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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穷游er忠告
★ 骑行新西兰相对难度比较高：路面状况不佳、坡陡、风大，需要户
外露营。另外还有高物价、城镇之间距离较远、补给不便、手机网络
不佳等困难，因此需要骑行者有基本修车能力、较高的体力和户外生
存能力，不建议初级骑行者骑行。

★ 新西兰春、夏、秋三季均适宜骑车，不过新西兰纬度较高，平均温
度偏低，即使是夏季，新西兰昼夜温差也很大，白天可能30℃，夜间
或许低至10℃以下，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紫外线很强，注意做好防
晒措施。

★ 新西兰人民很友好，如果路上遇见困难，尽管放心拦车，很多人会
乐意帮助的。

★ 新西兰法律规定骑行者必须佩戴头盔。骑行时一定要在路肩
(Shoulder)内骑行。1号公路大型货车较多，注意避让。另外大型货车
擦身而过时的飓风，风力强劲一定要握好车把。

★ 新西兰山区路段坡陡弯急，下坡之前注意检查刹车，下坡时一定要
控制好车速。

★ 新西兰南岛人烟稀少，建议提前一天根据Google地图查询城镇、DOC
营地(由新西兰环境保护部管理的营地)情况，合理规划骑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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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新西兰速写
骑行在新西兰南岛，壮丽的风景就如同《指环王》中所描述的中土
世界那样波澜壮阔。新西兰风景变化的很快，从荡气回肠的中土世
界到小桥流水的江南人家，景色就在雪山、草原、森林、湖泊、白
云的组合中不断变幻着姿态。在Tekapo湖有全球最佳的星空观测
地，你可以在Tekapo湖边安营扎寨在夜幕中迎接那炫丽的星空；从

急救、匪警、火警、紧急交通事故：111   非紧急交通事故：＊555
货币汇率：1新西兰元≈5.2元人民币(2013年3月)    

插座：          电压：230V-240V  频率：50Hz

带自行车入境
★ 托运自行车
长途旅行通常会携带较多的行李，因此提前规划好自行车及行李配
置尤为关键，否则在机场不得不缴纳上千元的超重费时，你将欲哭
无泪！行李重量大致如下：自行车13公斤、自行车装车包2公斤、
自行车纸箱3公斤、单人帐篷2公斤、修车工具1公斤等。请出发前
合理计划行李配额。

自行车打包方法如下：将自行车前手把拆下捆绑在车架处，再将脚
蹬卸下，车胎放气，用自行车袋或者自行车箱打包即可顺利托运。
自行车打包时需仔细，将易损坏部分仔细包裹，比如后飞、后拨。
各航空公司及旅行保险公司均把自行车作为免责托运行李，因此需
仔细打包，损坏没人理陪。

澳新航线各航空公司经济舱行李额20公斤(廉航除外，另新西兰航空
23公斤，但仅限一件行李)，不过航空公司并无严格执行此标准，根
据经验25公斤以内柜台值机人员一般不理会，超过25公斤就有些困
难了。可以尽量多携带一些行李进机舱(如睡袋、防潮垫等)，修车工
具、帐篷、炉头等切记跟随自行车托运 (廉航除外)。

各航空公司关于自行车托运的规定如下：
传统航空公司(国航、澳洲航空、新加坡航空、新西兰航空、卡塔尔
航空等)：自行车按照标准拆卸和适当包装之后，可以作为普通行李
托运。

亚航：在普通行李费基础上加收人民币(或等值当地货币)手续费，建
议提前在网上预订。

Tekapo到Mt. Cook，这一线骑行就如同《指环王》中弗洛多向末
日火焰山进发的场景；中土世界的大气磅礴，低矮漂移的云层还有
那连绵的库克雪山始终伴你左右。骑行在新西兰你需要付出很多的
勇气和努力，但是老天又是如此的公平，付出之后它会用那绝美的
风景那加倍回报你。借用新西兰人常对我说的一个词，“Enjoy”！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nz/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nz/
http://guide.qyer.com/melbourne/
http://guide.qyer.com/melbourne/
http://guide.qyer.com/queenstown/
http://guide.qyer.com/queenstown/
http://guide.qyer.com/cycling-in-taiwan/
http://guide.qyer.com/cycling-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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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 请记得爱护自然，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捷星：自行车经合格包装后，其行李额可以包含在普通行李费    
         用内。

虎航：自行车等体育用品单独按件收费，每件30澳元(或当地等值
货币)。

南方航空：南方航空严格按照行李三边之后不得超过160厘米，否
则额外缴纳1000元人民币超大行李费(自行车箱三边之和175厘米
左右)，因此携带自行车乘坐南方航空要慎重！

★ Tips：机场的自行车托运服务
悉尼机场、基督城机场均有自行车纸箱销售。悉尼机场15澳元, 基督
城机场15新西兰元，如有需要建议提前与机场服务中心联系。墨尔
本、悉尼、奥克兰等机场抵达后，自行车将被单独放置在超大行李
区(Oversize Baggage)。

★ 入境申报
新西兰入境检查比澳洲更加严格，各类水果、种子、肉类严禁携带
入境。另外体育用品(如自行车、帐篷、登山鞋等)需入境申报。如被
查出违禁品且未申报，将会受到高达5000新西兰元罚款的处罚。如
申报体育用品，在入境时将被分流至人工检查。只要自行车、帐篷
等不是太脏或有太多泥土，海关简单目测检查后便放行。另外，新
西兰边检只盖入境章，不盖出境章。

自行车与户外装备
新西兰自行车运动发达，各城镇均有自行车店，小城市贵过大城
市。但是新西兰自行车及零配件价格全部是中国制造，价格是国内5
倍以上。如果需要工作人员组装或修理，还要另收取工时费，工时
费30-50新西兰元；所以如果不是不缺钱，建议尽量自己携带自行
车和常用的自行车备件，如内胎、钢丝、链条，并且自己有基本的
修车能力。

在澳洲、新西兰，不推荐长途骑行时使用折叠自行车。因为折叠车
虽然方便携带，但是爬坡路段非常陡峭，折叠自行车爬坡很困难；
下坡时由于折叠自行车车胎较细，不容易控制速度，还有安全风
险。另外澳洲、新西兰折叠自行车极为罕见，配件购买不易，因此
不推荐。

由于新西兰骑行要涉及露营和野外做饭的问题，如果以基督城为南
岛环岛骑行起点，建议在基督城购买相关露营户外装备。基督城的
户外用品店集中在西南侧绕城路外800米，Blenheim Road和
Mandeville Street交叉口(近基督城火车站)。

