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Zealand 

南半球的世外桃源－紐西蘭， 

在這被長白雲繚繞的淨土上，地跨了兩大板塊， 

因而富含了各式各樣的地形風貌， 

峽灣、冰河，火山、地熱、溫泉、森林、雪峰、瀑布、湖泊、石灰岩洞等， 

不需跨國旅行，就可欣賞多元的特殊景觀， 

使得紐西蘭擁有「大自然活的地理教室」美譽！ 

瑰麗動人的景色，豐富獨特的生態，隨處可得！ 

 
【行程重點特色】 

1. 登上南半球最高的天空之塔(SKY TOWER)將奧克蘭城市美景盡收眼底。 

2. 安排復古滾軸式郵輪－皇后號上享用西式料理，悠遊羅吐魯阿湖 

3. 一生必去一次的末日火山－東加里洛國家公園 

4. 愛哥頓牧場五星羊毛秀，牧場遊園車 

5. 獨家安排毛利風味餐＋道地毛利歌舞秀 

6. 懷托摩鐘乳石洞螢火蟲之旅，一睹洞內有如星空耀眼之閃爍特別景色 



特別安排【東加里洛國家公園】 
 

東加里洛國家公園（Tongariro National 

Park）是位於紐西蘭的一個火山類型國家

公園，在 1990 年列入世界遺產。也是世界

上第四個國家公園。它是毛利部落在 19 世

紀獻給全部紐西蘭人的神山，希望得到保護

以避免這塊毛利聖地被移民的開發而玷

污。這是紐西蘭第一個國家公園，位於北島

中部，陶波以南。1887 年，毛利部落酋長

將魯瓦皮胡山（Mt.Ruapehu）、東加里羅

山，和瑙努赫伊山（Mt .Ngauruhoe）等 3

座火山，贈送給紐國人民，而在 1894 年成

立為國家公園，為全世界第二座、紐西蘭第

一座的國家公園。活躍的火山地形和多元的

生態環境，讓東加里洛有著詭奇多變的地理景觀，而在電影《魔戒》中，燃燒著熊熊烈火，可以摧

毀魔戒的末日山脈（Mt. Doom），就是以魯瓦皮胡山做為場景，山坡上的懷卡帕帕（Whakapapa）

滑雪區也在片中出現多次。 

 

遊羅吐魯阿湖【復古輪軸式遊艇皇后號】並安排船上享用西式料理 悠

 

 

 

 

 

 
 



【道地毛利歌舞秀+Hangi 毛利風味餐】 
安排在飯店內欣賞傳統毛利族歌舞表演及享用毛利風味自助餐，毛利風味餐以紐西蘭的食材加上毛利族

傳統烹調方式稱為 Hangi。欣賞威武的毛利戰士的 HAKA 戰舞和毛利女士在閒暇時唱的歌曲遊戲和傳統

舞蹈。 

 
 
 
【愛哥頓五星剪羊毛秀+牧場遊園車】 
精彩的剪羊毛秀、擠牛奶、牧羊犬趕羊，並安

排搭乘牧場遊園車搭上拖拉機牽引的遊園車

進入牧場，展開農莊活動 Farm Tour，進到農

場裡看看親手拿著飼料小綿羊會走過來跟您

玩成一片，園區還有鹿和可愛的駝羊，農家會

為您介紹戶外各種品種的牛羊。還可以順道參

觀奇異果園，您有機會品嚐到奇異果汁或農莊

準備的特製飲料。您可以餵食可愛的牛、羊以

及羊駝們，讓您體驗休閒的牧場生活。 

 

 
 
 
 
 
 
 

超可愛的羊駝，已經在等著你囉！ 



【懷托摩鐘乳石洞穴螢火蟲之旅】： 
 

來到懷托摩螢火蟲鐘乳石洞穴來段遊船觀賞螢火蟲特別又難忘生態之旅 

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威吐摩鐘乳石螢火蟲洞』，洞穴內佈滿成千上萬的藍光螢火蟲，就像星空中

的繁星，觀賞大自然巧手打造成的鐘乳石巨大岩洞，並搭乘人力拉動的小舟，無聲無息的滑入自然

天成的地下黑暗河流洞穴中，於一片靜謐中欣賞螢火蟲所構築的滿空爍藍。 

 
 

