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西蘭&澳洲12日+大堡礁4日延伸之旅精選
由＄3,500起 出發日期：  05/01/2018, 09/18/2018, 11/27/2018, 02/19/2019,  04/23/2019

New Zealand
紐西蘭

Australia
澳洲

Auckland
奧克蘭

Rotorua
羅德魯阿

Queenstown皇后鎮

Christchurch基督城

Melbourne墨爾本

Syndey雪梨

Cairns凱恩斯

Brisbane布里斯本

Gold Coast黃金海岸

紐西蘭及澳洲12日

大堡礁4日延伸之旅

精選行程：★造訪UNESCO世界自然遺產

1. 米佛峽灣Milford Sound

2. 庫克國家公園Mt. Cook National Park

3. 藍山Blue Mountain

4. 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

精選住宿:全程入住4+星級或當地最優質豪華

的旅館，保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嚐其

餐飲文化。

特色安排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特優待遇: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菁英假期全新定制一條與眾不同的紐澳

精選路線，帶您親身來到更多必看景點：

米佛峽灣— 世界最大峽灣之一；庫克國家

公園— 電影《魔戒》的拍攝地；雪梨歌劇

院— 20世紀最具特色的建築之一。這趟旅

行，您更有機會來到世界8大自然奇景— 大

堡礁。讓您的南半球之旅，不留遺憾。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原居地Home Town 奧克蘭Auckland, 紐西蘭
New Zealand

今日搭機飛往紐西蘭的奧克蘭，夜宿飛機上。

第2天 飛越國際換日線 
Cross the International Dateline

第3天 奧克蘭Auckland
今日班機抵達奧克蘭，隨後開始奧克蘭市區觀光。

★★ 凱利達頓南極館及海底世界Kelly Tarlton’s Aquarium 
& Underwater world:★在此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帝

王企鵝和巴布亞企鵝，還可以看到鯊魚、海龜、海

馬等各種海洋生物。還能有機會看到人與鯊魚一起

游泳。

★▲奧克蘭中央公園Auckland Domain:奧克蘭歷史最

悠久的公園。

★▲使命灣Mission Bay: 奧克蘭人最愛的海灘之一，在這

裡可以真正感受一下當地人的生活方式。

★▲海港大橋Harbor Bridge: 整體建築雄偉，是奧克蘭

的地標之一。

【早餐】飛機上【午餐】自理【晚餐】精選當地美食

【住宿】Skycity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第4天 奧克蘭Auckland  羅德魯阿Rotorua
★�愛哥頓牧場表演Agrodome Farm Show: 在這裡可以觀

看一系列有趣的活動，剪羊毛秀、及牧羊犬表演。並

開始一場農場之旅，您可以近距離餵養各種友好的動

物並和它們拍照。參觀果園和橄欖園，品嚐天然獮猴

桃汁和美味的蜂蜜。

特別為您安排，在波利尼西亞水療中心的湖水溫泉放鬆

身心。

晚間享用毛利晚餐及觀賞毛利舞蹈秀Hangi Dinner 
Show。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毛利晚

餐秀Hangi DinnerShow

【住宿】Millennium Rotorua或同等級酒店
Auckland –(229 km)– Rotorua

第5天 羅德魯阿Rotorua 皇后鎮Queenstown 
第阿諾湖Lake Te Anau

★★ 螢火蟲洞Lake Te Anau Caves:★世界第八大奇景。在此
參觀石灰岩洞，搭小舟泛遊地下湖欣賞如滿天星光閃
爍的螢火蟲奇景。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飛機上【晚餐】精選當

地美食★

【住宿】Distinction Te Anau Hotel & Villas或同等級酒店
Rotorua - (by air) - Queenstown - (189 km) - Lake Te Anau

第6天 第阿諾湖Lake Te Anau  米佛峽灣Milford 
Sound  皇后鎮Queenstown

★★ 米佛峽灣Milford Sound:★紐西蘭境內保持最完整的

與天然的原始自然區，也是世界最大的峽灣之一。

峽灣國家公園在1990年被UNESCO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保護名單。

我們將★搭乘遊輪遊覽米佛峽灣並且享用遊輪自助午餐。

★★ 天空纜車Skyline: 乘坐空中纜車cable car登上鮑勃

峰，放鬆心身，俯瞰皇后鎮的絢麗景色。還會體驗

山頂斜坡滑車 Luge ride及在此享受晚餐。★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遊輪自助午餐【晚

