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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re Mai“回归之旅”特别出发 
National Freestyle Tour Itinerary 
   

开始：6 月 2 日 奥克兰 

结束：6 月 25 日 奥克兰 

需要天数：24 天 23 晚 

 

注：一切行程以 Stray 官方网站英文版为准，请提前查阅。除特殊要求外，司机及导游沟通语言为英文。 

这个特别出发行程将于新西兰疫情警报等级降于 Level 1 时运营。 

 

 

第1天 

奥克兰 到 哈黑 

 

Nau mai, haere mai!（毛利语：欢迎）你的Stray“流浪”探索之旅将从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

兰开始！我们的巴士向南行驶，经停历史小镇泰晤士后前往科罗曼德半岛。这里以其优美的原

始自然风景和海滩而闻名，既提供众多热门活动供游客选择参与，也可以让人惬意地享受沙滩

日光浴。司导会根据潮汐时刻，相约带领大家去著名的热水海滩。你可以和其他Stray乘客一

起挖掘“专属”天然spa池，沉浸于科罗曼德半岛令人窒息的美景中。晚上，你可以选择参加

AA制Stray乘客团队露天烧烤晚餐，和同车乘客相互熟识。 

 

包含住宿：海边小屋 

 

推荐免费活动项目：到访热水沙滩享受自然Spa（视天气和潮汐而定） 

 

第2天 

哈黑 

 

你有一整天的时间自由享受人气度假目的地哈黑的休闲生活气息。你可以进行景观徒步，或者

在教堂湾玩皮划艇，寻找这里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或者可以在哈黑海滩上享受舒适的白

沙与日光。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哈黑所在的Te-Whanganui-a-Hei海洋保护区将是参与海

岸导览探索游船之旅的理想地点。 
 

包含住宿：海边小屋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海上皮划艇，海岸导览探索游船之旅 

 

推荐免费活动项目：教堂湾漫步，在海滩上观看日出，探索哈黑，在海滩放松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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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天 

哈黑 到 罗托鲁瓦 
 

一大早离开哈黑后，我们会经停新西兰“国民饮料”L&P柠檬味汽水的诞生地——小镇派罗

瓦。镇上有一个有趣的“地标”特别适合停下来打个卡。之后，巴士将会最终抵达地热活动相

当活跃、拥有丰富毛利文化遗产和各类探险户外活动项目的罗托鲁瓦。今天下午，不妨报名参

与刺激的白水漂流，前往探险主题公园尝试挑战自我的项目，或者尽情漫步游览于市中心的湖

畔或公园中。 
 

包含住宿：罗托鲁瓦YHA 

 

推荐免费活动项目：法卡雷瓦雷瓦红木森林徒步，到库伊劳公园观赏沸腾地热泥浆池 

 

第4天 

罗托鲁瓦 

 

罗托鲁瓦常被游客称为与皇后镇比肩的北岛“冒险之都”。今天一整日你就有机会去发现罗托

鲁瓦的的“冒险探索”与“地热奇观”魅力所在啦！你可以参与刺激的原始森林高空滑索，玩

一次从山上滚下的悠波球，搭乘喷气艇体验独特的温泉瀑布“冲刺”。如果你想玩得“温柔”

些，则可以拜访市区天然湖景温泉浴场，或者去地热公园泡美容泥浆浴，还可以参与傍晚的毛

利文化体验之夜拜访行程。当然，《指环王》系列电影发烧友们肯定不会错过，前往举世闻名

的霍比屯电影外景地观光。在罗托鲁瓦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完全由你自己定！ 

 

包含住宿：罗托鲁瓦YHA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白水漂流，森林高空滑索，悠波球，拜访火山地热公园 

 

推荐免费活动项目：参观市政花园 

 

第5天 

罗托鲁瓦 到 亚尼威努亚湖 

 

离开罗托鲁瓦后，你的Stray之旅就将“不走寻常路”走进偏远的亚尼威努亚湖——一次必将

难忘而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之旅。你的当地毛利向导将和Stray乘客分享他们部落的故事与古

老传统，以及他们为促进这个偏远毛利社区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努力。你还会前去寻找神圣而

古老的毛利石刻遗迹，参与到训练手眼协调能力的传统木棍游戏中，观赏当地人如何烹制传统

地下窑烤食物“Hangi”，并且好好享受这一顿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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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y独家亚尼威努亚湖之夜体验包含： 

• 一晚舒适湖畔景观旅舍住宿 

• 一顿“Hangi”地下窑烤自助晚餐&甜品 

• 一顿欧陆式早餐 

• 古老石刻遗迹导览参观 

• 亚尼威努亚湖所在穆鲁帕拉区域的介绍（毛利族群、历史与挑战） 

• 走进当地学校课堂中，启发那里的孩子（仅在学校上课期间进行） 

 

包含住宿：湖畔风光旅舍 

 

可供选择的付费项目：哈卡战舞学习，传统编织课程 

 

第6天 

亚尼威努亚湖（经陶波湖）到 蓝鸭农场 

 

