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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穷游er忠告
插座：         电压：230V-240V  频率：50Hz 
★ 建议大家在出发前提前在租车公司网站上预订好车，订好每晚住宿
的酒店旅馆，免得因为旺季等原因出现涨价或订不到的问题。

★ 在做自驾计划时，由于道路条件等原因，实际上行驶的时间要远多
于GPS或地图上所标明的时间，请大家在每天行驶时预留出足够的时
间，避免开夜车。

★ 在各旅游热点地方都会有给旅游者提供信息的中心(i-site)，如果有
需要，可以去里面拿一些材料。他们会提供当地住宿，饮食，游玩项
目的信息。 

★ 出发前检查油量是否充足，尽量不要把油开到耗尽才加油，在有些
小镇加油并不容易而且油价也很高。

★ 在一些小镇，超市关门较早，因此大家一定要在方便的地方备好食
物饮用水，以免有钱花不出去。

★ 冬季雪天在新西兰自驾旅行，需要在车的轮子上固定铁链，以便提高
抓地能力。如果这个季节在新西兰驾车，请务必与租车公司确认安装，
并确定自己能够驾驶，以保证安全。

★ 在新西兰高速路上，经常会遇到所谓“摩托车党”成群结队驶过，
请大家不要惊慌，他们没有恶意，并不会拦车抢劫。

★ 如果你是驾驶房车旅行，请按照地图上指示的可以专供房车停车的
地方过夜，不要擅自在你所想的任何地方停车过夜。

★ 由于新西兰是有名的红酒产地，在公路上行驶也经常会看到很多酒
庄的招牌，不妨驱车直入，酒庄的工作人员会热情的给你讲解红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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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过程，并免费让你品尝各式红酒，如果喜欢可以买两瓶，注意开
车的朋友就忍一下吧。

★ 关于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环岛的问题，见仁见智，其实差别没有很
大，不过逆时针会让你在旅途中有渐进的感受。

★ Tips：一定要牢记交通安全！
1. 与国内不同，在新西兰要保持在公路的左侧行驶。因遇到交叉路
口时，辅路车辆要给主路车辆让行，转弯车辆一定要给直行车辆让
行。过环岛时，要向右看，给右方车辆让行。

2.  遇到所有斑马线，或遇到行人通行的情况，必须让行人先行。

3.  驾驶员在驾驶时使用手机打电话或发短信是违法的。

4. 请严格按照时速要求行驶，在遇到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从后方快
速驶来时，请在安全情况下靠道路最左面行驶或靠边停车，把道路右
面让给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

5.  驾车时，车内所有人员必须系安全带，否则会被警察罚款。

6. 请驾驶者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不要疲劳驾驶，新西兰南岛路面复
杂，多环山路，也很陡峭，时刻需要注意力集中开车。

关于新西兰
新西兰，南太平洋的岛屿国家。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早迎接新一天的国
家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慕名而
来的游客。而这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以自驾的旅游方式来度过
难忘的新西兰之旅。原因不言自明，地广人稀，山川湖泊美景如画，
没有哪个国家比这里拥有更美的窗外景色，没有哪个国家比新西兰更
适合泊车农场与农场主攀谈，没有哪个国家比新西兰更适合在路上找
寻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新西兰除了冬季情况较特殊以外，长年适合自驾旅行，且景色千差万
变。春冬季，更可以看到山顶白雪覆盖，溪川流淌。夏秋季，满目金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cycling-in-nz/
http://guide.qyer.com/sydney/
http://guide.qyer.com/sydney/
http://guide.qyer.com/singapore/
http://guide.qyer.com/queenstown/
http://guide.qyer.com/queens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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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交通标志
★ 限速标志 SPEED LIMIT
一般新西兰主要公路大多为100公里时速限
制，市区时速为50公里。遇到限制时速标志
时，意味着你不能超速。

如果出现右侧标志，意味着尽管时速为规定时速
100公里，但路况有时并不适合以规定时速行进，
请尽量减速。而且请注意路旁骑车人，注意避让。

★ 停车标志 STOP

一般会在路口看到此标志，此标志出现时，请务必
在实线后面停车并观察来往车辆(需要停车至少3
秒，否则会被罚款)。只有在确保无来往车辆或安全
时，才可以安全驶出。

★ 让路标志 GIVEWAY

遇到让路标志时，需要减速给来往车辆让路并做好
停车准备，在特殊情况出现时需要马上停车。

★ 单行桥梁标志

在新西兰自驾，最常见也最难理解的便是单行桥梁标志。与国内大多
数公路不同，新西兰由于地理地势原因，公路基本上都修建得很窄，
通常为上下双车道。同时由于南岛山峦起伏，每到春季，山顶的雪水
融化，顺山势流淌下来，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溪流。由此，在自驾中
便会路过许多桥梁。这些桥梁由于修建的比较简单，通常只会有一条
车道共来往通行，在没有交通灯的指挥下，自驾者必须弄清楚桥梁标
志的含义，才能确保安全的行车。
 
具体说来，在公路上如果遇到单行桥梁标志，一方车辆一定要给另一
方让路，不过先后顺序要根据具体标志来看。首先，当你遇到桥梁
时，要提前减速，准备好停车的准备。

如果遇到右侧这两个标志，代表你必须要先让
行对面行驶来的车辆。

如果遇到右侧这个标志，代表如果对面没有来车时，你
可以继续减速安全驶过桥梁，即使对方向有来车，也会
停车给你避让，让你先行。

其他特殊道路标志
★ 道路变窄标志 Road narrows
在公路上自驾时，常会看到这个标志，意味着前
方公路会变窄，请大家减速并提高注意力。

★ 光滑路面标志
在雨天或结冰路面遇到此标志时请减速慢行，尤其是
在走盘山路时。由于南岛多数时候都是在山中穿行，
因此请特别留意此标志。

★ 注意牲畜标志
新西兰乡间路上经常会有牲畜出现，如果遇到此指
示牌时请注意暸望，遇到牲畜时请减速慢行，如果
有必要须停车，并且禁止鸣笛，等待牲畜先通过或
听从放牧者指挥。