餐】精選自助晚餐

【住宿】Copthorne Resort Lakefront或同等級酒店
Lake Te Anau –(99 km)– Milford Sound –(287 km)– Queenstown

第7天 皇后鎮Queenstown  庫克國家公園Mt. Cook 
National Park  蒂卡波湖Lake Tekapo

▲★庫克國家公園Mt. Cook National Park: 成立於1953
年，是紐西蘭國家公園之王，素有紐西蘭屋脊之

稱。1990年被UNESCO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裡也

是電影《魔戒》的取景拍攝地。

▲★蒂卡波湖Lake Tekapo: 是個冰川堰塞湖，長11

哩，寬三哩半，面積37平方哩，水深約620呎，湖

面水位變化可達25呎。這個藍綠色的冰河倒映出

四周的山戀，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好牧羊人教堂Church of Good Shepard:★這是眾多蒂

卡波風景明信片中會出現的場景，奶藍色的湖水映

襯著這座建於1935年的古樸的教堂。



第10天 墨爾本Melbourne  雪梨Sydney
★▲岩石區The Rocks: 雪梨最熱鬧的地區之一，也是雪

梨最早開發的地區。

★★ 雪梨歌劇院Opera House: 20世紀最具特色的建築之

一，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藝術中心，雪梨市的標誌性

建築。2007年，雪梨歌劇院被UNESCO評為世界文化

遺產。

★▲漁市場Fish Market:創建於1945年，是南半球最大的

同類市場，每天多達100種海鮮及各類蔬果上市。

★▲達令港Darling Harbour:★雪梨知名的旅遊景點，澳洲

風情濃郁，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

★▲雪梨大橋Sydney Bridge:★號稱世界第一的單孔拱

橋，早期雪梨的代表建築。

★▲雪梨聖母主教座堂St. Mary’s Cathedral:★天主教雪梨

總教區的主教座堂，1930年由教宗庇護十一世封為

次級聖殿，敬奉澳大利亞的主保聖人永援聖母。

★▲麥考利夫人的椅子Mrs. Macquarie Chair:★位於雪梨皇

家植物園內，是為★紀念麥考利夫人爾雕刻的石椅。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精選遊

輪晚餐

【住宿】Sydney Rydges Central或同等級酒店

第11天 雪梨Sydney  藍山Blue Mountain   
雪梨Sydney

★★ 藍山Blue Mountain: 藍山國家公園內生長著大面積的

原始亞熱帶雨林，其中有500多種澳洲國樹-尤加利

樹。三姐妹峰The Three Sisters是藍山最知名的地標

之一。2000年，藍山被UNESCO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名錄。

★★ 費瑟戴爾野生動物園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在這倍

受讚譽的野生動物園中有超過300種澳洲野生動物。

★▲ 2000年奧運會場Olympic Site。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精選自

助晚餐

【住宿】Sydney Rydges Central或同等級酒店
Syndey–(63 km) – Blue Mountain – (63 km) – Sydney

第12天 雪梨Sydney  原居地Home Town
今日返回原居地，結束您愉快★

的紐西蘭澳洲12日旅程。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

▲★牧羊犬地標Sheep Dog Monument:★聳立在好牧羊人

教堂的不遠處，訴說著牧羊犬忠誠的故事。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日式便當

【住宿】Peppers Bluewater Resort或同等級酒店
Queenstown–(254 km)–Mt. Cook National Park–(115 km)– Lake Tekapo