准备好冒险了吗？我们这天的第一站将是陶波湖畔。如果你想挑战自我，一定不要错过怀卡托

河峡谷蹦极；或者从新西兰最大的陶波湖上万尺高空跳伞，体验自由落体的刺激！如果你“不

好刺激这口”，可以选择沿着怀卡托河畔步道而下，前往咆哮的胡卡瀑布观光，或者在陶波这

个湖畔小镇自由探索。今晚的目的地又会“不走寻常路”，前进北岛最与世隔绝的地方，拥有

7200英亩广袤土地，兼具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倡导者双重身份与作用的——高山蓝鸭农场。

抵达蓝鸭农场后，你会先对这里的日常有一个了解。晚餐后，则能与其他乘客一起围坐在炉火

边放松、休憩。 
 

包含住宿：生态农场小屋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陶波高空跳伞，河上蹦极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沿怀卡托河徒步前往胡卡瀑布，Spa公园散步 

 

第7天 

蓝鸭农场 

 

今天是自由活动日，Stray乘客可以自由游览独具特色的蓝鸭农场。你可以坐上山地四驱车，

翻过丘陵山峰，穿越茂密丛林，欣赏农场美景；你将了解到蓝鸭农场的历史和农场内各种珍惜

物种的保护状况。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化身“西部牛仔”参与导览骑马巡游；或者，乘皮划艇

穿过被本地植被覆盖的河谷和苍翠繁茂的绿色丘陵。不管你选择在蓝鸭农场怎么玩，一定会难

忘这里天赐的自然环境！ 
 

包含住宿：生态农场小屋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 搭乘山地四驱车农场巡游，半日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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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徒步拜访凯法考卡瀑布 

 

第8天 

蓝鸭农场（经汤加里罗）到 雷蒂希 
 

我们会在黎明时起个大早，乘车前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汤

加里罗国家公园。今天，你将有机会把新西兰最有名的史诗般日间步道——汤加里罗穿山步

道，从自己的旅行愿望清单中划去。在19公里的穿山徒步中，你将经过火星表面般的火山高

原、走近观赏毕生难忘的斑斓火山口“翡翠湖”等独特地貌区域。穿山步道全年开放（冬季须

参加提供专业向导和雪地徒步装备的行程），但最终能否出发要视当天早上天气而定。出发前，

要确保自己准备了充足的水和食物补给，并穿戴合适徒步的装备应对可能的高山天气突变。如

果因为天气不能成行，国家公园内还有许多短途徒步路线可以选择。今晚，在一日辛苦的徒步

后，你将在极富建筑魅力和西式复古养老院风格的旅舍过夜。这里有可爱的牧场动物、宽敞的

房间，还可以沉浸于汤加里罗山景Spa池中。 

 

包含住宿：保存完好的历史山景旅舍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汤加里罗穿山步道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塔拉纳基瀑布徒步，参观汤加里罗火山中心，塔法瀑布（《指环王》电影中的

“咕噜池”） 

 

第9天 

雷蒂希 到 惠灵顿 
 

早上出发，我们会一路途经北岛中部小镇奥哈库尼、泰哈皮和布尔斯，向着目的地惠灵顿驶去。

惠灵顿被《孤独星球》旅游杂志称为“世界上最酷的小首都”，这里有地标式的新西兰国会大

厦“蜂巢”、美丽的东方海滨景观大道，以及新西兰最大的博物馆——“蒂帕帕”国家博物

馆。惠灵顿是一个很酷的地方，你可以在市中心逛街购物、拜访本地艺术馆、了解浓厚的咖啡

馆文化，或者在热闹的酒吧区与朋友消遣夜生活。 

 

包含住宿：市中心旅馆 

 

推荐免费活动项目：散步于东方海滨景观大道，登上维多利亚山顶欣赏美丽全景，参观“蒂帕帕”新西

兰国家博物馆，参与泰哈皮的扔雨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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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天 

惠灵顿 到 玛拉豪（亚伯·塔斯曼） 
 

我们会搭乘清晨起航的BlueBridge渡轮横渡库克海峡前往南岛，Stray巴士将在南岛的皮克顿

等候你。到达南岛后，巴士将会行驶于著名的马尔堡葡萄庄园区域。在抵达海岸城市尼尔森之

前，司导会根据每团乘客的意愿，决定是否带大家品尝这里著名的“长相思”白葡萄酒。接着，

我们会在小镇莫图依卡的超市停留购物，大家可以在这里购买需要的食材与用品。接下来两晚

我们会在幽静之乡——位于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旁优美的海岸聚落——玛拉豪过夜。 

 

包含住宿：舒适的海滨青旅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葡萄酒品尝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围炉品尝青口贝，室外观星 

 

第11天 

玛拉豪（亚伯·塔斯曼） 

 

今天，你有充足的时间悠闲地探索这座美丽的海滨国家公园。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拥有天然

黄金沙滩，是新西兰阳光最充足的区域之一。国家公园内还有着新西兰最棒、最受欢迎的步道

之一——亚伯·塔斯曼海滨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户外徒步赏景的地方。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