★ 铁路交叉路口标志
新西兰铁路路口只有半数有交通指挥系统，因此当
遇到铁路交叉路口时，如果遇到停车标志时，请务
必停车暸望，如果安全可以通过；如果遇到减速标
志时，需减速准备停车，确保无火车经过时，才可
以安全通过。不可以在铁道上停车。

★ 信息中心标志(i-site) 
对于出来乍到的旅行者来说，各地的信息中心标志
会指引你到当地提供旅游咨询的信息中心，在那里
你可以询问了解游览项目，住宿地点以及和服务人
员探讨你的旅游计划。请大家留意。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驾驶规则
★ 左侧行驶
与国内不同，新西兰是右舵驾驶，所以要保持在公
路的左侧行驶。因为驾驶习惯不同，刚开始驾驶右
舵车肯定会有不习惯，尤其是在转向的时候，稍不
注意就会造成危险。所以取到车后先要初步了解油
门、刹车、手刹及转向灯、远光灯、雾灯等位置，
熟悉操作方法。开始时一定要小心慢行，先让自己适应右舵驾驶。

★ 务必系好安全带
要求所有车内人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都必须系好安
全带。

★ 禁止在开车时使用手持手机

为了乘车人的安全，禁止在开车时使用手持手机打电话和发短信，可以
使用免提或车内固定电话拨打电话。

         黄，夜晚繁星闪烁。而如果正巧自驾在冬季的新西兰南部，如
      果遇到雪天，请务必与租车公司沟通安装固定铁链。除此之外，
装上行李，备好干粮，安全带扣好，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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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面的道路上，贴近路基，车头要永远冲着行驶的方向。如果在路
基旁有黄色虚线意味着这里不允许停车。

★  房车的停车规则
在主要城镇，例如Queenstown和Christchurch都有专门的用于过
夜的房车公园，请大家不要把车停在路边过夜，有可能第二天警察
会来将车拖走。在乡村小镇时，此规则比在大城镇要有所放宽，可
选择的停车地点较多。

★  城市行驶规则
请严格按照时速要求行驶，注意在过斑马线时一定要让行人先行。
如果遇到校车停车时，一定要减速到20km/h，直到完全超过校
车。黄色交通信号灯亮时，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 乡村主路行驶规则 
尽管大部分时候途中不会有超速照相机，但大家一定也要按速行
驶，因为有可能测速警车就停在下一段路上。警车上的车载相机功
能很强大，不要有侥幸心理。超车时，请一定按照前文提到的方式
进行超车。在过铁路轨道时，请一定要减速停车注意暸望。遇到骑
车人一定要减速慢行，更不要在自行车道上行驶。

          ★ 让路规则(所有图例中，红色车需让路)
          图片来源：www.nzta.govt.nz
通常情况，转向车要让直行车先行。另外，红色交通信号灯亮时，车辆
不得在路口左转。转弯时注意让行人先行。

当您在没有道路指示牌或交通信号的丁
字路口支路向右转时，必须要让直行路
上的右转车先行。

过环岛时，一定要观察右面来车，如
果有来车需停车避让。

两辆车面对没有任何指示牌或交通信号，或者有相同指示牌或交通信号
的路口行驶时，右转车辆必须让对面向左转的车先行。

无道路指示牌或交通信号。              

★ 超车规则
由于新西兰多为上下双车道，因此在行驶中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
合理安全超车。第一种，一般公路上每隔一段路会提供一排超车
道，可以顺利在超车道进行超车，一般会在出现超车道前几公里就
有提示。第二种，可以在出现断条线且对方无来车时进行超车，请
注意暸望等待好时机，因为新西兰尤其南岛多为山路，视线并不是
特别开阔，极容易出现危险。

如右图表示，除了遇到超车的情况，请靠左边
行驶。

在高速路上常见右图标志，代表在前方300米处有超
车线可以超车。

★ 停车规则

在提供停车场的地方，请将车停在停车场里，大多数停车场都会有
自动缴费的机器或人工收费。机器缴费时在投币后会自动打印出一
张收据，请把这张收据放在车内的操纵台上，以便让检查缴费的工
作人员知道你已经缴费。

如果在路边停车，请注意路边的停车指示牌，上面会清楚地写着可
以停车的时间段，和最多停车的小时数，即使停5分钟也一定要缴
费，不要有侥幸心理。同时在路边停车时，一定要尽量把车停在最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相同的道路指示牌或交通信号。

租车指南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适合自驾游玩的国家之一，因此世界各大租车公
司在新西兰境内均有大量租车点可供选择，大多数大型租车公司在
飞机场均有提车点，非常方便快捷。

★ 主要租车公司
Europcar
来自法国的租车品牌，曾经是大众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汽车
正如其品牌所言，高档欧洲大品牌汽车较多，喜欢奥迪、大众或租
车预算充裕的朋友可以考虑在这家租车。在各大南岛城市中心、机
场均有提车点，方便快捷，提供GPS、保险等服务。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官网进行车型选择、价格查询及预定。
租车参考价格：日租120新西兰元-210新西兰元
www.europcar.co.nz

AVIS
来自美国的租车公司，在南岛各大机场均有提车处。官网上会定期
有促销活动，大家不妨多观察。AVIS在Christchurch机场即将提供
丰田全新GT86跑车，喜欢跑车的朋友们，驾着跑车周游全岛，绝对
是难忘的体验。
租车参考价格：日租，100新西兰元-200新西兰元
www.avis.co.nz

如图所示，20
代表在箭头所指
方向，最多可以
停车20分钟。

右图表示一个
缴费的打印票
需出示在汽车
前玻璃内。

http://www.nzta.govt.nz/
http://www.nzta.govt.nz/
http://www.europcar.co.nz
http://www.europcar.co.nz
http://www.avis.co.nz
http://www.avi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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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tz
      美国租车公司品牌，在全世界145个国家提供租车服务。刚刚
在新西兰获得了2012年旅游业最佳租车公司大奖。官网会定期提供
优惠，同样在各大机场均有方便的提车点。在冬天前来滑雪时，还
会提供租车整体打包项目，包括汽车、防滑链、车顶滑雪板固定及
雪场缆车票等。除GPS外，还可以租到便携式WIFI，喜欢看到美丽
景色拍下来晒微博的朋友，不要错过。
租车参考价格：日租，60新西兰元-150新西兰元。
www.hertz.co.nz/rentacar

