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农历新年中， 

感受天然新西兰  

 

入住两晚，并享受以下行程.... 

 

第一天 

下午1:30 皮克顿，观赏海豚和野生动物之旅 自然生态游轮之旅 

坐游轮开始您的旅程——在伦敦码头的海豚观赏办事处，寄存您的行李，它就在皮克顿

港里面。游轮在下午1点半出发，这样的自然生态游轮之旅，将为您揭开夏洛特女王峡

湾的天然美景，您将看到海洋野生动物，并参观一个鸟类保护区。甲板上有一个绝佳的

海豚观赏区，并带有解说，在游轮停靠摩图阿拉岛之前，能看到海豚（有98%的机会哦！），

海豹和无数的海鸟。您的导游会指给您看本土的蓝企鹅，罕见的鞍型猪，旋律铃鸟，轻

快的知更鸟，本土鸽子和黄冠鹦鹉（又名kakariki）。这里的景致风光无限！ 

 

下午5点 到达千桐湾 – 在此住宿 

在现代化的一居室公寓中，住宿两晚 

 

下午5:30 – 库玛塔哥甲板，享受餐前饮料 

和其他的客人一起来享受欢迎饮料，品尝马尔堡长相思白葡萄酒和鱼子烤面包。同时，

花点时间与您的主人聊天，了解在您逗留期间所提供的所有活动。 

 

从晚上6点 - 前甲板餐厅 晚餐 

从晚上6点至深夜，前甲板餐厅提供一个高雅的就餐体验。享受三道菜的晚餐，您可从

我们的点菜菜单中选择。 

 

第二天  

从早上8点 -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我们有丰富的早餐品种（包括中国菜的选择），鲜榨果汁，还有一系列有趣的热茶选择，

还有海景相伴。 

  



上午10点– 12点 租船去钓鱼 – 打捞您的午餐 

让我们当地的专家带您出去，打捞午餐！您可能

会捕到蓝鳕，唇指鲈，鲂鱼和许多其他品种，还

能挖到新鲜扇贝。 

 

12:30 - 拜特咖啡厅享用海滨午餐 

让厨师为您烹制您的“鲜活的战利品”——油煎，

啤酒炸鱼，做生鱼片——全都根据您的喜好。  

 

下午 -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住处活动或休息。不要错过到瀑布的短途步行，还可尝试用

皮艇来探索我们的海湾，您可能会遇见海豹或海豚，并且欣赏您所看到的鸟儿。有一个

泳池区和热水浴供您放松身心，有花园等您观赏，有鱼儿您可喂食，有图书馆供您浏览，

52公顷的小径供您漫游，还可在阳台上小憩；一切的选择都是您的。 

 

下午4点 - 去Miritu日间水疗中心做护理 

热石，面部护理，深层组织按摩，选择是广泛的，在晚饭前，您可逐个享受每次45分钟

的呵护。 

 

从晚上6点 - 前甲板餐厅 晚餐 

今晚，沉浸在经典奢华的七道菜的品尝晚宴中。 

 

第三天 

从早上8点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从丰盛的早餐菜单中选择。 

 

10:15 – 乘坐美洲豹线路水上出租车离开 

乘船返回到皮克顿将需要大约45分钟，也许沿途会接其他乘客，您将深度探索到夏洛特

女王峡湾。 

 

  

 

每人收费：$1295 

中国农历新年特别优惠，只需每人$1195 

（包括免费品尝长相思葡萄酒，外加品尝晚宴中免费赠送配餐酒） 

有效期2014年1月25日至2月15日。 

如需一个两卧室公寓，最多入住四人 - 请直接联系酒店 

 



 

 

 

 

在中国农历新年中， 

感受天然新西兰  

入住三晚，并享受以下行程.... 

 

第一天 

下午1:30 皮克顿 水上出租车 

在下午1:30搭乘预定好的水上出租车服务出发，您将享受夏洛特女王海湾的内部之旅。 

 

下午2:10 到达千桐湾 – 在此住宿 

在现代化的一居室公寓中，住宿三晚 

 

下午3点 - 探索周围，下午茶 

在花园漫步，您会看到美丽的原生灌木和树木，还有禽鸟；在咖啡厅里喂食宠物蓝鳕鱼，

并来喝杯下午茶，一杯热饮外加个甜品。 

 

下午5:30 – 库玛塔哥甲板，享受餐前饮料 

和其他的客人一起来享受欢迎饮料，品尝马尔堡长相思白葡萄酒和鱼子烤面包。同时，

花点时间与您的主人聊天，了解在您逗留期间所提供的所有活动。 

 

