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 南北島健行 15 天 (米佛步道
米佛步道)
米佛步道

出發日期： 每年冬季 11～3 月間辦理
費用：

每位 $
元(現金價)
因應航空票價變動、匯率、原油價格等因素，會於出隊兩個月前最後確認活動費用

費用包含： 山下行前會議、活動小手冊、往返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當地食宿、交通、
領隊小費、簽證費用、保險、行政費用等等。
訂金：

每位 $30,000 元需於出團 1 個月前繳交

活動等級： B 級適合健腳
日 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
台北—新加坡—
新加坡—奧克蘭 SQ877 1420/1845 SQ285 2155/1120+1
搭乘新航班機經新加坡，轉往紐西蘭最大城—奧克蘭，於機上過夜。

第二天

奧克蘭 Auckland
班機中午抵達奧克蘭，通關後專車市區觀光，先去天空城 sky city、再去 Kelly
Tarlton 南極水族館、再去懷特馬塔港 Waitemata Harbor、奧克蘭公園 Auckland
Domain、帕奈爾文化村 Parnell Village 逛街、港灣大橋 Harbor Bridge.等。
宿：Auckland International 青年旅館(2 人一室)

第三天

奧克蘭—
，3.5hr)
奧克蘭—羅吐魯阿 Rotorua(234Km，
上午專車參訪伊甸山 Mt. Eden 後，前往羅吐魯阿。
下午參觀毛利文化村蒂普亞 Te Puia(毛利文化表演、Whakarewarewa 地熱谷參
觀、毛利工藝美術學院)、市政府花園、Lake Rotorua 畔散步。
宿：Rotorua Kiwi Paka 青年旅館(2 人一室)

第四天

羅吐魯阿—
，2hr)(健行
健行 7hr)—
—
羅吐魯阿—東加里羅 Tongariro 火山國家公園(100Km，
火山國家公園
羅吐魯阿
上午專車前往東加里羅 Tongariro 火山國家公園。由公路終點進入步道，沿途遍佈
小溪及岩漿，經 Mangatepopo 谷地上至鞍部，登南火山口及紅火山口欣賞奇特火
山地型。後經火山屑渣往下至 Emerald lake，再往下 ketetahi 山屋，結束特別的
火山健行。
回程經紐西蘭最大湖陶波湖 Lake Taupo 停留參觀。晚上安排 Polynesian spa 泡
溫泉。
宿：Rotorua Kiwi Paka YHA(2 人一室)

第五天

羅吐魯阿—
羅吐魯阿—基督城 Cristchurch (QF2784 1205/1320) —庫克山國家公園
(500Km，
，7hr)
上午專車前往天堂谷 Paradise Valley Springs 觀賞彩虹鱒魚及珍奇動物園區。
中午搭機抵達南島第一大城─基督城。抵達後搭車前往南半球阿爾卑斯山--庫克山
Mt. Cook 國家公園，途中於魔戒場景中最美的第卡波(Lake Tekapo)小休。
時間許可前往塔斯曼 Tasman 谷地健行，欣賞 Tasman Gracier 冰河美景。
宿：Mount cook 青年旅館(多人一室)

第六天

庫克山─
─皇后鎮 Queens Town(271Km，
，5hr)
庫克山─翠色 Twizel─
庫克山國家公園，有紐西蘭屋脊之稱，是海拔最高的國家公園，高達 3754 公尺，
面積十七萬三千英畝，公園內危岸陡壁，景觀特殊。
清晨展開 Hooker 谷地健行，沿 Kea Point 步道前進，約 1hr 抵展望點，欣賞庫
克、Selfton、Footstool 雪山及 Mueller 冰河奇景。 稍後專車前往皇后鎮用餐後，
步道健行。
傍晚搭乘 TSS 古董蒸汽船遊瓦卡提普湖 Lake Wakatipu，欣賞黃昏湖景。
宿：Queenstown LakesideYHA(多人一室)

第七天

皇 后 鎮 ─ 蒂阿瑙 Te Anau(166Km ， 3hr) ─ 米 佛 步道 Milford Track ─
Clinton 山屋(5Km，
，1.5hr)
山屋
清晨沿 Wakatipu 湖散步，然後徒步市區觀光(碼頭、史考特紀念碑、政府花園。
後搭車經蒂阿瑙 Te Anau 午餐，轉車(1pm)至 Glade 碼頭，搭船(2pm)至登山口。
整裝後展開米佛步道(Milford Track)健行活動。經過吊橋沿 Clinton 柯林頓河前行
約 5Km-1.5hr，抵達 Clinton 山屋過夜。
宿：Clinton 山屋(通舖)

第八天

Clinton 山屋─
，6hr)
山屋─Mintaro 山屋(16.5Km，
山屋
先上坡到 Clinton 河源頭的 Mintaro 湖，後經 Hirere 瀑布、 Marlenes 溪可欣賞
Mackinnon 隘口及 Pompolona 冰原美景。
宿：Mintaro 山屋(通舖)

第九天

Mintaro 山屋─
，9hr)
山屋─Dumpling 山屋(18Km，
山屋
先來個 2hr 上坡路，到 Mackinnon 記念碑鳥瞰 Mintaro 湖及 Clinton 峽谷，隨即
到達本步道最高點 1069m 的隘口休息站。
接著 8km 將下降 970m 抵 Quintin Lodge，順道觀賞紐西蘭最高 Southerland
瀑布(3 層瀑 248m、229m、103m，共 580m，世界第五高)，後沿河而行到
Dumpling 山屋。
宿：Dumpling 山屋(通舖)

第十天

Dumpling 山屋─
，8hr)─
─米佛峽灣(20min)
山屋─Sandfly Point(18Km，
米佛峽灣
沿著 Arthur 河緩步而下，經過旋轉橋、吊橋、瀑布等抵達 Sandfly Point 搭 2pm
船回。
趕搭 3pm 船班，遊覽最著名的米佛峽灣 Milford Sound(約 1:50hr)，遊畢前往
Lodge 休息。
宿：Milford Lodge(2-4 人一室)

第十一天

米佛峽灣─
米佛峽灣─蒂阿瑙 Te Anau
上午由米佛峽灣，專車前往蒂阿瑙 Te Anau。下午於蒂阿瑙環湖健行。
宿：Te Anau 青年旅館(多人一室)

第十二天

蒂阿瑙 Te Anau--丹尼丁
丹尼丁 Dunedin(289km,4.5hr)
上午搭車前往丹尼丁，午後前往歐塔哥半島 Otago Peninsula，參觀拉納克城堡
Larnach Castle，觀賞黃眼企鵝 Hoiho+信天翁 Royal Albatross (約 6hr，6pm
結束)。
宿：Dunedin 青年旅館(多人一室)

第十三天

丹尼丁—
丹尼丁—基督城
上午徒步市區觀光，八角廣場 Octagon、歐維斯頓 Olveston、第一教堂 First
Church、市政廳 Municipal Chambers、聖保羅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丹尼丁火車站 Dunedin Railway Station、奧塔哥大學 Otago University。
下午搭車前往基督城，抵達後徒步遊基督城市區，大教堂廣場 Cathedral Square、
植物園 Bontanic Garden。
宿：基督城青年旅館(2 人一室)

第十四天

基督城--新加坡
基督城 新加坡 SQ298 1050/1745
搭車前往機場，搭機前往新加坡。

第十五天

新加坡—
新加坡—台北 SQ028 1705/2145
上午自由行動，下午前往機場搭機返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