Budget
廉价租车公司，服务质量同样很好，官网会提供大量优惠政策，请
一定留意，说不定会租到物美价廉的汽车。从9月中旬开始，也可以
在Christchurch租到丰田全新GT86跑车。
租车参考价格：80新西兰元-160新西兰元。
www.budget.co.nz

APEX
新西兰本土最大的租车公司，服务质量好，网店遍布新西兰全境，
车的选择非常多。
租车参考价格：日租，48新西兰元-94新西兰元。
www.apexrentals.co.nz

★  Tips：北岛租车去南岛
可以在北岛租车，然后自驾乘渡轮去南岛。租车公司门店的员工会
帮助你在网上预约渡轮的名额。不过每天渡轮的班次不多，所以如
果定晚了就没名额了。若是在出国前通过网络订车的话，最好提前
和租车公司沟通渡轮的预约问题。如果是到了新西兰再定的话，一
定要把乘渡轮和路上的时间算得充裕一点。另外如果是自己订的酒
店，要是估计自己会晚到，一定要提前电话联络，特别是一些员工
较少的别墅类度假村，他们不会等你到很晚的。

★  房车租赁公司 Motorhomes Rental
没有哪个国家会比新西兰更适合开着梦想的房车旅行了。如果你不
想每天住在千篇一律的motel，想在美丽的星空日落边而眠，并且你
不担心旅行经费的情况下，来吧，一起背着卧室去旅行。

Maui
新西兰最大的房车租赁公司，服务最好，可供选择的车型品牌很
多。基本可以租到当今市面上能见到的功能最全，科技最新的房
车。唯一要注意的是，在旺季一定要提前很早预定。官网上可以查
看相关车型的图片及内部结构图及一切相关信息。
www.maui.co.nz

Apollo
另一家品牌房车租赁公司，房车种类也很全，各种价位的房车都
有，适合想以较划算的价格体验房车旅行的朋友们。
租车参考价位：日租，依容纳人数不同，从200多新西兰元到2000
多新西兰元不等。
www.apollocamper.co.nz

Jucy
Jucy是一家当地很受欢迎的低价汽车租赁公司，主要以房车租赁为
主。因其颜色鲜艳，廉价，对驾驶者年龄要求低(18岁以上)因此顾
客多以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为主。在新西兰各主要机场均有提车点。
Jucy的房车都为其自身设计，虽不豪华，但五脏六腑俱全，好比是
快捷酒店一样。

租车参考价格：普通轿车，日租，27新西兰元-115新西兰元；小型
房车，160新西兰元左右。
www.jucy.co.nz

★  常见车型选择

根据人数的多少和计划游玩的路线可以选租不同种类的汽车。比如
想探索一些比较生僻的地方，一般道路都不会为柏油路(sealed 
road)，多为沙石路(unsealed road)，因此最好选租SUV等车型。

Car/Sedan - 轿车系列   
可以根据人员多少选租从丰田Yaris到丰田凯美瑞等同级轿车，适合
家庭经济旅行。

Wagon/Estate - 旅行车 
多为外形类似于SUV的越野型车，但动力不足以称为越野车，内部
空间大，适合人多旅行，比越野车更经济，通过性好。

SUV/Minivan/4x4 - 四轮驱动越野车及小型客车
越野车动力强大适合需要越野需要的旅行者，小型客车可以坐到12
个人，适合人多旅行。

★ 常规在线预定步骤

1. 在官网上填写相关信息。
2. 确定租期、车型(同级)、价格。
3. 选择性购买其他额外服务，包括保险、GPS、WIFI等。
4. 确认订单并在线支付。
5. 打印确认信，在提车时出示。

★ 驾照证件 
建议所有前往新西兰自驾的中国旅行者，去有资格的公证处做一份
英文的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因为各个租车公司在文件要求上会松紧
不一，同时中国自驾游客并不多，因此他们并不是很熟练办理来自
中国的驾照。即使新版中国驾照上有英文书写，但也请备好公正翻
译件，免得因为驾照问题在租车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在新西兰当
地驾驶时，也请大家时刻带好证件文件，在特殊情况或违章时需出
具这些文件。

★ 合同的签订

租车合同上会明确登记每个驾驶员姓名，如果不只一人驾驶请一定
在合同中登记(会有额外收费)，否则未登记的人开车视为违反合同， 
出了事故将完全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法律保护。在签合同时，租车公
司人员会给你详细讲解合同细则，会有保险额度的选择(额外加钱)，
请大家根据所需进行选择。

★ 取车细节
提车时须提供的证件: 打印的预订单、中国驾照及公证翻译件或者提
供国际驾照、护照和国际信用卡。取车时服务人员会要求你在出发
前一定要确认车身的撞痕、划伤等细节，在租车合同上标记清楚，
最好能拍照记录，否则还车时租车公司有可能要求你赔付。取车时
看清汽油表位置，绝大部分租车公司在提供车辆时均为满油，如不
满，要验证与租车合同的标记是否相符，还车前需加油到原位归
还，否则要补足汽油费。

http://www.hertz.co.nz/rentacar/reservation/home
http://www.hertz.co.nz/rentacar/reservation/home
http://www.budget.co.nz
http://www.budget.co.nz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www.maui.co.nz
http://www.maui.co.nz
http://www.apollocamper.co.nz
http://www.apollocamper.co.nz
http://www.jucy.co.nz
http://www.jucy.co.nz


P 5

事故意外
在新西兰驾车发生交通意外时，注意不要惊慌，首先查看车内人员
是否受伤，再看对方人员伤害情况，如果有伤员应及时自救，并向
路人求救。 

★ 刮蹭事故
如果与其他车辆发生轻微刮蹭事故，不要把车停在路中间，尽量将
车开到路边或其他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如果事故责任清晰(例如某方
追尾)，双方可以在互留联系方式并记录驾照信息后，就可以离开现
场了，后期问题便可由双方保险公司负责商讨赔偿。如果是租的
车，租车公司会代为解决，你只需支付除保险额外的费用就好，具
体金额视合同细节而定。

