯瞰

瓦卡提普湖與皇后鎮，湖光山色美不勝收盡收眼底! 

第 15 天 箭鎮(Arrowtown) 
彈跳橋: 觀賞震撼人心的高空彈跳(Bungy Jumping)之發源地★卡瓦勞橋(Kawarau Suspension 

Bridge)或自費搭乘噴射快艇馳騁陡峭岩壁間的咻特歐瓦河(Shotover)。 

箭鎮: 西元 1862年在箭河發現金沙後吸引淘金潮及人潮，小鎮因此發跡。地方當局嚴格保持城市

的外觀，留存許多木造商店和石砌的餐廳等完好的 19世紀建築，讓小鎮洋溢著濃濃古意。 

第 16 天 庫克山(Mt. Cook)國家公園 
 ★庫克山國家公園面積有 700 平方公里，高聳入雲的山岳矗立有『紐西蘭屋脊』之稱，

是海拔最高的國家公園(最高峰庫克山 3,754 公尺高)。以庫克山為中心有 19 座超過

三千公尺的山脈，峭拔山峰、危崖陡壁與隱藏其中的萬年冰河一併構成南阿爾卑斯山脈，

被稱為「南半球的阿爾卑斯山」，處處皆是戶外活動者所嚮往的樂園。 

第 17 天 蒂卡波(Tekapo)基督城 
蒂卡波湖: 

 
南島最大農業地區※坎特伯里大平原(Canterberry)，景色怡人的田園農莊觸目皆是。 

★蒂卡波湖清澈見底，美艷的湖光山色，置身其間宛若來到人間仙境。眾多公園與私人

花園暨家家戶戶栽種花木，風采直追英國的劍橋康河，使基督城享有「花園之城」美譽。

維多利亞式建築及英式風格花園隨處可見，景觀上與英倫很相似，居民生活步調、都市

風格展現英殖民文化原韻，被譽為是「英國之外最像英國」的地方，撐篙漫遊河上或

駐足綠意濃郁的河畔，皆可享受閒情逸緻。 

第 18 天 南阿爾卑斯山鐵路觀光(Railway Tour) 

南阿爾 

卑斯山 

鐵路觀光: 

阿爾卑斯山號(Tranz Alpine)◎高山觀景火車，經過一望無際的坎特伯里平原，穿越※亞瑟隘口

(Arthru's Pass)國家公園，行經陡峭的歐提拉山峽(Otira Viaduct)，沿途從田園、平原一路爬升，

連綿不絕的高山、峽谷、落瀑、河流…大自然的雄偉壯麗景觀美不勝收更令人目不暇給。 

亞瑟隘口 

國家公園: 

飽覽火車窗外美景後，抵阿爾卑斯山中部四周高山環繞美不勝收的★亞瑟隘口標 

高 733 公尺之小鎮車站，是國家公園區的登山、健行、釣魚、滑雪...活動啟程點。 

  



第 19 天 基督城台北 
 ★維多利亞廣場(Victoria Square)：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起即是全城商業中心，各式餐廳、

商品名店密集。西元 1903年維多利亞女王雕像建成後廣場就改名為維多利亞廣場，

露天劇場是許多慶典節目表演之場地，周邊有高等法院、花鐘、噴泉及西元 1972年建的

市政廳大廈(以天橋連接基督城會議中心)…。 

★海格利公園(Hagley Park)：廣達 161 公頃是西元 1855 年建的最主要公園和開敞 

  空間暨綠林茂盛的休憩、消遣園地，並可供舉行各類的文化、娛樂表演活動。 

★追憶橋(Bridge of Rememberance)：橫跨亞玟河造型優雅的石橋，是位於 Cashel 街  

  大橋城購物中心的前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準備出征的兵士們由兵營出發後向 

  車站集合，過此橋時望見潺潺而流的亞玟河，沉醉在回憶裡因而得名。 

◎坎特伯里博物館 (Canterbury Museum)：西元 1870 年成立於海格利公園(Hagley Park) 

    之植物園(Botanic Gardens)東邊，廣泛展出基督城在殖民地時期的歷史與毛利人的     

    石雕、木刻，並陳列南極探勘之寶貴史料。 

   今晚搭機離開南半球返回北半球的家。 

第 20 天 台北       飛越赤道之後返抵國門。 

＊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 
＊午餐全程自理。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或另協議 

 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等  

 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 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公司 

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價差， 

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旅客於出發後不得要求更改同房旅客。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TEL: (02)2740-6958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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