 

 

 

 

 

 

 

 

【參考航班時間】 

航段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去程 中華航空 CI-51 台灣(桃園) 23:00 奧克蘭 16:50+1 

or 中華航空 CI-53 台灣(桃園) 23:25 奧克蘭 17:35+1 

回程 中華航空 CI-52 奧克蘭 18:30 台灣(桃園) 05:55+1 

or 中華航空 CI-54 奧克蘭 19:15 台灣(桃園) 05:35+1 

 

 

 



【參考地圖】 

 

【行程內容】 

★：內含門票  ◎：下車參觀   ▲：行車經過 

第一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奧克蘭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經澳洲短暫停留後飛往紐西蘭，今晚夜宿機上，班機於隔日抵達紐西蘭第一

大城。 

早餐：Ｘ 午餐：X 晚餐：X 

住宿：機上 



 

第二天 奧克蘭 Auckland－奧克蘭天空之塔 SkyTower 

【奧克蘭Auckland】 

班機於今日抵達素有帆船之都

美譽的奧克蘭。 

素有「City of Sails」帆船之都

美譽的奧克蘭；它是紐西蘭北

島第一大城，居民達近三分之

一的紐西蘭人口，同時也是一

座 天 然 良 港 ， 是 America's 

Cup美洲杯帆船賽的1999年和2003年的主辦城市。街道沿著死火山口構成的丘陵地起伏延

伸，街道極富變化性，散發出獨特的魅力。奧克蘭位於奧克蘭半島南端的一條狹窄的地峽上，

被東側的懷特瑪塔(Waitemata)和西側瑪努考(Manukau)兩大港灣所懷抱。奧克蘭奇特的地形

和溫暖、潮濕的氣候，造就了此地的生活風格，常被選為全世界前十城市之列。 

抵達後前往南半球最高的建築物★【奧克蘭天空之塔】搭乘高速電梯，登上高 328 公尺的奧

克蘭天空之塔為全世界 12 高的建築物，由塔頂 360 度的瞭望台，將延伸至東西兩岸的全景盡

收眼底。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機上午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AUCKLAND CITY HOTEL 或 RYDGES 或 SUDIMA AUCKLAND AIRPORT 或

SCENIC AUCKLAND 或 COPTHRONE HOTEL 或 MECURE HOTEL 或 HOLIDAY INN 或

HEARTLAND HOTEL 或 QUEST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奧克蘭 Auckland－懷托摩鐘乳石洞螢火蟲之旅－陶波湖區 

今日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將驅車前往懷托摩地區。 

特別安排★【懷托摩螢火蟲洞之旅 Waitomo Caves】，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懷托摩鐘乳石螢

火蟲洞』，自 1887 年被探勘發現至今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一看洞中奇景。領隊的

帶領下進入洞中展開一段奇特的地下探險旅程，觀賞大自然巧手打造成的鐘乳石巨大岩洞，並

搭乘人力拉動的小舟，無聲無息的滑入自然天成的地下黑暗河流洞穴中，於一片靜謐中欣賞螢

火蟲所構築的滿空爍藍。 

結束後將前往陶波湖區。紐西蘭最大的湖泊－陶波湖 Lake Taupo，面積約 616 平方公里，湖岸

長 193 公里，是紐西蘭占地面積最大淡水湖。是懷卡托河的源頭。坐落於湖畔的城市就是陶波，

這也是一個終年皆有各式各樣精采戶外活動的人氣度假勝地，陶波湖提供了水上活動的絕佳場



地。陶波湖是五千年前一次大型火山爆發的產物，當時爆發之強烈，以致於在遙遠的中國都能

看到太陽被雲霧遮蔽。，就如同原住民的神秘神話般可敬。 

【參考行車距離】：奧克蘭－192KM (3HRS)－懷托摩－150KM(2HRS)－陶波湖區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紐式 BBQ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WAIRAKEI RESORT TAUPO 或 BAY VIEW WAIRAKEI RESORT 或 SUN 

COURT &CONFERENCE CENTER 或 LAKELAND RESORT 或同級 

 