如果是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就需要交通警察的参与了。警察会来
纪录事故情况，分析责任归属，如果有证人最好请证人为你作证。

★ 车辆被砸被盗
由于基本上全部车辆都会有相关保险，因此在遇到车辆或车窗被砸
时，请先冷静，如果只是砸碎玻璃而并没有丢失贵重物品的前提下，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新西兰公路系统
新西兰公路主要分为三大类：洲际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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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驾游就可按此路行驶，每条路都有自己独有的编号，
便于记忆识别。

主路主要存在于连接小城镇的公路，有时大家想感受一下特殊的自驾体
验，可以走一段，不过不建议长时间驱车在小公路上，容易迷失方向，
也浪费时间。辅路基本为不常用的路，或者为通往私家农场的小路。

气候
由于新西兰360度环海，因此这里的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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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是新西兰游的绝对旺季，在这个时候前往新
西兰，住宿费用会比平时高出不少。因此，如果想避开高峰又想不
错过夏天的美的话，最好的出游时间便是10月、11月和隔年的3
月、4月。5月到9月便是这里的冬季，也是一年中最潮湿阴冷的时
候，不过这时也是新西兰的滑雪季了，你可以在整个新西兰感受到
世界级雪场的快乐，同时，白雪覆盖的南半球阿尔卑斯(South 
Alps)等山峦会绽放出与夏天不同的美丽。

具体到南岛两大主要城市，基督城(Christchurch)在最冷的7月、8
月的最高气温为10到11度，最低气温会低至零上2度；而在最热的1
月、2月最高气温会达到21度，最低气温也有12度左右。
Queenstown在最冷的7月、8月最高气温只有9到10度，最低气温
会低至0度；在夏天最热的1月、2月最高气温会有21度，最低气温
为12度左右。请大家根据季节适当备好衣物，同时注意，即使是在
夏天，如果是要登山或清晨徒步的话，请务必带好长袖厚上衣，当地
温差浮动较大。

南岛自驾线路推荐
介绍的行车方向为逆时针环岛。

★ 路线A (小环岛，建议住5-7晚) 全程约1273公里
基督城(Christchurch)-格雷茅斯(Greymouth)-弗朗兹约瑟夫
(Franz Josef)冰川-皇后镇(Queenstown)- (Arrowtown-
Glenorchy-Paradise) -蒂卡普湖(Lake Tekapo)-基督城
(Christchurch)

基督城 Christchurch - 一般作为南岛自驾的出发地
这个南半球有名的花园城市也译作克莱斯特彻奇，在经过2011年2
月22日的地震后显得有些面目全非，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神采。建议
大家更多关注地震后的城市面貌以及恢复改造，市中心在原有商业
街倒塌后，有用集装箱临时搭建起的临时商业区值得留意，设计很
新颖。
建议游览时间：1天 。

违章及罚单处理
持国外驾照在新西兰出现一般性违章只会有罚款，并不会有扣分情
况。如果是因为道路照相机拍照，事后租车公司会联系你，进行罚
款的缴费，会按程序在你的信用卡中扣款，事后发给你一张收据。
如果在路中因为违法，例如超速。警察会要求你靠边停车，同时对
你进行酒精测试，然后要求你出示驾照，并指给你看你在警车中所
测试到的时速，一般超速的多少会有几个等级不同的罚款。随后警
察会交给你一张缴费单(28天内缴费)，按照要求去相关银行窗口直
接缴罚款就可以，各大城市小镇均有银行。请尽快缴费，不要拖到
回国再处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对于违章不服，可在当地进
行申诉，不过过程稍繁琐，需要等待地方法院开庭。

加油及油站服务
请首先在租车时确认好你所租的车型是汽油车(Gasolene)还是柴油
车(Diesel)。在主要城镇都有足够多的加油站，一般汽油分成三种型
号91型，95/96型和98型，和国内相同，数字越大油品质越好，价
钱也越高，柴油比汽油会稍微便宜些。各品牌的油价会稍有不同，
大家可以驾车时多观察找到较便宜的油站加油。 

基本上全部的新西兰油站都是自助式加油，你需要把车停在油泵
边，选择好油的种类，自己加满，请记住好所使用的油泵编号，加
满后，去加油站的柜台报上油泵号进行结帐。

一般加油站都会有简单的车窗清洁刷供免费使用，也一般都有小型
超市，ATM取款机和厕所，有些地方还会提供洗车服务和汽车修
理，非常方便。

         房车租车时会稍微复杂，租车公司会提供房车专属地图，内容           
      包括可以停车过夜的地点。工作人员也会详细教会你该怎样使
用房车内的各种设施，或者出发前给你看一段介绍房车的视频，如
果不清楚一定要问清楚，在哪里可以给房车加到所需要的水，哪里
可以给电瓶充电，哪里可以丢弃生活废料。

可以直接联系租车公司，租车公司会安排车窗的修理，由于车窗属于
特殊保险，因此在索赔时驾驶者并不需要支付费用。如果出现同时丢
失贵重物品的情况下，请联系警察，等待警察做详细丢失物品的纪录
清单，在与个人旅行保险索赔时，警方出具的文件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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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格雷茅斯 Greymouth - 基督城向西北方向约241公里
        不大的港口城市，最有趣的莫过于在Greymouth以北不远的
海滩上看日落，风景宜人，可以遇见很多当地居民，是和当地人攀
谈的好地方。如果既想徒步行走又想看日落，不妨尝试King Domain 
Walk，大概一小时的行程，从离Cobden桥不远的Mount St起始，穿
过丛林，会来到一观景平台，可以看日落，整个城市的景观和南阿尔
卑斯山脉。
建议游览时间：1天。

