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西海岸 – 自驾行程 

必玩：  

 贯穿南岛东西海岸 – 观山观景火车 

 西海岸最大的冰川湖 – 布伦纳湖 

 普纳凯基薄饼岩和喷水洞 

 格雷茅斯和霍基蒂卡毛利绿玉 

 弗朗次约瑟夫和福克斯冰川 

DAY1: 基督城 – 亚瑟山口 – 布伦纳湖 

搭乘 “阿尔卑斯山号”高山观景火车（08:15am) 前往西海岸。极具人气的新西兰高山观景火车位于亚瑟山口，

由于地处海拔高达 737米， 故被列为世界六大观光火车之一。沿途可以观赏到新西兰特色牧场、雪峰、狭桥、

深谷、隧道、远古参天巨木等。新西兰 TranzAlpine 列车近日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佳观景火车之一。这列火车每

日往返于新西兰南岛的基督城和格雷茅斯之间，单程总长 223公里，用时不到 5小时。旅途中，乘客可以欣赏辽阔壮丽的美景，沿着冰雪

覆盖的怀马卡里里河前行，翻越南阿尔卑斯山，领略延绵数英里的新西兰本土山毛榉林。中午时分，火车抵达布伦纳湖所在地莫

阿纳小镇。晴朗的天气建议步行到布伦纳湖湖景酒店入住，仅 10 分钟步行路程，或提前预订免费接驳巴士。 

火车              布伦纳湖湖景酒店 

小贴士：因为火车出发较早，保险起见建议前一日在*基督城准将机场酒店*或*Addington City Motel”住宿一

晚。                                   

 

DAY2: 布伦纳湖– 普纳凯基薄饼岩 – 格雷茅斯 

中午 12:00pm 搭乘 “阿尔卑斯山号”高山观景火车前往西海岸的心脏格雷茅斯。抵达后，到前台办理提车手

续。格雷茅斯 – 西海岸规模最大的城镇被毛利人成为“Mawhera”,黄金就流淌在其矿脉中，*可自费前往淘金

小镇仙蒂镇体验淘金的乐趣*。自由安排时间前往普纳凯基，参观大自然神奇的艺术作品 –薄饼岩。西海岸沿途

无限的风光，也同时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上帝对新西兰的偏爱。美丽的 6号公路沿途景色无限好，被称为海岸

达到，被孤独星球评选为全球十大最美公路之一。 

火车 / 自驾 Kingsgate Hotel 或同级汽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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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COAST TRAVEL CENTRE 新西兰西海岸旅游 

164 Mackay St, P O Box 186, Greymouth 7840 

Ph: 64 3 7685101, 0800473966 (NZ only) 

Fax: 64 3 7687090, email:alice@westcoasttravel.co.nz 

www.westcoasttravel.co.nz/格雷茅斯旅游信息中心-格雷茅斯火车站 



推荐自费活动,  

仙蒂镇: 格雷茅斯以南 8公里，沿着 6号高速往内陆方向前进 2 公里，就来到了仙蒂镇。通过还原 19 世纪 60年代的欧洲

小镇，仙蒂镇将当地历史完整呈现：你可以乘坐蒸汽火车，感受小酒馆和淘金的乐趣。这里还有锯木厂，医院手术室，Grey 

Star 格雷报纸和王子剧院播放全息短片。价格$29.7每成人，儿童，学生和老人享额外优惠。 

Shades and Jade Shop 毛利玉商店: 位于格雷茅斯 CBD 中心, 展览和出售正宗，传统和当代设计风格的新西兰绿玉手工制

品。 

斯图尔特尼莫画廊+商店: 位于格雷茅斯市中心，是一个现代化的空间由当地摄影师斯图尔特（Stewart）展示惊叹的风景

摄影。画廊+商店也有许多精美独特的纪念品，出自新西兰艺术家之手。还有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和护肤品以及新西兰最好的