第8天 蒂卡波湖Lake Tekapo  基督城Christchurch
★★ 雅芳河Avon River:貫穿入基督城內，為基督城帶來最美

麗的景觀，搭乘遊船Boat Ride於雅芳河，將河兩岸美景

盡收眼底。

▲★紙板大教堂Cardboard Cathedral: 作為被2011年大

地震摧毀的基督城中心大教堂的過度教堂而得名，

建成於2013年，整個教堂主要建築材料為由經特殊

處理過的紙板。

▲★夢娜維爾Mona Vale:★一個自然園林，也是一個歷史

遺址，被公認為基督城花園的經典代表，是來基督

城必看的景點之一。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泰式晚餐

【住宿】Rydges Latimer Christchurch或同等級酒店
Lake Tekapo – (243 km) – Christchurch

第9天 基督城Christchurch 墨爾本Melbourne, 
澳洲Australia

今日抵達墨爾本。

★▲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 始建於1846年，

是世界上最好的植物園之一，坐落在美麗的亞拉河

畔，擁有超過12,000種植物，可謂是墨爾本最“ 豪

華”的一個後花園。

★▲費茲羅花園Fitzroy Garden:★墨爾本市區5大花園之

一，以仙女樹而聞名。

★★ 庫克船長故居Captain Cook’s cottage:★位於費茲羅花

園內，為紀念發現澳洲大陸航海家庫克船長爾將其

在英國的家一磚一瓦都原封不動地搬過來。

★▲藝術中心The Arts Centre: 始建於1973年，由於擁有

高達162米的塔尖亦被視為全世界最高的藝術中心。

★▲聖派翠克大教堂St. Patrick Cathedral:★典型的哥德式

建築，南半球最大最高的天主教堂。★

★▲戰爭紀念館Shrine of Remembrance:★建於1934年，

澳大利亞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

★★ 企鵝歸巢Penguin Parade:★前往菲利普島Philip 
Island，觀賞夜色中成群結隊的“ 小精靈”神仙企鵝

Fairy Penguin從大海中覓食返巢之奇觀。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精選龍

蝦晚餐

【住宿】Melbourne Clarion Suite Gateway酒店或同等

級酒店



代理旅行社: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洛杉磯 / 舊金山  
LAX / SFO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5/01/2018

$3,500 $5,500 $1,200

09/18/2018

11/27/2018

02/19/2019

04/23/2019

大堡礁延伸4日 $1,500 $1,800 $600

大堡礁4日延伸之旅精選

第12天 雪梨Sydney  凱恩斯Cairns
★★ 凱恩斯熱帶雨林高空纜車Skyrail Rainforest Cable-
way:★全球第一個環境遊項目，在原始雨林上空7.5
公里的旅程讓您有機會認識遠古熱帶雨林的奧妙，

並了解世界上最具多姿多彩的天然植物地帶之一的

風光。

★★ 查普凱土著文化體驗Tjapukai Aboriginal cultural
experience:★國家級的原住民文化公園。在此，您可

以領略到澳洲土著神秘的風土人情與歷史。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飛機上★

【晚餐】精選自助晚餐

【住宿】Cairns Doubletree by Hilton或同等級酒店

第13天 凱恩斯Cairns  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 
凱恩斯Cairns

★★ 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 世界最大最長的珊瑚礁

群，1981年被UNESCO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助午餐★

【晚餐】精選自助晚餐

【住宿】Cairns Doubletree by Hilton或同等級酒店

第14天 凱恩斯Cairns  布里斯本Brisbane  黃金海
岸Gold Coast

★★ 布里斯本市政廳Brisbane City Hall:★布里斯本的標誌

性建築，座落在喬治王廣場，歷史愛好者必到訪的

地方。★

★★ 南岸公園South Bank:★澳洲唯一的內城人造海灘。

★★ 袋鼠角Kangaroo Point:★布里斯本河的一個彎角，因

其形狀相似袋鼠的尾巴，所以被當地人稱為袋鼠角。

★★ 庫薩山Mount Coot-tha:★布里斯本的最高點，可俯瞰

眺望市區全景與摩頓灣。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Watermark Hotel & Spa Gold Coast或同等級

酒店

第15天 黃金海岸Gold Coast
今天，我們在黃金海岸將會搭乘遊輪並且享受早茶點。★

★★ 可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Currumbin wild life sanctu-
ary:保護區內擁有最多澳洲獨有的野生動物，面積超

過27公頃，★色澤鮮艷的彩虹小鸚鵡是保護區內最受

歡迎的大明星。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

【晚餐】精選當地晚餐

【住宿】Watermark Hotel & Spa Gold Coast或同等級酒店

第16天 黃金海岸Gold Coast  布里斯本Brisbane 
原居地Home Town

今日返回原居地，結束您愉快紐西蘭澳洲+大堡礁16
日的旅程。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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