弗朗兹约瑟夫冰川 Franz Josef Glacier & 福克斯冰川 Fox Glacier 
- 格雷茅斯向西南方向约173公里
冰川探险绝对是南岛旅游的重头戏，Franz Josef 冰川在毛利语中叫
做“雪崩女孩的眼泪”。Fox冰川全长13公里，汇集了四座高山冰
河的降雪。冰川徒步是游玩Franz Josef冰川和Fox冰川的最佳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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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参加直升机之旅来领略新西兰最高的几大山峰的壮丽美景，
包括新西兰最高的山峰，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脉的库克山(Mt . 
Cook)，直升机会停在徒步难以企及的冰川上让游人拍照留念，值
得一试。

价格：半天，全长大概3.5-4小时，115新西兰元。全天，全长6-7
小时，165新西兰币。价格中都会包括摆渡车、雪靴、袜子、冲锋
衣等临时需要御寒的物品。直升机团较为昂贵，不过景色最美，全
长4小时左右，大概350新西兰币/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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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纳卡湖Lake Wanaka & 哈威亚湖Lake Hawea 
 - Franz Josef冰川向西南方向约246公里
从哈斯特Haast到瓦纳卡Wanaka是这段旅程中最美的一段，驾车会
经过这两个湖，其中瓦纳卡湖是新西兰第四大湖，这里像一个世外
桃源般把我们带入沉静和美景的天堂。可以把车停下在湖边漫步，
或静静欣赏湖面的波光粼粼；也可以沿湖边的步行道开始一段穿越
山谷之旅。

箭镇 Arrowtown - 瓦纳卡湖向南约93公里
从冰川前往皇后镇的路上，离皇后镇不远的地方有一因历史上开采金
块而闻名的小镇，这便是Arrowt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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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路上也有
一家很特别可爱的糖果店，大家不妨也去逛逛。
建议游览时间：两小时。

Paradise - 皇后镇向西北约43公里
这个被叫做天堂的电影《指环王》拍摄的取景地并不是旅游的热
点，但自驾的穷游er们不妨一试，会有很多惊喜。具体路线须从皇
后镇出发45分钟车程到达Glenorchy小镇，从那里起始便是去往
Paradise的唯一入口了。从Glenorchy出发到Paradise大概20公
里，基本上都是砂石泥路，因此强烈建议选择SUV前去。这段路人
烟罕至而且没有路牌，请大家坚定信心一路开下去，过了Diamond 

湖便是“天堂”了。绝对不虚此行。
建议游览时间：半天到1天。

★ Tips：确认保险是否包含砂石路路况
从Glenorchy到Paradise的路都是砂石路，租车保险一般情况下都
只针对柏油路，非砂石路，因此如果在砂石路出现爆胎或者其他问
题，保险是不予赔偿的。所以在租车时要去租车公司确认清楚。

皇后镇 Queenstown - 箭镇向西南约20公里
也译作昆士敦、女王镇。坐落在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岸边的
皇后镇是南岛的标志，它的惊艳让人窒息，它的美能够震撼到我们
的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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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坐落着举世闻名的Co r o n e t P e a k和T h e 
Remarkables滑雪场，同时也是商业蹦极运动的发源地。还有便是
无边的美景，因为这里是电影《指环王》的主要拍摄地。当地的游
客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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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刺激的喷射快艇，这里绝对是极限运动的天堂。如果
不想耗费太多体力，可以参加直升机和四驱车游览，或者可以参与
半天或全天的《指环王》拍摄地主题游览。全家出游不妨租几辆自
行车沿着设计好的自行车路线好好游览下这个如画的城镇。喜欢葡
萄酒的朋友还可以参加酒庄的游览活动。新西兰可是世界有名的
Pinot Noir红酒产地。
建议游览时间：至少两天。

★ Tips：不得不玩
Kawarau Bridge Bungy(蹦极)-如果你是极限运动爱好者那么你一
定听说过这里，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蹦极就坐落在这个离皇后镇20分
钟路程的一座铁桥上。每年上万的蹦极爱好者都会来膜拜这个把蹦
极项目带给世界的地方。铁桥高约43米，一次180新西兰币，在跳
下后有机会触碰到下面的湖水，成功后会颁发给你一个证书以及一
件纪念T-shirt。
www.bungy.co.nz/kawarau-bungy-centre

蒂卡普湖 Lake Tekapo - 皇后镇向北约275公里
被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环绕的蒂卡普湖是拥有绿宝石般清澈湖水
的高山湖泊，景色美得让人窒息。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坐落于湖边的
历史悠久的牧羊人教堂(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这座用
石头搭建的教堂从外表看非常普通，但当你走进去感受从窗口透进
的阳光，窗口呈现的就是远方的库克山，是让人震撼又深感宁静的
感受！

Lake Tekapo的观星活动也是南岛游玩的保留项目之一，对于天文爱
好者，这里是观星的天堂，同时可以看到北半球看不到的南十字
星。可以在当地报团或自驾车到Mt. John或Cowan's Hill进行观
星，随团大约两小时，价格约为100新西兰元。

从皇后镇出发去往Lake Tekapo的方向，在离Lake Tekapo50公
里左右有一家很有名的鲑鱼店(salmon，三文鱼)，绝对值得一停。
喜爱三文鱼的朋友，在这里可以吃到最新鲜的三文鱼，小朋友也可
在后面的养殖场给鱼喂饵料。小店长年红火，几乎所有驾车的人都
会在这家店驻足。怕错过的朋友不必担心，在快到时公路上会有特
殊的指示牌提示，大家只要注意看路牌就好。

http://www.franzjosefglacier.com
http://www.franzjosefglacier.com
http://www.foxguides.co.nz
http://www.foxguides.co.nz
http://www.bungy.co.nz/kawarau-bungy-centre/kawarau-bungy
http://www.bungy.co.nz/kawarau-bungy-centre/kawarau-bungy


P 8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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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游览时间：1天。如果参加观星活动的话，需要在湖边住宿。

 ★ Tips：晚餐推荐
Lake Tekapo小镇不大，基本上是依湖而建。而在这不大的小镇里
就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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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鱼肉很新鲜，Bento系列也都
不错。吃完后，可以在湖边散步或者在旅馆租辆自行车好好体验下
这个静谧的小镇。
www.kohannz.com