第四天 陶波湖區－Wairakei 懷瑞基地熱發電場－Huka fall 胡卡瀑布－東

加里洛國家公園 Tongariro National Park－羅吐魯阿－毛利歌舞秀 

今日用完早餐後將專車前往紐西蘭著名的東加里洛火山國家公園。 

◎【Wairakei 懷瑞基地熱發電場】－紐西蘭人運用大自然地熱的資源運用在發電上，不僅維護

了世界環境也為紐西蘭帶來豐富的能源，與您一同前往到世界第一座地熱蒸氣發電廠，並專車

上到半山腰，由上往下眺望其收集地熱管線壯觀的景象。非常值得探討又另一世界上所重視的

發電方式。 

之後參觀◎【胡卡(HUKA)瀑布】，從崖頂沖下來的水量高達每秒 220,000 公升，形成壯觀胡卡

瀑布，四濺水花似水霧般從河底冒起，毛利人叫這裡做「胡卡」，而這邊的噴射快艇遊程也叫

「胡卡」，不僅因為地處胡卡瀑布，也因快艇能激起四濺水花而得名。瀑布旁有一座觀光資訊

中心,還有許多位置不錯的觀景台。其上游巨集於此卸下的河水，水量豐盛、氣勢澎湃，令人有

不敢靠近神奇崇拜的魔力，大量的河水從懸崖上沖刷而下,淡藍色河水幾乎將方圓廿公尺都激成

大量白色水花與泡沫。 

◎【Tongariro National Park 東加里洛國家公園】 

1990 年已列入世界遺產。也是世界上第四個國家公園。他是毛利部落在 19 世紀獻給全部紐西

蘭人的神山，也是全世界第一座由原住民捐獻出的公園。國家公園內的三座壯觀的高山中(Mt. 

Ngauruhoe2291 公 尺  Mt.Tongariro1967 公 尺  Mt.Ruapehu2797 公 尺 ) 以 魯 阿 佩 胡

Ruapehu 最為人熟悉，1887 年，恩提圖華雷圖瓦族(Ngati Tuwharetoa)的酋長蒂修修圖基諾

四世(Te Heuheu Tukino IV,又名 Horonuku)，將 2360 公頃的中部火山區捐贈給紐西蘭政府，

包括東加里洛山、瑙魯赫伊山和魯瓦佩胡山，讓紐西蘭人民永遠擁有這塊區域，更讓所有來到

紐西蘭的旅客，能夠瞻仰毛利人心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土地。1995 年九月，魯阿佩胡火山再度

爆發，並時常冒出濃煙，著名電影-魔戒，也把東加里洛國家公園的美景當做電影中末日山脈

的場景。 

午後將驅車前往羅吐魯阿，羅吐魯阿是著名的地熱區，尚未踏進羅吐魯阿，陣陣硫磺味便已隨

風飄至！坐落在羅吐魯阿湖畔Lake Rotorua的城鎮從十九世紀就是一個渡假城市。現今已是



國際知名的觀光景點，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羅吐魯阿體驗毛利文化和精彩有趣的觀光活動。 

★【毛利風味餐 Hangi-毛利歌舞秀】 

晚上安排在飯店內欣賞傳統毛利族歌舞表演及享用毛利風味自助餐，毛利風味餐以紐西蘭的食

材加上毛利族傳統烹調方式稱為 Hangi。欣賞威武的毛利戰士的 HAKA 戰舞和毛利女士在閒

暇時唱的歌曲遊戲和傳統舞蹈。 

【參考行車距離】：陶波湖區－110KM (1.5HRS)－東加里洛國家公園－184KM(2.5HRS)－羅吐魯阿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毛利風味餐+歌舞秀 

住宿：IBIS ROTORUA 或 SUDIMA HOTEL LAKE ROTORUA 或 NOVOTEL ROTORUA 

LAKESIDE 或 COPTHRONE ROTORUA 或 MILLENNIUM ROTORUA 或 DISTINCTION 

或 RYDGES ROTORUA 或同級 

 