★ Tips：气罐接口特别提醒
澳洲、新西兰销售燃气罐有两种接口，一种是国内常用的螺纹接
口，一种就是国内比较少见的方形卡口。如果国内自带炉头的旅行
者，一定要将炉头带去户外店先试用再买！切记，否则会付出一晚
没吃饭的惨痛代价。

★ 自行车租赁 Bike Rental 
建议骑友们自带自行车及装备，因为新西兰租自行车价格实在太昂
贵了，而24速自行车即使全新在中国也只要千元左右。考虑新西兰
复杂的骑行条件，还是熟悉的自行车比较好。以City Cycle Hire公
司为例，这是基督城一家大型自行车旅游服务公司，提供自行车旅

行套餐及租赁服务。自行车骑行套装租赁(24速山地自行车、后驮
包、车锁、修车工具、头盔)，一周175新西兰元，二周281新西兰
元，三周368新西兰元，四周420新西兰元。
www.cyclehire-tours.co.nz

新西兰皇后镇自行车配件参考价格新西兰皇后镇自行车配件参考价格新西兰皇后镇自行车配件参考价格

器材 新西兰售价 中国售价

捷安特21速入门级
自行车

500新西兰元 900元

自行车头盔 120新西兰元起 200元起

1.75内胎 6新西兰元起 15元

骑行短裤 80新西兰元起 59元

1.75外胎 40新西兰元起 50元

自行车快修工具 59新西兰元起 50元

便携打气筒 50新西兰元起 39元

自行车后尾灯 35新西兰元起 10元

新西兰皇后镇自行车配件参考价格新西兰皇后镇自行车配件参考价格新西兰皇后镇自行车配件参考价格

器材 新西兰售价 中国售价

双人帐篷 100新西兰元起 迪卡侬200元起

睡袋 80新西兰元起 迪卡侬69元起

炉头 30新西兰元起 50元起

450g气罐 16新西兰元起 30元起

★ 自行车旅行套餐 Tours 
西方国家流行的自行车团队旅行，是由旅游公司组织，配备大巴、
货车、后勤车辆、工作人员等的数日团队游。每日安排50公里不等
在最漂亮的路段骑行，后勤车辆跟随，包含团队餐、住宿等，是目
前流行高等级团队旅行方式。当然价格也相当昂贵，不是一般人能
承受。以City Cycle Hire公司为例，基督城-但尼丁五日游团队报价
1595新西兰元起。

骑行季节
新西兰360度环海，是标准的海洋性气候。与北半球相反，这里的
夏季是从12月到次年3月，这时候万物生机，温暖舒适；即使在冬
天，这里也并不会冷得让大家不想出门。对于游客来说，从圣诞节
到次年2月是新西兰游的绝对旺季，而对于骑行来说春、夏、秋三季
都可以。5月到9月是这里的冬季，虽然是新西兰的滑雪季，但是也
是一年中最潮湿阴冷的时候，并不适合骑行。

新西兰昼夜温差很大，骑行特别是露营的话需要注意保暖。以南岛
两大主要城市为例，基督城(Christchurch)在最冷的7月、8月的最
高气温为10到11℃，最低气温会低至零上2℃；而在最热的1月、2 
月最高气温会达到21℃，最低气温也有12℃左右。皇后镇
(Queenstown)在最冷的7月、8月最高气温只有9到10℃，最低气
温会低至0℃；在夏天最热的1月、2月最高气温会有21℃，最低气
温为12℃左右。

http://www.cyclehire-tours.co.nz
http://www.cyclehire-tour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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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i-Site
一句话，在新西兰骑行，有困难找i-Site！i-Site即游客服务中心，遍
布新西兰各大城镇景区。皇后镇的i-Site条件很豪华，有两层楼，而
一些小镇的i-Site或许就隐藏在某居民家中。不过你尽可放心，在新
西兰只要有城镇的地方必定有i-Site，城镇入口必能看见i-Site
的“i”路标。

i-Site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且乐于助人，都是熟知当地情况的旅游专
业人士，无论是需要了解路况，还是预订、查询当地住宿(Motel、
Hostel、B&B、Campingground)，或是进行旅行咨询、索取优惠
券和地图，都能够得到满足，部分大型i-Site还有当地旅游纪念品售
卖。当然这里也提供公共厕所、休息、免费加水等服务，如果骑行遇
到困难，或者找不到住宿也可以求助于i-Site。

★ 手机与网络
新西兰各城镇的公共图书馆提供免费查询电脑，但是由于需要在路
上随时用手机查看地图、搜索周边信息，推荐选择合适的3G数据流
量套餐，有时也有免费WiFi。

WiFi
新西兰几乎所有的WiFi都收费，而且价格奇贵。免费的WiFi有：基
督城机场提供30分钟免费WiFi；基督城城区部分露天电话亭提供免
费WiFi；基督城城南的New World Supermarket South City提供
免费WiFi，而且还有桌椅和电源插线板，每天在此蹭网的国际友人
较多，建议提早去占位；但尼丁的Pennys Backpackers Lodge 
提供免费WiFi，不过速度较慢。

手机信号
新西兰手机信号不佳，即使在基督城等大城市手机信号室内覆盖也
比较差。另外6号公路(Wakarora至福克斯冰川)全程200公里无任
何手机信号覆盖。

3G套餐
由于WiFi价格昂贵，建议选择合适的3G数据流量套餐。可以在
Vodafone网页上购买任意预付费计划(20-30新西兰元)，再额外购
买数据流量套餐。Vodafone额外流量包：MI2GO，6新西兰元/
月，50MB；Broadband Lite，10新西兰元/月，100MB；
Broadband Surfer，30新西兰元/月，512MB。提醒：数据流量
购买方式跟国内不同。流量计划不能累加，必须用完预付费计划中
所包含流量或者致电客服取消预付费中所含流量，才能购买额外流
量包。具体资费详见：www.vodafone.co.nz

针对iPad的数据流量套餐有：Broadband Mini，10新西兰元/月，
512MB；Broadband Regular，50新西兰元/月，2G。此资费
SIM卡仅能在IPAD上使用，放在手机上仅能搜索到2G信号(GPRS)。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电话
Vodafone拨打国内或者短信回国内非常昂贵，建议在iPhone等智
能手机上装Skype，并购买Skype国内套餐，用3G+Skype拨打回
国，信号非常好，与普通电话效果无异。Skype中国套餐淘宝参考
价格25元人民币400分钟。发短信的话建议直接用中国移动发回国
内，0.39元/条。