★ 路线B(大环岛，住9-11晚) 全程约2718公里
基督城(Christchurch) - 凯库拉(Kaikoura) - 尼尔森(Nelson) - 格雷茅
斯(Greymouth)-弗朗兹约瑟夫冰川(Franz Josef Glacier) -皇后镇
Queenstown-(Arrowtown-Glenorchy-Paradise)-因弗卡吉尔
(Invercargill) - 但尼丁-奥塔哥海岸(Dunedin & Otago Peninsula) - 
蒂卡普湖(Lake Tekapo) - 基督城(Christchurch)

凯库拉 Kaikoura- 基督城向东北约181公里
这里是南岛比较有名的可以看到鲸鱼和海豹的小镇，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小镇报名参加出海观鲸活动，这里赏鲸不受季节限制，有时还
可观赏到黑色海豚、海狗等。从Kaikoura出发前往Nelson会沿着一
号公路沿着海边一路向北，如果想看到海豹，请大家留意有成批车辆
停留的地方，因为他们驻足的原因只有一个——有海豹出没。
建议游览时间：1天。

尼尔森 Nelson–凯库拉向北约242公里 
这里是南岛北面最大的城市，有着3个在新西兰都很有名气的国家公
园。如果你喜欢骑行或徒步，那这里就在合适不过了。同时你可以
在这里参加到一切你能想象到的户外活动。最为著名的是亚伯塔斯
曼国家公园(Abel Tasman National Park)，公园内有一条很有名
的步行道叫做Abel Tasman Coast Track，很值得一走。卡胡朗吉
国家公园Kahurangi National Park同样有一条非常适合徒步的路
线，叫做the Heaphy Track。而另一个尼尔森湖国家公园(Nelson 
Lakes National Park)，顾名思义，是看湖的好地方，可以沿着湖
边走走放松心情。

另外，在Nelson也可以体验到艺术的氛围，到时装艺术世界感受前
沿时尚，或到艺术玻璃中心观看吹玻璃表演。
建议游览时间：1天。
www.nelsonnz.com

因弗卡吉尔 Invercargill–皇后镇向北约187公里
从Invercargill去往Dunedin的路上，请大家注意“S”路牌，因为
从这里开始便是南岛有名的南方景观路(Southern Scen ic 
Route)，绝对是南岛最漂亮的路段之一。南岛最南的Bluff也是要去
的地方之一，这里有着著名的世界距离指示牌，上面写着离世界几
大城市的距离，很值得拍照留念。从Invercargill开车半小时车程左
右。其他地方例如Waipapa Point和Slope Point都值得一去，可以
看到海豹懒洋洋的躺在沙滩上。
建议游览时间：1天或1.5天。

但尼丁-奥塔哥海岸 Dunedin & Otago Peninsula 
- 因弗卡吉尔向东约205公里
Dundedin是新西兰南岛第二大城市，也是Otago地区首府。这里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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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ed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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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电影《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就由此得到
灵感。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了解巧克力的历史，亲自体验吉百利的色
香味，还能见到壮观的巧克力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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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在新西兰唯一可以看到的城堡，是必去景点之一，
他以14英亩的花园而闻名。每天下午3点的High Tea更是值得一试。
这里也是珍稀黄眼企鹅(Yellow Eyed penguin)的家园，大家可以在
黄眼企鹅保护区看到他们。
建议游览时间：最少1天。

★ Tips：世界上最陡峭的街道
位于但尼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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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岛自驾线路推荐
相对于南岛的绚丽多彩，也许北岛在旅游资源上并没不丰富，且线
路有限，但“风帆之都”奥克兰，有着丰富毛利文化的罗托鲁阿，
火山喷发形成的陶波湖，还有美不胜收的绵长海岸线⋯⋯也将是一
段缤纷旅程。这里介绍一短途游供参考。
www.northlandnz.com

★ 路线(全程约793公里)
奥克兰(Auckland) - 怀托摩萤火虫洞(Waitomo Caves) - 罗托鲁阿
(Rotorua) - 陶波湖(Lake Taupo) - 惠灵顿(Wellington)

奥克兰Auckland - 一般作为北岛自驾的出发地
新西兰最大的城市，经济文化中心，新西兰的门户。这里有美丽的
海港和岛屿，有着“风帆之都”的美名。周围的山峦尽是热带雨林
风貌，有许多休眠火山。虽然奥克兰是新西兰人口最多的城市，但
喧闹和拥挤却与这里无关，这里是宁静而迷人的城市。
www.aucklandnz.com

值得参观的地方：
伊甸山 Mount Eden - 奥克兰的地标，是一座死火山。1700年前，
毛利人曾在此居住。站在山顶上，眼前是巨大的火山口，还可以远
眺天空塔、奥克兰北岸大桥和美丽的海湾。
地址：250 Mt Eden Road
www.edengarden.co.nz

天空塔 Sky Tower - 南半球最高的建筑，高达328米，可以俯瞰整
个奥克兰。乘坐高速电梯，40秒后就可登顶。比较特别的是，三部
电梯地面部分由玻璃制成，因此在上升过程中可以看到高度的变
化。同时，展览区会形象的讲述塔的每一个细节。这里是观赏奥克
兰夜景的极佳之地，还有旋转餐厅哦。在这里，还可以参加Sky 
Walk、Sky Jump、Sky Screamer等极限活动。

http://www.kohannz.com
http://www.kohannz.com
http://www.nelsonnz.com/kahurangi-national-park
http://www.nelsonnz.com/kahurangi-national-park
http://www.nelsonnz.com
http://www.nelsonnz.com
http://www.northlandnz.com
http://www.northlandnz.com
http://www.aucklandnz.com
http://www.aucklandnz.com
http://www.edengarden.co.nz
http://www.edengarden.co.nz


P 9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地址：Victoria St.和Hobson St.之间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 8:30-23:00；周五至周六 8:30-24:00。
天空塔：www.skytower.co.nz
极限运动： www.Skyqwalk.co.nz