第五天 羅吐魯阿－愛哥頓牧場【五星剪羊毛秀、牧場遊園車農莊活動】－

皇后號遊湖午餐－紅木森林－市政府花園廣場－羅吐魯阿 

★【經典五星剪羊毛秀 Farm Show、遊園車農莊活

動 Farm Tour】 

您可以想像一下，同時看到近十九種不同品種的綿羊

展示嗎？在愛歌頓牧場 Agrodome Farm 就可以。

在多種語言同步翻譯下您可以完全投入觀賞一場紐

澳地區最精彩的剪羊毛秀和專業的綿羊品種介紹，結

束後記得到戶外看一下狗趕羊的表演。搭上拖拉機牽

引的遊園車展開農莊活動 Farm Tour，進到農場裡看

看親手拿著飼料小綿羊會走過來跟您玩成一片，園區還有鹿和可愛的駝羊，農家會為您介紹戶

外各種品種的牛羊。還可以順道參觀奇異果園，您有機會品嚐到奇異果汁或農莊準備的特製飲

料。 

隨後特別安排★【搭乘紐西蘭最古老的滾軸式遊輪—皇后號】享用西式午餐，用餐同時，您可

以欣賞Rotorua最大休眠火山湖，撲朔迷離的奇特景觀。在船上可愛的船長會親自為您講解湖

周邊獨特的景觀，您還可以親眼目睹曾經是18世紀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粉白梯田瀑布”遺

址。 

之後前往紐西蘭◎【羊毛被製造工廠】 讓您親身參

觀體驗其專業的製造過程, 也可於此購買到物美價

廉的產品。 

◎【市政府花園廣場】中有壯麗的大澡堂(Bath 

House)，建於 1908 年，原是療養中心，現在則是



地方博物館兼藝廊；伊利莎白式(都鐸式)的建築前草坪常有槌球比賽，很有英國味。欣賞花團

錦簇的花園外，有機會目睹草地保齡球賽。之後前往羅吐魯阿湖畔，黑天鵝鳥類悠遊自在的生

活在湖邊。 

◎【紅木森林】，『魔戒』傳說中的紅木森林 RED WOOD，森林中充滿了空氣三大寶：純氧、

芬多精、負離子，讓人身心舒暢漫步在充滿芬多精的森林步道中，享受紐西蘭最新鮮的空氣。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遊船景觀西式料理 晚餐：山頂自助餐 

住宿：IBIS ROTORUA 或 SUDIMA HOTEL LAKE ROTORUA 或 NOVOTEL ROTORUA 

LAKESIDE 或 COPTHRONE ROTORUA 或 MILLENNIUM ROTORUA 或 DISTINCTION 

或 RYDGES ROTORUA 同級 

 
 

第六天 羅吐魯阿－奧克蘭風帆之都市區巡禮－奧克蘭／台灣(桃園國際機

場) 

今日於飯店用完早餐後，將返回奧克蘭市區，抵達後將展開市區觀光： 

參觀曾於兩千多年前爆發，高約１９６公尺的死火山－◎【伊甸山 Mt. Eden】登上伊甸山俯瞰

奧克蘭市景，是登高眺望的最佳地點。山頂有一個視野極佳的景山頂上有毛利人曾使用過的要

塞稱做ＰＡ，論其年代可溯及１２世紀，據說最盛時期，這裡曾有３０００名毛利人居住。奧

克蘭是紐西蘭北島的第一大城，同時也是一座天然良港。市街沿著死火山口所構成的丘陵地起

伏延伸，街道極富變化性，散發出獨特的魅力。 

▲【克爾喬瑟夫公園(工黨記念碑)】是為紀念紐西蘭第 23 任首相，也是工黨第一任領袖邁克

爾喬瑟夫(Michael Joseph Savage)而建的。他的主要貢獻是關注民生問題,使紐西蘭成為一個

福利型的國家。工黨紀念碑公園座落在風景優美，登高望遠的小山上。一年四季綠草茵茵，天

地開闊，白雲朵朵，也是遊人絡繹不絕的地方。 

後沿途經過▲【遊艇俱樂部、奧克蘭港灣大橋】及繁華的商業區等等。 

結束後將前往奧克蘭國際機場，準備搭乘班機經澳洲返回台灣，班機將於隔日抵達，今晚夜宿

機上。 

【參考行車距離】：羅吐魯阿－215KM (2.5HRS)－奧克蘭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SKY TOWER 自助餐 晚餐：機上晚餐 

住宿：機上 

 

第七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今晨飛抵台灣，結束愉快又充實的紐西蘭之旅。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