★ 饮用水 
新西兰的自来水均可直接饮用，各加油站、商店、公共厕所都能非
常方便加水，完全不必单独购买瓶装水。

★ 公共厕所
新西兰各城镇、i-Site等处均有条件豪华的免费公共厕所，饮用自来
水、手纸一应俱全。

★ 搭乘巴士
Nakedbus是新西兰旅行最出名的巴士公司，经常有秒杀等促销活
动，推出比如从基督城到皇后镇只要1新西兰元的特价票。
Nakedbus线路穿梭于新西兰各大城市、景区，具体停靠站点可在
nakedbus.com查询。Nakedbus仅提供在线销售(支持iPhone)，
车票无须打印，可凭预订代码或邮件直接上车。Nakedbus的票价
构成类似亚航，促销期间会推出令人惊讶的价格，一般来说越晚预
订越贵。不能退票，如果改期需收手续费和补齐差价。携带自行车
需收取10新西兰元行李费。

餐饮
新西兰餐馆价格不菲，特别是小城镇鲜有餐馆或快餐店，因此午间
用餐多在超市和咖啡店中解决。至于麦当劳、KFC、Subway之类
的快餐店，路边广告牌一般是这样写的“目前您距离我们只有
50KM，90KM”。对于饥肠辘辘的骑车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完
成的任务。因此，推荐午餐在超市购买外带食品(牛肉派和馅饼)，并
采购齐晚餐所用大米或意大利面、火腿肠、鸡蛋、罐头等，晚餐自
己生火做饭。

New World超市食品参考价格New World超市食品参考价格New World超市食品参考价格New World超市食品参考价格

速食牛肉派 2新西兰元/个 廉价泰国大米 2新西兰元/KG

土豆 4新西兰元/个 廉价意大利面 1新西兰元/
500G

红辣椒 13新西兰元/
个

廉价鸡蛋(9个) 2新西兰元

西红柿 3新西兰元/个 旅行鸡肉罐头
(210g)

2.5新西兰元

廉价本地可
乐

1新西兰元/1.5L 旅行鱼肉罐头
(210g) 

2.1新西兰元

★ Tips：新西兰饮食小提示
新西兰纯牛奶很便宜，2新西兰元/1.5L。不过新西兰牛奶实在过于
纯正导致乳糖含量过高，国人体质可能有些不适应，喝了可能会腹
泻。新西兰人只吃白菜的菜心，不吃菜叶。因此超市仅对菜心收费，
菜叶免费。你可以免费拿超市的菜叶回去做汤或者炒菜(仅供参考)。

http://www.vodafone.co.nz/
http://www.vodafone.co.nz/
http://nakedbus.com/
http://naked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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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有两个大型连锁超市New World和CountDown，不过  
   仅在较大城镇才有。小超市4 Suqare则遍布各个城镇，4 
Square的价格平均要贵20%。小城镇的4 Suqare多在17点前关
门，需特别注意。4 Square超市提供外带(Takeway)食品，供应
派、馅饼、披萨等熟食。参考价格：派2新西兰元、馅饼4新西兰
元、披萨8新西兰元。新西兰的每个城镇都有大小不一的咖啡店，一
般都提供餐饮服务，咖啡4新西兰元，三明治7新西兰元，汉堡10新
西兰元。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住宿
如果你是经济充裕的骑行者，每个城镇均有各个档次的Motel，价格
在60-100新西兰元/间。在新西兰，仅大城市和著名旅游景点才会
有廉价的青年旅舍和背包客旅店(Backpackers)。如果你觉得Motel
的价格不是骑行者能接受的，那就忽略它，跟我来了解一下新西兰
的营地吧。新西兰的营地非常多，每个大小城镇、景点必有一处以
上的营地。所有已在新西兰环境保护部登记的营地可以在以下网址
查询：www.rankers.co.nz/respect，包括普通营地、DOC营地。

★ 普通营地 Holiday Park / Campingground
由私人为盈利而设立，一般在风景区、城镇周边。这种营地又称为
Caravan Park、Tourist Park、Campinggrond，澳洲营地多称
为Caravan Park, 新西兰营地多称为Holiday Park。可以搭帐篷，
也可以为房车充电、加水，并提供基础生活娱乐设施，例如客房、
厨房、澡堂、洗衣房、游乐区等，价格根据营地条件划分，一般来
说配备越齐全的营地价格越贵。一般来说新西兰KIWI Holiday park
或Top10 Holiday Parks等连锁品牌且支持网络预定的营地，都配
置豪华价格昂贵，即使Tent Site也可在30新西兰元起。普通的
Campingground价格低廉，一般每人4-12新西兰元。具体
Campingground地址可以在临近城镇i-Site咨询或通过网络查询，
非常方便大可放心。营地报价以上都是包含两人价格，如超过两人
需额外付费。另外很多营地针对单人骑行者打折，入住时告诉管理
员自己是Cyclist，Only One，都会有相应折扣。营地分类如下：
Tent Site：仅提供搭帐篷的位置，无电源供应。
No-power Site：此位置可以停放房车，无电源供应。
Power Site：此位置可以停放房车，并有电源/水源供应。

★ Tips：Holiday Park价格参考
以新西兰Wanaka相邻两个营地为参考：
KIWI Holiday Parks(Wanaka) 是新西兰连锁营地品牌，提供厨
房、澡堂、BBQ区、洗衣房、台球室、电视房、游泳池、儿童游戏
区等。Tent Site 36新西兰元，Power Site 40新西兰元。
Wanaka附近廉价私人营地，提供澡堂(需投币 1新西兰元/4分钟)，
Tent Site 8新西兰元，Power Site 12新西兰元。

★ DOC营地 DOC Standard Campsite
由新西兰环境保护部(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简称DOC)
管理的营地，一般设立于风景区、湖边、国家公园等地。这一类营
地提供最基础的露营生存条件，如桌椅、水源和公共厕所。水源多
为地下水和雨水收集点；公共厕所非抽水马桶，类似于国内的旱

厕，自然分解排泄物，但是厕纸是标配。
此类营地为免费或者很低的价位(1-10新
西兰元/人)。DOC营地都没有垃圾箱，需
带走所有垃圾。保护新西兰环境，一定要
从自己做起。骑行朋友们可以提前1日通过手机上的Google Map查
询前方100公里DOC营地及配置，根据自身情况规划一日骑行。