美丽奴羊毛和 Possum负鼠毛混合的羊毛制品。 

火车站纪念品店：出售高山火车纪念品，格雷茅斯明信片，毛利玉，西海岸真金，羊毛和负鼠毛混合服饰等。 

周日集市: 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在集市上淘点心仪的小玩意吧 

伊丽莎白角步道（Point Elizabeth Walkway）：从格雷茅斯北部 6公里的 Dommett 滨海大道出发，这条令人难忘的人行道

（往返 3 小时）沿着海岸线直通 Rapahoe 山区风景保护区和一大片竹柏树林，夏季时节，这里红花盛开。 

西海岸荒野自行车道：有半日时间可租上一辆自行车，沿着新西兰海岸线塔斯曼海骑行一段，绝大多数路是平路，沿着淘

金热小径线路前行，沿途风景美不胜收。自行车租赁：$50每人一天，骑行道免费。 

 

DAY3: 格雷茅斯- 霍基蒂卡 – 弗朗次约瑟夫或福克斯冰川 

自驾前往玉石小镇霍基蒂卡，自由参观新西兰毛利玉博物馆和精湛的玉石小店。下午抵达冰河小镇弗朗茨约瑟夫冰川

或福克斯冰川（根据住宿情况而定）。从南阿尔卑斯山西侧遥望塔斯曼山及库克山，岸边冰河如瀑布般自南阿尔卑斯

山上奔流而下。 

自驾 Scenic Hotel Franz Josef 或同级汽车酒店  

推荐自费活动,  

霍基蒂卡树顶步道: 西海岸树顶步道建在雨林之中，树林之上，高出地面 20多米，全长 450米，是新西兰唯一的空中步

道。走在树顶步道上，您会有在吊桥上的感觉，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通过特殊的设计，让钢铁之躯的步道也能微微晃动，恍如

在空中随风起舞。既增加了浪漫也有点小刺激。或霍基蒂卡塔是步道中的观景台，也是西海岸树顶步道的标志性建筑。它高

出地面 40余米，只能通过步道中央的环形楼梯抵达顶端。在霍基蒂卡塔上您将看到美丽的马希纳普阿湖，远处被皑皑白雪

覆盖的南阿尔卑斯山和一望无际的常青雨林。价格$27每成人，儿童，学生和老人享额外优惠。 

*Bonz N Stonz 玉/骨雕刻半日活动: 在雕刻家史蒂夫的指导下，设计，雕刻，打磨你自己的玉，骨头或鲍鱼壳杰作。价格

因材料和设计复杂程度而不同，必需预订。因为时间上无法把控，参加这个活动的客人建议在霍基蒂卡多留宿一晚。  

Arahura 毛利玉之旅：从 Arahura 桥历史遗迹公园开始。教你如何在天然环境中辨别毛利玉，挺 Arahura 河和它所属的毛

利部落的传说，最后在导游指导下采到一块属于你的毛利玉，可进行轻加工制成项链吊坠等。价格$189 每成人起。 

霍基蒂卡峡谷: 驶向霍基蒂卡峡谷的 35 公里路程，沿途风光美不胜收。这是一条迷人的沟壑，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蓝绿色

水流，而冰川“粉末”的沉积是得它呈现乳白色。体验短途森林步道和铁索吊桥，从各个角度拍摄下这个美景。免费 

霍基蒂卡玻璃工作室：这里展出了从俗艳到雅致的玻璃艺术品，多种多样。工作日可看到熔炉内的鼓风机。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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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弗朗次约瑟夫或福克斯冰川 

自由活动的一天 

自驾 Scenic Hotel Franz Josef 或同级汽车酒店 

推荐自费活动,  

冰川有氧健行: 在一次令人振奋的景观飞行之后，您将到达冰川的高处进行一次长达 2小时的有向导陪同的徒步旅行，途

中将可以看到最为原始和最令人惊叹的冰川美景。 您的向导会在途中为您选择路线，并关注最壮观的冰山形成景观，您很

快会就在高耸的顶峰和光辉灿烂的蓝冰组成的奇境中穿行。您将欣赏到周围山脉的全景美景，并可以有很多可以拍照的机会

和了解更多关于这块壮观冰川的信息，这将无疑会成为您在新西兰最值得回忆的体验。若您的旅行因为天气原因而被取消，

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向导将自动将您的旅行转成同天的冰川谷徒步探索 。 您没有义务参加，并且可以随时取消。 只是想要