奥克兰海港大桥 Auckland Harbour Bridge - 这里是眺望奥克兰海
湾最佳的地方，望着海湾一排排的桅杆时，你就会明白“风帆之
都”的由来了。登桥的话是需要系上安全带，穿特质的连体衣的，所
以很安全。大桥的中部还有一个蹦极台哦。
www.ajhackett.com

鸟岛(穆里怀沙滩) Muriwai Beach - 鸟岛位于奥克兰以西45公里
处，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30大美景之一。这个地方栖息
的鸟类叫做塘鹅，是世界上数量很少却在逐渐增长的鸟类。它与新 
西兰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因为鸟岛是新西兰政府规划的一块自然保
护区。走上石阶，登上附近的一座山顶，这里是塘鹅的观望台，人
们纷纷用相机拍下这令人难忘的奇特景象。

Queen St - 奥德兰的主街，街边商店林立，贯穿整个市中心，串联
起整座城市。可以在路边的商店里买一件很男人的新西兰国球
Rugby(All Blacks)的球衣作为纪念。

Eden Park球场 - 新西兰Rugby(英式橄榄球)的圣地，2011年橄榄球
世界杯的主场地，新西兰国家队All Blacks的主场，体育迷值得一去。

新西兰国家海事博物馆 New Zealand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图文并茂的讲解了从英格兰殖民时期到今天新西兰的海事变化，展
览中也涉及了很多关于华人早期移民的专题。
建议游览时间：1-2天。

怀托摩萤火虫洞Waitomo Caves - 奥克兰向南约193公里
这里有享誉世界的钟乳石岩洞和萤火虫洞。可以乘坐平底船进入岩
洞中一游。参观萤火虫洞时请切记不要用闪光灯，保持安静。萤火
虫参观团从9:00到17:00，每半小时一团，全程大概45分钟。
建议游览时间：半天。
www.waitomo.com

罗托鲁阿 Rotorua - 萤火虫洞向东约147公里 
Rotorua在毛利语中是火山口湖的意思，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毛
利人，有着丰富的毛利文化。同时罗托鲁阿也是被赋予大地力量的
神奇城市，这里是新西兰天然温泉的圣地，这个城市丰富的色彩更
是自然的馈赠。

如果来这里不体验一下精致的温泉SPA就太说不过去了。最有名的
有：波利尼西亚温泉Polynesian SPA，被评为世界十大温泉水疗中
心，可以在SPA之余观赏到Rotorua湖的迤逦景色。另一个值得一
去的便是怀基蒂山谷地热池Waikite Valley Thermal Pool，距离市
中心半小时车程，有大大小小许多温泉池供使用。同样在Rotorua
还可以玩到正宗的Zorb球，非常适合孩子们玩耍。

http://www.skytower.co.nz
http://www.skytower.co.nz
http://www.Skyqwalk.co.nz
http://www.Skyqwalk.co.nz
http://www.ajhackett.com
http://www.ajhackett.com
http://www.waitomo.com/glowworm-caves-tour.aspx
http://www.waitomo.com/glowworm-caves-tour.aspx


P 10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除此之外，也一定不要错过地热公园WAI-O-TAPU Thermal           
    Wonderland，在这里可以体验到走在硫磺上的感觉，非常奇
幻，绝对值得一走。
建议游览时间：一天到两天。
www.waiotapu.co.nz
www.rotoruanz.com

陶波湖 Lake Taupo - 罗托鲁瓦向南约82公里
来Taupo就是来看这个新西兰最大的内陆湖的。湖光山色，美不胜
收。大家可以住在有湖景的Motel，打开窗户或坐在露台，绝对有面
朝Taupo，春暖花开之感。顺便有空可以去Huka瀑布，可以参加
Huka Falls Jet(汽船)，体验下在水中急速驰骋的惊险与刺激。此项目
有免费的摆渡车从Taupo出发，大家可以在当地去游客中心咨询预
定。

惠灵顿 Wellington - 陶波湖向南约371公里
新西兰的首都所在地。是一座非常适合旅游，购物和品尝美食的
城市。

值得去的地方有：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 Te Papa - 展示了新西兰的历史，是南太平洋地区
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缆车The Cable Car - Wellington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会带着游客
从Lambton Quay一路向上行驶，最终到达Carter Observatory(观
景台)，在那里可以欣赏到整个Wellington市区风光。

运行时间：每10分钟一班；平日7:00-22:00运行；节假日9:00-22:00
运行。
www.wellingtonnz.com/sights_activities

安全
急救，匪警，火警，紧急交通事故： 111
非紧急交通事故： ＊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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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stevenfive  kulon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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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ellingtonnz.com/sights_activities/wellington_cable_car
http://www.waiotapu.co.nz
http://www.waiotapu.co.nz
http://www.rotoruanz.com
http://www.rotoruanz.com
http://www.wellingtonnz.com/sights_activities/wellington_cable_car
http://www.wellingtonnz.com/sights_activities/wellington_cable_car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m.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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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航空简介
新西兰航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40年其前身塔斯曼帝国航空的成立。
塔斯曼帝国航空开通的第一条航线是从新西兰至澳大利亚的水上飞机
航线。1947年新西兰国家航空成立，它与塔斯曼帝国航空公司之后为
组成今日的新西兰航空公司打下了基础。1965年4月，塔斯曼帝国航
空更名为新西兰航空，13年后，新西兰航空和新西兰国家航空于
1978年4月合并。1999年3月，新西兰航空加入世界最大的全球航空
公司联盟星空联盟(Star Allianc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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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舱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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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12月4日                     

新西兰航空航线
★ 经上海，香港，东京或大阪转机往返新西兰
新西兰航空是目前唯一由上海直飞奥克兰的航空公司。
自2012年7月2日起，新西兰航空为北京乘客提供从北京出发经上
海，香港，东京或大阪转机往返新西兰的航班服务。其中经香港，
东京或大阪转机的乘客，如在转机机场停留时间少于24个小时的乘
客，行李将被直接托运至目的地，乘客只需前往登机口登机。如停
留时间超过24小时的乘客，需携行李自行前往新西兰航空柜台重新
办理登机及行李托运手续。