收费DOC营地必须自助主动付费。付费方式为在告示箱里取出表
格，按具体情况填好，保留副联，并把费用封进表格袋投入告示
箱。必须在扎营之前先付费。白天会有工作人员巡视，检查副联和
缴费情况。如下为付联样板，空白中需要依次填上：交通工具的编
号、需要露营几晚、到达日期、离开日期。

★ Tips：关于在城镇自由露营
新西兰大城市、知名景点、知名城镇是禁止在城区或景区范围内自
由露营的，不过小城镇一般没有明文禁止。17点之后整个城镇户外
空无一人，可以选择在中央公园树丛中露营，附近还有公共厕所、
饮用水可以补给。

★ 休息区 Rest Area
新西兰的公路每隔20公里左右均有条件不
一的休息区，可以选择在休息区露营。各
休息区条件各异，从最简单的桌椅，到厕
所、生火区、雨水收集点不一。新西兰的休
息区条件比澳洲差距非常大。南岛一路走来，配备厕所的休息区屈
指可数，绝对大部分仅提供桌椅。而澳洲的休息区，一般30公里简
易休息区，100公里豪华休息区(有厕所、水源等)。如打算在休息区
露营，请提前准备好饮用水。

★ 青年旅舍 Hostel / Backpackers
Hostel可以通过hostelworld.com手机版或者Google地图手机版
提前一天预订即可。新西兰Hostel只有大城市和著名景区才有，价
格一般在20-27新西兰元，YHA(www.yha.co.nz)和BBH系列
(www.bbh.co.nz)价格略贵，而且小城市贵过大城市。

★ B&B / Bed & Breakfast
顾名思义是住在当地人家中，提供一床、一早餐。新西兰沿途有超
多B&B，都是当地居民或是农场主开办。不过价格比较昂贵，约
100新西兰元/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尝试一次在当地人家
里住宿的感觉。具体B&B的情况可在邻近城镇i-Site查询，或者见
路边的指示牌。

http://www.rankers.co.nz/respect
http://www.rankers.co.nz/respect
http://hostelworld.com
http://hostelworld.com
http://www.yha.co.nz
http://www.yha.co.nz
http://www.bbh.co.nz
http://www.bbh.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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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公路
新西兰公路主要分为三大类：州际公路 ( S t a t e 
Highway)，主路(Major Road)，辅路(Minor Road)。
洲际公路是联通各大城市之间的最主要的高速路，一般
可以按照此路骑行，每条路都有自己独有的编号，便于
记忆识别。主路主要是连接小城镇的公路，如果想感受一下特殊的
骑行体验，可以走一段，不过比较容易迷失方向。辅路基本为不常
用的路，或者为通往私家农场的小路。

新西兰几乎所有的公路都可以骑车，南岛仅1号公路但尼丁段为
MotoWay，限制自行车通行：Dunedin Northern Motoway和
Dunedin Southern Motoway。

★ 主要公路
1号公路
起于新西兰北岛最北端Cap e R e i n g a，止于南岛最南端
InvInvercargill，是贯穿新西兰南北岛的国道。沿东海岸贯穿南北。
1号公路交通比较繁忙，北岛运原木的大型货车较多。

6号公路
沿西海岸贯穿南北。沿途景点有Lake Wakatipu、皇后镇、箭镇
(ArrowTown)、Lake Wanaka、Hawea、Mt. Aspiring国家公
园、福克斯冰川(Fox Glacier)、Franz Josef冰川。 

73号公路
连接东西海岸、翻越著名亚瑟山口(Arthur's Pass)和同名的国家公
园。另外新西兰一年一度著名的Coast TO Coast比赛就是在这条公
路上举行。选手们通过自行车、徒步、单人冲锋舟用三天时间从西
海岸到东海岸。

8号公路
Tarras至Timaru，沿途就是穿越著名的中土世界，沿途景点有
Lake Tekapo、Lake Pukaki、库克山(Mt. Cook)。

★ 公路状况 

交通
除了大城市周边，新西兰公路车流量很小，而且小汽车都很友好，
从很远就绕着骑行者走，更不会按喇叭。不过1号公路的集装箱型货
车比较多，这类货车通过时会刮起一阵飓风，千万小心。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路况
新西兰道路状况对自行车来说有些糟糕，很多路段的表层都有大量
细小碎石(感觉道路像是未完工状态，没有在上面铺设沥青)，因此对
车胎磨损很大，容易爆胎。而且路边碎啤酒瓶渣较多，容易扎胎。

坡度
新西兰道路坡度比较陡，普遍在10%左右(国内一般5%-9%，一般
不超过11%)。73号公路(Otira Hwy段)从Otira-Arthus's Pass这
10公里平均坡度为16%，更甚者Arrowtown-Wanaka的Crown 
Range Rd，距垭口最后五公里坡度甚至达到18%。

风区
新西兰南岛风区较多，一旦遇上侧风和逆风，别说骑车，连站立都
异常辛苦。以下是几个著名风区：
8号公路Lake Tekapo镇-Tekapo机场的5公里路段。 
8号公路Lake Pukaki绕湖10公里路段。那里从Mt. Cook吹过来的
狂风简直惊天地泣鬼神。
1号公路Dunedin Northern Motoway Waitati-Dunedin 15公里
路段，不仅坡度很陡14%，而且经过3个风区。

海拔
新西兰海拔不高，几个著名的垭口海拔不超过1000米。

南岛骑行参考线路
新西兰南岛环岛骑行是最值得推荐的线路。你可以根据自己时间来
规划，从1200公里到3000公里不等，这里推荐1600公里25天行
程计划，以基督城为起点和终点，先走东海岸，再骑西海岸。因为
西海岸比较荒凉，城镇距离相距较远，手机信号覆盖不佳。大家可
以在东海岸适应新西兰之后再骑上西海岸，最终翻越亚瑟山口回到
基督城。由于新西兰小城镇超市多在17点前关门，每天中午时分最
好计划一个补给城镇，以便补充好食材。

基督城(Christchurch) - Geraldine
里程：145公里。
路程：1号、79号公路。
概况：从基督城到Geraldine约130公里，路非常平骑行很轻松。可
以在Ashburton补给，这有大型超市。
住宿：可以在Geraldine露营。