确定您不会错过一次伟大的冰川体验。活动包括温泉在内。价格$459 每成人起，8岁以上儿童可参加这个活动。 

 

弗朗次约瑟夫冰川跳伞: 这家公司所组织的跳伞项目高度为新西兰之最（29,,000 英尺），还有 16,000 英尺和 13,000 英尺

的跳伞项目，将库克山尽收眼底，这肯定会是你所经历过跳伞之旅中所欣赏的景色最美的一次。价格$249 每成人起。 

西海岸野生动物体验中心: 奇异鸟仅存于新西兰，被选为国鸟， 西兰人也常以“KIWI”自称。奇异鸟是一种夜行动物不会

飞行，所以它们的翅膀已经退化的非常小。奇异鸟有五个品种，其中罗伊奇异鸟（Rowi Kiwi）最为珍稀，野外仅存 400

只，比大熊猫还稀少。西海岸野生动物中心是弗朗兹约瑟夫和福克斯冰川地区唯一的室内景点，不受多雨气候影响。亲切友

好的华人员工和为中国游客设计的特价产品和导览手册。30分钟奇异鸟繁育工作室之旅您将可以在繁育工作室与珍贵的奇

异鸟小宝宝合影留念一边听解说，一边欣赏保育及孵化设备。从 2017 年 10月开始, 引进珍贵的新西兰鳄蜥 TUATARA，并纳

入导览之中，从而丰富游客的体验。价格$58每成人起。 

观光直升机:  位于南阿尔卑斯山的西边，临近塔斯曼海的西海岸地区包含各式各样的地型，如原始森林，胡泊，高山，农

地和长长的海岸线等不同景色，更是著名景点福克斯和弗朗次约瑟夫冰川的所在地。根据飞行航线不同，可选单座冰川，两

座冰川，库克山等。10 分钟的雪山降落让您有机会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照相机会。 价格$240每成人起。 

冰川疗养温泉: 新西蘭最獨特的溫泉池的經驗，在熱帶雨林的心臟。坐落在茂密的熱帶雨林，冰川溫泉池是自然安寧的避

風港。我們的三個主要池編織自己的方式穿過雨林，並提供一個極好的地方放鬆和自然恢復活力。一個經驗不容錯過。該池

是適合所有年齡層的客人。可升级为私人温泉，更有 SPA 和按摩套餐。价格$28每成人起。 

 

DAY5: 弗朗次约瑟夫或福克斯冰川 – 瓦纳卡 – 皇后镇 

前往度假胜地皇后镇，途径仙境般的小镇瓦纳卡，您可以欣赏新西兰第四大湖 – 瓦纳卡湖的美景，晶莹剔透的

湖水倒映出艾斯柏林山。穿过雅斯碧林国家公园，欣赏奇特的温带雨林及冰蚀湖之景观。 

自驾 皇后镇三星级酒店或汽车旅馆   

 

-------------------------------------------------------------------THE END------------------------------------------------------------------------------- 

价格：成人 NZ$690 起/ 双人房/人，最少 2人起订（定制行程和酒店，价格会根据酒店情况稍有调整） 

费用包含:  

 5 晚 3 星或以上酒店住宿 

 高山观景火车两段旅程车票 

 格雷茅斯提车，皇后镇还车，3日租车和异地还车费用 

费用不含: 

 国际和国内机票、税、旅行保险和签证费用 

 推荐自费项目 

http://www.westcoasttravel.co.nz/west-coast-wildlife-centre/


 汽油和汽车保险 

 任何餐饮，除非明确标明 

价格有效期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3月 31日 

西海岸旅游中心位于格雷茅斯火车站，西海岸的心脏。我们是独立运营的旅游信息中心，帮助规划旅游行程（不仅限于西海

岸），预订自费项目。此行程中额外的住宿天数和延长租车时间可根据您的具体计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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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 

布伦纳湖 
格雷茅斯 

霍基蒂卡 

弗朗次约瑟夫或福克

斯冰川（相距 30分钟

车程） 瓦纳卡 
皇后镇 

咨询请联系西海岸旅游公众平台 

新西兰西海岸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