从晚上6点 – 晚餐拼盘 

在您的幽静的房间或者阳台上，俯瞰着海湾，将为您送上一盘晚餐（您可从意大利开胃

菜和肉食，面包加奶酪，海鲜类或亚洲风味创新菜中选择）。 

 

 

  



第二天  

从早上8点 -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我们有丰富的早餐品种（包括中国菜的选择），

鲜榨果汁，还有一系列有趣的热茶选择，还有

海景相伴。 

 

上午10点– 12点 租船去钓鱼 – 打捞您的午餐 

让我们当地的专家带您出去，打捞午餐！您可

能会捕到蓝鳕，唇指鲈，鲂鱼和许多其他品种，还能挖到新鲜扇贝。 

 

12:30 - 拜特咖啡厅享用海滨午餐 

让厨师为您烹制您的“鲜活的战利品”——油煎，啤酒炸鱼，做生鱼片——全都根据您

的喜好。  

 

下午 -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住处活动或休息。不要错过到瀑布的短途步行，还

可尝试用皮艇来探索我们的海湾，您可能会遇见海豹或海豚，并且欣赏您所看到的鸟儿。 

 

下午4点 - 去Miritu日间水疗中心做护理 

热石，面部护理，深层组织按摩，选择是广泛的，在晚饭前，您可逐个享受每次45分钟

的呵护。 

 

从晚上6:30 - 前甲板餐厅 晚餐 

前甲板餐厅提供一个高雅的就餐体验。享受三道菜的晚餐，您可从我们的点菜菜单中选

择。 

 

第三天 

从早上8点 -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我们有丰富的早餐品种供选择。 

 

早晨; 

在游泳池和热水浴缸中放松身心。如果天气不是太好，图书馆中有许多书籍，游戏， DVD

和杂志，供您浏览。 

12:15 – 出发到皮克顿，参加下午的活动 

 

下午1:30 - 马尔堡旅游 海鲜探秘游轮之旅 

下午的水上之旅——对马尔堡峡湾的完整解说，介绍该地区的历史和住在这里的居民。

行程的亮点：访问鲑鱼和牡蛎养殖场，其中包括了美味的鲑鱼和牡蛎的试吃，另可品尝

一杯备受赞誉的马尔堡长相思白葡萄酒。 

 

下午4:45 - 您会被送回千桐湾 

  



从晚上6点 - 前甲板餐厅 晚餐 

今晚，沉浸在经典奢华的七道菜的品尝晚宴中。 

 

第四天 

从早上8点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从丰盛的早餐菜单中选择。 

 

10:15 – 乘坐美洲豹线路水上出租车离开 

乘船返回到皮克顿将需要大约45分钟，也许沿途会接其他乘客，您将深度探索到夏洛特

女王峡湾。 

 

 

  每人收费：$1985 

中国农历新年特别优惠，只需每人$1825 

（包括免费品尝长相思葡萄酒，外加品尝晚宴中免费赠送配餐酒，还有Miritu

日间水疗中心赠送的礼物） 

有效期2014年1月25日至2月15日。 

如需一个两卧室公寓，最多入住四人 - 请直接联系酒店 

 



  

 

 

 

在中国农历新年中， 

感受天然新西兰  

入住四晚，并享受以下行程.... 

 

第一天 

中午12:30 水上飞机迎接  

从皮克顿出发，搭乘15分钟的景观飞行，从皮克顿飞跃马尔伯勒海湾，然后直接降落在

千桐湾的您的住处。（如果天气不佳，将此安排调整到返程日。） 

 

到达千桐湾 – 在此住宿 

在现代化的一居室公寓中，住宿四晚 

 

下午3点 - 探索周围，下午茶 

在花园漫步，您会看到美丽的原生灌木和树木，还有禽鸟；在咖啡厅里喂食宠物蓝鳕鱼，

并来喝杯下午茶，一杯热饮外加个甜品。 

 

下午5:30 – 库玛塔哥甲板，享受餐前饮料 

和其他的客人一起来享受欢迎饮料，品尝马尔堡长相思白葡萄酒和鱼子烤面包。同时，

花点时间与您的主人聊天，了解在您逗留期间所提供的所有活动。 

 

从晚上6点 – 晚餐拼盘 

在您的幽静的房间或者阳台上，俯瞰着海湾，将为您送上一盘晚餐（您可从意大利开胃

菜和肉食，面包加奶酪，海鲜类或亚洲风味创新菜中选择）。 

 

  