Geraldine - Lake Tekapo
里程：90公里。
路程：79号、8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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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强度较大，一直在起伏山间骑行。在伯克斯帕斯垭口 
   (Burkes Pass)骑至最高处，海拔709米。午餐可在费尔利
(Fairlie)补给。Lake Tekapo镇比较繁华，有4 Suqare超市，公共
厕所有洗手液、热风机、电源充电设备，还有传说中在新西兰都数
一数二的日式料理餐馆。店名是Kohan Japanese Restaurant(湖
畔)。湖边还有历史悠久的牧羊人教堂(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住宿：建议在Tekapo湖畔露营，风景壮丽，星空美不胜收，可以看
到北半球看不到的南十字星。 

Lake Tekapo - Twizel(Pukaki湖边废弃i-Site)
里程：50公里。
路程：8号公路。
概况：风景壮丽，强度较大。从Tekapo镇到Tekapo机场8公里，
和Lake Pukaki绕湖路段都是强风区。中途无任何补给，一定要在
Tekapo采购好全部食材。
住宿：可以在距离8号和80号公路交叉口以东3公里处，i-Site游客
服务中心露营。此处已经废弃，但是有厕所、花园和座椅，并提供
地下水源补给。

Twizel - Mt. Cook(库克山国家公园)
里程：50公里。
路程：80号公路。
概述：沿Lake Pukaki骑行，风景非常漂亮。但是前往Mt. Cook多
为逆风骑行，强度较大，另外沿途无任何补给，需要提前准备好饮
用水及食物。库克山国家公园风大，不建议露营。YHA Mt. Cook
经常床位紧张建议提前2天预订，或者电话预订Mt . Cook 
Backpacker Lodge (03) 435 1653。
住宿：YHA Mt Cook，32新西兰元/床位，建议提前一天预订。

Mt Cook - Twizel镇(特威泽尔)
里程：60公里。
路程：80号、8号公路。
住宿：镇外有CampingGorund。推荐High Country Lodge and 
BackPackers(双人间，提供免费咖啡，32新西兰元/床位)，镇中有
两家4 Suqare。

Twizel - Kurow
里程：80公里。
路程：80、83号公路。
概况：可以在Omarama午餐补给。
住宿：可以在Kurow的Campingground露营。

Kurow - Oamaru
里程：80公里。
路程：83、1号公路。
概况：一路下坡，很轻松。Oamaru有大型超市。
住宿：可以在Oamaru中央公园的露营区。

Oamaru - Palmerston
里程：70公里。
路程：1号公路。
概况：1号公路车流量较大，注意在路肩内骑行，小心大型货车。沿
途有城镇补给。
住宿：Palmerston公园内露营，有桌椅和公共厕所。

Palmerston - Dunedin(但尼丁)
里程：70公里。
路程：1号公路。
概况：强度很大，特别是从Waitati到但尼丁20公里，期间不断上上
下下，而且有数个强风区。另外此段路有约 1 5 公 里为
Motoway(Dunedin Northern Motoway)禁止自行车通行，不过
绕道小路为碎石路面，而且要绕很多公里，更难通行。虽说是
Motoway但是路肩更加宽阔，骑友们可以自己掂量。
住宿：Penny's Backpackers Lodge(23新西兰元/床位)，提供免
费WIFI、咖啡和茶。

其他：但尼丁是新西兰第二大城市，也是新西兰最富有的城市，有
很多富有新西兰历史感的建筑。从古典维多利亚建筑的火车站开
始，沿着城内步行道就可以开始你的但尼丁建筑遗产之旅了。当然
你还可以在St Clair海滩等待日落的降临，或者背着冲浪板挑战这里
的海浪。这里也是吉百利巧克力工厂的总部所在地，目前已经开放
成为游乐园性质的博物馆。Otago Peninsula是这座城市的点睛之
笔，CNN曾评论这里为世界十大最浪漫的求婚地之一。Larnach 
Castle(Larnach城堡)也坐落在这个半岛上，以14英亩的花园而闻
名。这里也是珍稀黄眼企鹅(Yellow Eyed Penguin)的家园，可以
在黄眼企鹅保护区看到他们。但尼丁的Baldwin St.街是世界上最陡
峭的有人居住的街道，每年7月，但尼丁的巧克力厂会制作上万块巧
克力，然后从这条街的顶端滚下来免费让大家品尝。

Dunedin - Balclutha
里程：80公里。
路程：1号公路。
概况：全程为起伏路段，强度较大。另外Dunedin Southern 
Motoway禁止自行车通行，可以在Motoway入口根据自行车骑行
提示绕路骑行。
住宿：Balclutha公园旁的Campingground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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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clutha - Gore - Lumsden
         里程：140公里。
路程：1、94号公路。
概况：Gore至Lumsden 60公里路面很平，骑行轻松。另外Gore
有大型超市和廉价H o s t e l 。 L u m s d e n 仅有M o t e l 、
Campingground和小型超市，建议在Gore补给。
住宿：Lumsden镇外Campingground 。

Lumsden - 皇后镇(Queenstown) 
里程：100公里。
路程：6号公路。
概况：从Lumsden到Kingstone60公里一路缓上坡，期间无城镇
补给。
住宿：YHA Queenstown Lakefront(25新西兰元/床位)。
其他：皇后镇(Queenstown)是南岛的标志，冬天的皇后镇是滑雪圣
地，无雪的季节这里便是极限运动的天堂。这里是商业蹦极运动的
发源，也是电影《指环王》的主要拍摄地。当地的i-Site会提供数不
胜数的游玩项目，从蹦极到滑翔伞，从跳伞到索道滑行、喷射快
艇。你还可以在Kawarau Bridge尝试蹦极，位置在箭镇路口过后，
陡坡开始之前右拐5公里处，一次180新西兰币，在跳下后有机会触
碰到下面的湖水。www.bungy.co.nz/kawarau-bungy-centre

皇后镇 - Arrowtown - Wanaka
里程：80公里。
路程：Malaghans Rd和Crown Range Rd。
概况：Crown Range Rd有10公里强上坡路段，强度超大，最大坡
度达到18%，另外直到翻越垭口之后的Cardrona才有城镇补给，建
议在翻越Crown Range Rd之前在Arrowtown做好充分补给。
Crown Range Rd此段路程很美丽，山顶可以俯瞰皇后镇机场，跟

飞机在同一高度时欣赏飞机着陆。如选择在Wanaka机场跳伞，可
以在距离机场以东Luggate镇的Campingground露营。
住宿：YHA Wanaka Purple Cow(26新西兰元/床位)；如选择在
Wanaka机场跳伞，可以在距离Wanaka机场以东2公里Luggate镇
的Campingground露营。