★ Tips：转机特别注意
经奥克兰转机前往皇后镇等新西兰国内航班需要更换航站楼。带好
所有行李(包括托运行李)，在机场大厅出口乘坐接驳车前往新西兰航
空国内航站楼乘坐新西兰内陆航班(国内航站楼有咖啡馆和餐厅)，请
确保已拿到前往皇后镇的航班登机牌。返回时同样需要乘坐接驳车
从国内航站楼转到国际航站楼。

                          新西兰航空建议连接航班时刻表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北京-奥克兰 航班时刻

           出发日    转机点   出发航班   出发-抵达时间   转机飞行时间 出发航班 出发-抵达时间    总飞行时间

周二、四、五、六     上海   MU5106  10.00 - 11.55    2小时20分  NZ288 14.15 - 05.45 *1 15小时 45分

           周一     上海   MU5107 10.00 - 11.55    3小时 10分  NZ288 15.05 - 06.35*1 16小时 35分

周二、四、五、六     上海   NZ4915  08.05 - 10.15        4小时  NZ288 14.15 - 05.45 *1  17小时 40分

           周一     上海   NZ4915  08.05 - 10.15   4小时 50分  NZ288 15.05 - 06.35 *1 17小时 40分

           每日     香港    CX391 13.30 - 16.55   1小时 25分  NZ038 18.20 - 09.00*1 15小时 30分

           每日     香港    CA109 13.00 - 16.25   1小时 55分  NZ038 18.20 - 09.00*1    16小时

           每日     香港    KA901 12.30 - 16.05   2小时 15分  NZ038 18.20 - 09.00*1 16小时 45分

           每日     香港   HX 337 12.10 - 15.35   2小时 45分  NZ038 18.20 - 09.00*1     17小时

    周二、四、六     大阪    CA871 11.30 - 15.30       3小时  NZ098  18.30 - 08.25*1 16小时 55分

周一、二、三、五、
六、日

    东京    NH956  08.30 - 13.05   5小时 55分  NZ090 19.00 - 08.45* 1 20小时 15分

周一、二、三、五、
六、日

    东京    JL860 08.25 - 13.00       6小时  NZ090 19.00 - 08.45* 1 20小时 20分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P 12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奥克兰-北京 航班时刻

           出发日   转机点  出发航班    出发-抵达时间  转机飞行时间   出发航班  出发-抵达时间    总飞行时间

周一、三、四、五、日    上海  NZ289 23.15 - 07.30*1   2小时 30分   MU5105 10.00 - 12.20 17小时 05分

周一、三、四、五、日    上海  NZ289 23.15 - 07.30*1      4小时   NZ4916 11.30 - 13.45 18小时30分

             每日    香港  NZ039  23.59 - 07.30*1   1小时 30分   CX390  09.00 - 12.15 16小时 16分

             每日    香港  NZ039 23.59 - 07.30*1      3小时   CA108  10.30 - 13.55 17小时 56分 

             每日    香港  NZ039 23.59 - 07.30*1 4小时 30分   KA908  12.00 - 15.15 19小时 16分

             每日    香港  NZ039  23.59 - 07.30*1  6小时 20分   HX312 13.50 - 18.00 22小时 01分

周一、二、五、六、日    东京  NZ099 08.40 - 16.50 1小时 20分   JL869 18.10 - 21.15 16小时35分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办理登机手续
建议至少在国际航班起飞2小时前完成登机手续。建议在以下机场至
少提前3小时完成登机手续：奥克兰、楠迪、伦敦、洛杉矶、檀香
山、阿皮亚和汤加。在新西兰国内航班起飞前30分钟完成登机手续
即可。如要转乘国际航班，请在国内航班起飞前60分钟完成登机手
续。如搭乘NZ34、NZ90或NZ98航班从基督城飞往奥克兰，航班
将从基督城国际航站起飞，必须在起飞前60分钟在国际登机柜台完
成登机手续，当抵达奥克兰时将直接进入国际航站。

托运行李
★ 国际航班
经济舱：每人一件，总重量23公斤；
豪华经济舱：每人两件，每件23公斤, 合计总重量46公斤；
公务舱：每人三件，每件23公斤, 合计总重量69公斤。

每件行李重量不得超过32公斤。超过23公斤不足32公斤部分将收
取行李超重费用(NZD50)，每件行李总尺寸(长+宽+高)不能超过
158厘米(62英寸)。

自行车、冲浪板、悬挂式滑翔机和风浪板按照超规行李托运。

婴儿折叠式手推车及婴儿汽车座椅、医疗器械及轮椅(最多两件)均可
免费托运。

每袋运动用具以一件行李计算。

如搭乘新西兰国內航班转接国际航班，免費行李限额将根据国际航
班计算。

携带免税商品出入境
经上海转机前往新西兰的乘客，允许从上海机场携带免税商品(含液
体商品)。

经上海转机回北京的乘客，允许携带包装封口的免税商品(含液体商品)。

经北京转机前往新西兰的乘客，允许从北京携带包装封口的免税商
品(含液体商品)。

经香港转机回北京的乘客，允许携带包装封口的免税商品(含液体商品)。

经东京转机前往新西兰的乘客，不允许从北京携带任何液体免税商品。

经东京转机回北京的乘客，不允许携带任何液体免税商品。

舱位推荐
新西兰航空采用波音777-200ER来往上海至奥克兰。

推荐：太平洋豪华经济舱(Pacific Premium Economy)

此客舱是介于豪华公务舱(Business Premier)和太平洋经济舱
(Pacific Economy)之间最新推出的一个舱位级别。可享用快捷贵
宾登机手续，更大的座位活动空间，更大的座椅倾斜度，另可享用
与豪华公务仓相同的餐单及多种服务。还有礼品提供哦。更多详情
可参加新西兰航空官网：http://www.cn.airnewzealand.co.nz

http://www.cn.airnewzealand.co.nz/
http://www.cn.airnewzealand.co.nz/
http://www.cn.airnewzealand.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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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