第二天 

从早上8点 -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我们有丰富的早餐品种（包括中国菜的选择），

鲜榨果汁，还有一系列有趣的热茶选择，还有

海景相伴。 

 

上午10点– 12点 租船去钓鱼 – 打捞您的午餐 

让我们当地的专家带您出去，打捞午餐！您可

能会捕到蓝鳕，唇指鲈，鲂鱼和许多其他品种，还能挖到新鲜扇贝。 

 

12:30 - 拜特咖啡厅享用海滨午餐 

让厨师为您烹制您的“鲜活的战利品”——油煎，啤酒炸鱼，做生鱼片——全都根据您

的喜好。  

 

下午 –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住处活动或休息。不要错过到瀑布的短途步行，还可尝试用

皮艇来探索我们的海湾，您可能会遇见海豹或海豚，并且欣赏您所看到的鸟儿。有一个

泳池区和热水浴供您放松身心，有花园等您观赏，有鱼儿您可喂食，有图书馆供您浏览，

52公顷的小径供您漫游，还可在阳台上小憩；一切的选择都是您的。 

 

下午4点 - 去Miritu日间水疗中心做护理 

热石，面部护理，深层组织按摩，选择是广泛的，在晚饭前，您可逐个享受每次45分钟

的呵护。 

 

从晚上6:30 - 前甲板餐厅 晚餐 

前甲板餐厅提供一个高雅的就餐体验。享受三道菜的晚餐，您可从我们的点菜菜单中选

择。 

 

第三天 

从早上8点 -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我们有丰富的早餐品种供选择。 

 

10:15 – 乘坐美洲豹线路水上出租车，到皮克顿参加下午的活动 

 

11:15 – 皮克顿 – 海边小镇 – 探索礼品店，专门从事鲍壳，珍珠和翡翠的珠宝店，然

后到海滨咖啡馆吃点小食。 

 

中午12:00 – 四小时的私人游览 马尔堡精华游 

马尔堡 - 我们有世界著名的葡萄园，特色食品，国际知名的航空中心，还有很多很



多…… 

 

访问新西兰（以及国际）顶尖酿酒厂，随后参观马卡娜巧克力工厂 

或奥玛卡航空展览中心（彼得·杰克逊拍摄的《霍比特人》的地方）。您将在这里流连

忘返几个小时，随后，参观酒厂或是一些精品购物店（当地的马尔堡产品，如樱桃，蜂

蜜，薰衣草等） 

 

下午6点左右 - 返回度假酒店 

 

从晚上6点 - 前甲板餐厅 晚餐 

从晚上6点至深夜，前甲板餐厅提供一个高雅的就餐体验。享受三道菜的晚餐，您可从

我们的点菜菜单中选择。 

 

第四天 

从早上8点 -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我们有丰富的早餐品种供选择。 

 

早晨; 

在游泳池和热水浴缸中放松身心。如果天气不是太好，图书馆中有许多书籍，游戏， DVD

和杂志，供您浏览。 

 

12:30 在海滨咖啡馆午餐 

从选择众多的菜单中挑选，并可观赏海湾的美景 

 

下午2点 观赏海豚和大自然 自然生态游轮之旅 

大约下午两点出发，本次野生动物的生态之旅的亮点包括：夏洛特女王峡湾的天然美景，

您将看到海洋野生动物，并参观一个鸟类保护区。甲板上有一个绝佳的海豚观赏区，并

带有解说，在游轮停靠摩图阿拉岛之前，能看到海豚（有98%的机会哦！），海豹和无

数的海鸟。您的导游会指给您看本土的蓝企鹅，罕见的鞍型猪，旋律铃鸟，轻快的知更

鸟，本土鸽子和黄冠鹦鹉（又名kakariki）。这里的景致风光无限！ 

 

下午4:45 - 送回千桐湾  



从晚上 6 点 - 前甲板餐厅 晚餐 

今晚，沉浸在经典奢华的七道菜的品尝晚宴中。 

 

第五天 

从早上8点 -在库玛塔哥享用早餐 

从丰盛的早餐菜单中选择。 

 

10:15 – 乘坐美洲豹线路水上出租车离开 

乘船返回到皮克顿。 

 

 

 

 

 

 

 

 

  

每人收费：$3010 

中国农历新年特别优惠，只需每人$2750 

（包括免费品尝长相思葡萄酒，外加品尝晚宴中免费赠送配餐酒，还有Miritu日间

水疗中心的免费理疗） 

有效期2014年1月25日至2月15日。 

如需一个两卧室公寓，最多入住四人 - 请直接联系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