其他：Arrowtown是一个因历史上开采金块而闻名的小镇。镇上有
60多栋19世纪的建筑，有很多关于当年数千名中国矿工来这里采矿
的介绍，可以参观曾经的中国矿工居住区，感受他们当年生活和劳
作的艰辛。湖区博物馆更是新西兰最好的小型博物馆之一。
Arrowtown是这段路上最有商业气息的小镇。主路两旁是历史的建
筑和各式的金店。

★ Tips：尝试一下高空跳伞
在新西兰一定要去体验高空跳伞(Sky Dive)。Wanaka和福克斯冰
川都有，而最出名的高空跳伞在Wanaka。高空跳伞真得非常刺
激，但是并不可怕，只要没有心脏病或者体重超过170KG均可参
与。在10000英尺高空那纵身一跃，享受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相
信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Wanaka高空跳伞
地点：Wanaka机场，位于6号公路距离Wanaka镇以东10公里处。
预订：可以在Wanaka的i-Site预订，费用大约500新西兰元，需要
预付30新西兰元订金。推荐在www.skydivewanaka.com在线预
订，有30新西兰元优惠！如遇天气原因可以免费退订金。
交通：跳伞公司提供Wanaka镇i-Site到机场的免费交通车。如果骑
友也打算跳伞可以在距离机场以东2公里的Lugg a t e镇的
Campingground住宿，次日直接骑车至Wanaka机场。露营费用5
新西兰元，提供澡堂、洗衣房，无厨房。

http://www.bungy.co.nz/kawarau-bungy-centre
http://www.bungy.co.nz/kawarau-bungy-centre
http://www.skydivewanaka.com
http://www.skydivewana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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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aka - Makarora
         里程：70公里。
路程：6号公路。
概况：Makarora仅有一很小商店，价格贵物品少，建议在Wanaka
提前采购。Makarora无手机信号。
住宿：Makarora仅有Campingground(12新西兰元/Tent Site)，
提供厨房、澡堂等。另外Makarora往Hasst方向前行15公里，山谷
风景优美处有一Campingground。这一天会经过两座美丽的湖：
瓦纳卡湖(Lake Wanaka)和哈威亚湖(Lake Hawea)。

Makarora - Hasst 
里程：80公里。
路程：6号公路。
概况：翻越Haast Pass哈斯特垭口，海拔最高564米。期间无任何
补给，建议提前做好准备。途中有山泉作为饮用水。Hasst仅有一小
型超市，全程无手机信号(包括Hasst)。
住宿：Hasst镇外Campingground。

Hasst - 福克斯冰川(Fox Glacier)
里程：120公里。
路程：6号公路。
概况：全程无补给、全程无手机信号，一定要在Hasst采购好食材。
Hasst往Fox Glacier方向26公里处有一大型休息区/观景点
(Knights Point Lookout，海景超美)有公共厕所、桌椅、地下水、
亭子可供露营。
住宿：Fox Glacier Inn(25新西兰元/床位)。
其他：Fox冰川全长13公里，汇集了四座高山冰河的降雪。如果有
时间，可以冰川徒步游玩Franz Josef冰川和福克斯冰川。可以在当
地报名参加徒步冰川探险项目，有适合不同身体素质和不同时间长
短的项目可以选择。另外还有更昂贵一些的直升机之旅。
Franz Josef冰川探险向导公司：www.franzjosefglacier.com
福克斯冰川探险向导公司：www.foxguides.co.nz

Fox Glacier - Lake Ianthe
里程：100公里。
路程：6号公路。
概况：Fox Glacier 到 Franz Josef Glacier一共要翻越三个山头，

强度较大。可以住宿在Lake Ianthe湖边的国家公共营地，提供桌
椅、公共厕所、地下水，建议在距离Lake Ianthe15公里的HariHar
提前采购食材。
住宿：Lake Ianthe国家公共营地(6新西兰元/Tent site)。

Lake Ianthe - Kumara
里程：90公里。
路程：6、73号公路。
概况：Kumara较小，建议在Hokitika的大型超市提前采购食材，另
外Hokitika有廉价Hostel。
住宿：Kumara镇外Campingground。另外Kumara往Arthur's 
pass方向10公里有一休息区可以露营，提供桌椅和溪水。

Kumara - Arthur's Pass town
里程：75公里。
路程：73号公路。
概况：从Otira到Arthus's Pass亚瑟山口的12公里为超强爬坡路
段，平均坡度达到16%。建议在Otira做好充分休息，Otira有小型
商店。
住宿：YHA Arthur's Pass(27新西兰元/床位)。

Arthur's Pass Town - Springfield
里程：105公里。
路程：73号公路。
概况：全程为起伏路段强度较大，特别是Castle Hill至未知垭口的
13公里，坡陡风大。建议在Arthur's Pass Town做好补给，
Castel Hill仅有一小型商店。距离Arthur's Pass Town 35公里，
Lake Pearson湖畔有休息区可供露营，风景超美，提供桌椅。距离
Arthur's Pass Town 45公里，BrokenRiver Park有公共露营区
(6新西兰元/人)，提供木屋、厕所、雨水收集点、溪水等。
住宿：SpringFiled镇外Campingground。

Spring - Christchurch
里程：70公里。
路程：73号公路。
概述：全程缓下坡，骑行轻松。
住宿：基督城的Tranquil Lodge(25新西兰元/床位)。

http://www.franzjosefglacier.com
http://www.franzjosefglacier.com
http://www.foxguides.co.nz
http://www.foxguide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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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急救，匪警，火警，紧急交通事故： 111
非紧急交通事故： ＊555

★ 医疗应急
新西兰医疗费昂贵，建议出发前买好相应旅行保险。来新西兰之前建
议准备一下适合自己的常用药物，比如止泻、感冒药一类。带过量的
抗生素进入新西兰一定要申报，并带上英文说明书备查。

★ 治安
新西兰治安非常良好，不过基督城应注意提防酗酒后的毛利人。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惠灵顿)
地址：2-6 Glenmore Street, Kelburn,Wellington,New Zealand
电话：4749631
传真：4990419
紧急联络电话：+64-21-528663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请不要直接施舍⾦金钱、⽂文具或糖果给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如果想帮助当地⼈人，可以做志愿者，或者向当地学校或扶贫机构捐赠。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至：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m.qyer.com/


Skyline Queenstown
皇后镇天空缆车

缆车+滑板车3次： 
穷游折扣价：成人$39.6，儿童（5-14岁）$30.6
Discount Price: 
Gondola+ 3 Luges ：Adults $39.6,  Child $30.6(age 5 – 14)
套餐原价： 成人$44, 儿童（5-14岁）$34
Gondola+ 3 Luges ：Adults $44, Child $34
 
Opening time 营业时间：
Gondola缆车: 9am – closed 9am—关门
Lunch午餐: 12pm – 2pm
Dinner晚餐: 5:45pm – 7:45pm OR或8:15pm – closed
Luge滑板车10am – 7.30pm
地点：Brecon 大街最顶端。距离皇后镇市中心步行仅5-10分钟。
Address: at the end of Brecon Street.
预订电话Booking contact number：+64 3 441 0101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Ziptrek Ecotours 
皇后镇生态高空滑锁
Kea 之旅 （长线，6条滑锁）

穷游折扣价： 成人$161.1   儿童（5-14岁）$116.1 
Discount Price：Adult $161.1  Child $116.1
原价：成人$179，儿童$129
时长：3小时
地点：乘坐Skyline天空缆车上到山顶，左转直走100米
注意：请提前15分钟到达山顶树屋，请将缆车时间（5-10分
钟）计划在内；高空滑锁不包含天空缆车票，起点在山顶树
屋，结束点在山底。
预订电话：+64 3 441 2102

Kea 6 Line-Tour
Retail Price：Adult $179,  Child$129
Duration：3 hours
Address：The Ziptrek Tour Area is located on 
Queenstown's iconic Gondola Hill. Go up to the top of 
the hill via Gondola. Exit left from the upper gondola 
terminal and walk 100 metres past the heli-pad.
Booking Contact Number：+64 3 441 2102
P.S.：please take Gondola to the top of the hill in 
15minutes advanced.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立减
10%

Skyline Queenstown
皇后镇天空缆车

立减
10%

缆车+自助午餐+滑板车3次：
穷游折扣价： 成人$67.5，儿童（5-14岁）$45
Discount Price: 
Gondola + Lunch + 3 Luges ：Adult $67.5, Child $45
套餐原价： 成人$75, 儿童（5-14岁）$50
Gondola + Lunch + 3 Luges ：Adults$75, Child $50
 
Opening time 营业时间：
Gondola缆车: 9am – closed 9am—关门
Lunch午餐: 12pm – 2pm
Dinner晚餐: 5:45pm – 7:45pm OR或8:15pm – closed
Luge滑板车10am – 7.30pm
地点：Brecon 大街最顶端。距离皇后镇市中心步行仅5-10分钟。
Address: at the end of Brecon Street.
预订电话Booking contact number：+64 3 441 0101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立减
10%

缆车+自助晚餐+夜空观星：
穷游折扣价： 成人$99，儿童（5-14岁）$48.6 
Discount Price: 
Gondola + Dinner + Stargazing : Adult $99, Child $48.6
套餐原价： 成人$110, 儿童（5-14岁）$54
Gondola + Dinner + Stargazing：Adults $110, Child $54

Opening time 营业时间：
Gondola缆车: 9am – closed 9am—关门
Lunch午餐: 12pm – 2pm
Dinner晚餐: 5:45pm – 7:45pm OR或8:15pm – closed
Luge滑板车10am – 7.30pm
地点：Brecon 大街最顶端。距离皇后镇市中心步行仅5-10分钟。
Address: at the end of Brecon Street.
预订电话Booking contact number：+64 3 441 0101

Skyline Queenstown
皇后镇天空缆车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穷游折扣价： 成人$405   儿童（5-14岁）$283.5
Discount Price：Adult $405,  Child $283.5
原价：成人$450，儿童价（4-14岁）$315
活动时间（包括冰川着陆）：一共50分钟
起飞地点：Lucas Place大街, 皇后镇机场附近，或提前通知直
升飞机公司，有专车接送
预订电话：+64 3 442 3034
Retail price：Adults $450, Child $315
Duration: 50minutes
Address：Lucas Place, Queenstown Airport. Or require 
pickup when you make a booking.
Booking Contact number：+64 3 442 3034

The Helicopter Line 直升机公司 
Southern Glacier 南部冰川之旅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穷游折扣价：成人$162   儿童（5-14岁）$117
Discount Price：Adult $162，Child $117
原价：成人$180，儿童$130。
价格包括秋千、大巴接送、棒球帽、证书
蹦极高度：70米的自由落体，秋千幅度300米。
荡秋千者：最小年龄10岁，最小体重35公斤，最大体重220公斤
Jumper: minimum age 10; minimum weights 35kg; 
maximum weights 220kg.
活动时间：早上8点开始（除圣诞节外）
集合点：皇后镇市区Station Building /
Station Building, Queenstown Centre
活动时间：约4小时
Retail price: Adults, $180, Child:$130. Price including 
Swing, bus pickup, Baseball hat, Bungy certificate.
预订电话：+64 3 450 1300

AJ Hackett Bungy AJ 哈克特蹦极  
内维斯秋千 Nevis Swing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穷游折扣价： 成人$116.1   儿童（5-14岁）$71.1
Discount Price：Adult $116.1  Child $71.1
原价：成人$129，儿童（6-14岁）$79
时长：1.5 – 2小时

Moa 4 Line-Tour
Adult $129
Child$79
Duration: 1.5 – 2 hours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Ziptrek Ecotours 
皇后镇生态高空滑锁
Moa 之旅 （短线，4条滑锁）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穷游折扣价：$159
Discount Price：Cruise + bus + picnic lunch ：$159
原价：游船+大巴+午餐 $179
时间：早上7:30-下午7:30
接送地点：根据旅客酒店的住所，接送时间有差异，请以预订
行程时，旅游公司给出的时间为准。
订票地址：30 Shotover 大街
预订电话：+64 3 441 1137

Time: 7:30am – 7:30pm
Retail Price:  Cruise + Bus + Picnic Lunch： $179
Pickup Location: pick up from your hotel. Pickup time 
is according to Southern Discoveries
Booking location: 30 Shotover Street.
Booking contact number: +64 3 441 1137

Southern Discoveries  
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

立减
$20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穷游折扣价： 成人$162   儿童（5-14岁）$117
Discount Price： Adult $162，Child $117
原价：成人$180，儿童$130。
价格包括蹦极、蹦极T-shirt、蹦极证书
蹦极高度：47米，跳台坐落在离皇后镇400米高的天空缆车顶部
蹦极者：最小年龄10岁，最小体重35公斤，最大体重107公斤
Jumper: minimum age 10; minimum weights 35kg; 
maximum weights 107kg.
活动时间：中午12点开始（除圣诞节外），新西兰唯一夜间开
放的蹦极
集合点：天空缆车山顶 / At the top of Gondola
活动时间：1个小时
注意事项：缆车票不包含在蹦极费用内 / Bungy price is not 
including Gondola ride.
Retail price: Adults, $180, Child:$130. Price including 
Bungy, Bungy T-shirt, Bungy certificate.
预订电话：+64 3 450 1300

AJ Hackett Bungy AJ 哈克特蹦极  
平台蹦极 Ledge Bungy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穷游折扣价： 成人$135   儿童（5-14岁）$90
Discount Price： Adult $135，Child $90
原价：成人票$150，儿童$100。价格包括秋千、证书。
荡秋千者：最小年龄10岁，最小体重35公斤，最大体重107公斤
Jumper: minimum age 10; minimum weights 35kg; 
maximum weights 107kg.
活动时间：中午12点开始（除圣诞节外）
集合点：天空缆车山顶 / At the top of Gondola
活动时间：1小时
注意事项：缆车票不包含在蹦极费用内 /
Bungy price is not including Gondola ride
Retail price: Adults, $150, Child:$100. Price including 
Swing. Bungy certificate.
预订电话：+64 3 450 1300

AJ Hackett Bungy AJ 哈克特蹦极  
平台秋千 Ledge Swing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穷游折扣价：$162
Discount Price： $162
原价：统一票价$180。 
价格包括蹦极、大巴接送、蹦极T-shirt、蹦极证书。
高度：43米
蹦极者：最小年龄10岁，最轻体重35公斤，最大体重235公斤
Jumper: minimum age 10; minimum weights 35kg; 
maximum weights 235kg.
活动时间：早上9点开始（除圣诞节外）
集合点：皇后镇市区Station Building /
Station Building, Queenstown Centre.
活动时间：大约2.5个小时
Retail price: $180, Price including Bungy, bus pickup, 
Bungy T-shirt, Bungy certificate.
预订电话：+64 3 450 1300

AJ Hackett Bungy AJ 哈克特蹦极  
卡瓦劳大桥蹦极 
Kawarau Bridge Bungy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穷游折扣价：$234
Discount Price： $234
原价：统一票价$260。
价格包括蹦极、大巴接送、蹦极T-shirt、蹦极证书。
南半球最高蹦极 134米
蹦极者：最小年龄13岁，最小体重45公斤，最大体重127公斤
Jumper: minimum age 10; minimum weights 45kg; 
maximum weights 127kg.
活动时间：早上8点开始（除圣诞节外）
集合点：皇后镇市区Station Building/
Station Building, Queenstown Centre.
活动时间：约4小时 / 4 hours
Retail price: $260, Price including Bungy, bus pickup, 
Bungy T-shirt、Bungy certificate.
预订电话：+64 3 450 1300

AJ Hackett Bungy AJ 哈克特蹦极  
内维斯蹦极 Nevis Bungy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穷游折扣价： 
成人$107.1   儿童（5-15岁）$62.1 Discount 
Price： Adult $107.1 , Child $62.1 (age 5 – 15)
原价：成人票$119，儿童$69（5-15岁）。 
水下观景台：搭乘快艇的每位乘客都可免费进入皇后镇唯一的
水下观景台，您可以观赏到肥大的鳟鱼和活泼的鸭子。
Underwater Observatory: You’ll descend beneath the 
lakes surface to view the Underwater Observatory 
where you can feed the fish that thrive close to the 
shore.
出发时间：每天9点（夏季）或10点（冬季）第一班行程出
发，之后每小时一班。全年开放，除圣诞节12月25日外。
Departure time: Start from everyday 9am(Summer 
time) or 10am(Winter time), then every one hour. 
Close at 25th of Dec. 
出发地点：皇后镇中心码头
Location：Main Town Pier, Queenstown 9348
预订电话：+64 3 442 6142
Reservation number: +64 3 442 6142

卡瓦劳喷气快艇 KJet Boating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穷游独享： 
赠送价值$30 的DVD纪念品 Free DVD ($30 value)
价格：成人$445， 儿童（4-12岁）$295
Price： Adult $445, Child $295
乘客：个人最大体重136kg
Passenger：maximum weights:136kg
接送地址：热气球公司提供专车接送
Pickup location: Transport is provided and from 
accommodation.
注意事项：乘客须在接送车到达前提前至少30分钟电话与公司
确认当天天气状况是否允许飞行
P.S.: Passengers need to call Sunrise Balloons 30mins 
before pick up time to find out if flight is 
operating(weather permitting)
活动时间：3-4小时（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 
Duration: 3-4hours
起飞时间：5:30am（依季节而定）
Take-off time：5:30am（depends on season）
预订电话：
0800 468 247（新西兰境内）/ +6434420781(国际)
Reservation number：
0800 468 247(within NZ) /+6434420781(International)

日出 热气球飞行 Sunrise Balloon 立省 
$3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穷游独享： 5折优惠的价值$30的精美纪念册 
Special offer： 50% off a special personal printed 
“Multishot”(retail price $30)
预定地址：37 Shotover大街 
Address：37 Shotover Street, Queenstown
预订电话：
0800 279 464(新西兰境内) / +64 3 442 6990(国际)
Reservation number：0800 279 464(within NZ) / 
+6434426990(International)
价格：$199， 参观者$20
Price：$199, spectactor$20
跳崖者：个人最大体重135kg，最小年龄10岁，小于16岁的
儿童必须有监护人陪同。
Jumper：Solo maximum weight is 135kg, minimum 
age 10years, parental/guardian consent required for 
anyone under 16 years.
开放时间：从早上8：30开始，每小时一趟，直到下午5:30关闭
Opening time：start from 8:30am, every 1 hour, 
close at 5:30pm

 肖托弗峡谷秋千(世界最高的悬崖跳)
 Shotover Canyon Swing 
（world’s highest cliff jump）

立省 
$15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穷游独享： 全场9折
Discount Price： 10% off
地址：87 Beach 大街
Address：87 Beach Street, Queenstown, New Zealand
电话：+ 64 3 442-6444
Phone：+ 64 3 442-6444
传真：+ 64 3 442-6446
Fax：+ 64 3 442-6446
工作时间：
9:30am－10pm, 一周7 天.
Hours：
9:30am －10pm, 7 days a week.

奥提尔新西兰礼品店
Aotea New Zealand Souvenirs

立减
10%

请打印并剪下使用

♥ 穷游专属优惠
请剪下此券买票时出示。
有效期至Expired date: 31/03/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