并不长，但你仍可以在这里选择徒步、划皮划艇、帆船航海，或者搭乘水上接驳船去国家公园

中的黄金沙滩享受一天湛蓝的海水与日光浴。 
 

包含住宿：舒适的海滨青旅 

 

可供选择的付费项目：划皮划艇，高空跳伞，利用水上接驳船往返国家公园，峡谷漂流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国家公园中徒步，黄金沙滩上休闲，海中畅泳 

 

第12天 

玛拉豪（亚伯·塔斯曼）到 弗朗兹·约瑟夫 

 

今天将是一整天穿越狂野南岛西海岸地区的巴士旅行——这里有着无数原生态海滩和壮观的

温带原始雨林。抵达西海岸前，我们将首先驶过布勒峡谷，这里被《孤独星球》杂志誉为世界

最佳景观公路之一。抵达西海岸的第一站，乘客们将会经过著名的海岸地理奇观普纳卡基“煎

饼岩”与喷水洞；在这之后的站点将是历史悠久的金矿城镇格雷茅斯，巴士将在这里接上今天

从基督城前来的乘客一起旅行。随后，我们很快会抵达霍基蒂卡，这里盛产一种毛利语叫“普

纳米”的本地特有翡翠色石头，如果你想要选购独特的新西兰纪念品，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晚最终的目的地是冰川小镇弗朗兹·约瑟夫，你将在这里停留两晚，有机会参加各类欣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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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磅礴弗朗兹·约瑟夫冰川的游览行程。 

 

包含住宿：雨林中心的小屋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穿越布勒峡谷，途经“煎饼岩”与喷水洞，霍基蒂卡 

 

第13天 

弗朗兹·约瑟夫 
 

今天你可以自由探索壮观的弗朗兹·约瑟夫冰川，这里是整个南岛西海岸最有特色的目的地之

一。 游览弗朗兹·约瑟夫美景及探索浩大神秘“冰川迷宫”最棒的方式是参加任意一种导览观

光行程。最受追捧的要属游览与教育意义并重的直升机冰川导览徒步，它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最

受Stray乘客喜爱的自费活动项目之一。结束冰川顶徒步后，你还可以前往镇上温泉浴场，免

费享受舒适的温泉浴。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考虑参与湖上划艇活动，也可以徒步前往观赏冰川

底部，或者选择附近的丛林步道漫步，拍摄许多美丽的风景照。  
 

包含住宿：雨林中心的小屋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直升机冰川顶徒步行程（包含镇上温泉浴场入场券），西海岸皮划艇活动，

尝试新西兰最高的冰川跳伞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众多丛林徒步路线，在Stray住地的Spa池中放松 

 

第14天 

弗朗兹·约瑟夫（经福克斯冰川）到 瓦纳卡 
 

今天我们将结束短暂的南岛西海岸之旅。离开弗朗兹·约瑟夫小镇不久，我们会在福克斯冰川

小镇接上乘客，然后一起前往著名的“镜湖”（马瑟森湖）做短途绕湖徒步。之后，我们的巴

士将行经被群山围绕的哈斯特山口和玛卡罗拉，朝目的地瓦纳卡前进。这条穿越哈斯特山口的

公路是另一处新西兰“最美景观公路”。我们会从雨林驶进山脉，穿越山毛榉森林抵达美丽的

湖泊。一路驶过哈威亚湖后，Stray巴士将在傍晚之前到达瓦纳卡湖同名湖畔小镇，现在你可

以好好享受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啦。 

 

包含住宿：镇中心旅店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镜湖”绕湖徒步，船溪短徒步，蓝池短徒步，拜访雷溪瀑布 

 

第15天 

瓦纳卡 到 皇后镇 

 

早上，你在瓦纳卡有很多活动选择：徒步爬上熨斗山，前往瓦纳卡机场参加“学开飞机”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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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驾体验或高空跳伞。临近中午，我们会正式出发前往“世界冒险之都”皇后镇，这里也是蹦

极运动的“发源地”。 抵达皇后镇之前，我们还会参观世界第一家商业运营的蹦极——卡瓦

劳桥蹦极。你可以选择在这里跳蹦极，留下纵身一跃的勇敢身影。皇后镇的夜生活十分丰富，

晚上不妨约上新交的好友，一起去享受美食，或者在酒吧欣赏现场表演。 

 

包含住宿：便捷的市中心旅馆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古怪迷宫世界，瓦纳卡高空跳伞，湖景自行车骑游，学开特技飞机（可免费

带一位朋友体验），峡谷蹦极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徒步爬上熨斗山，观看卡瓦劳桥蹦极 

 

第16~18天 

皇后镇三日自由活动 

 

没错你将有3个自由活动天可以随意探索皇后镇！这里的丰富的夜生活、壮观的山湖景

致，以及数不清的户外活动选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蹦极、峡谷大秋千、高空

滑索、峡谷漂流、溪流喷气艇、冬季滑雪、高空跳伞、原始森林徒步，或者花一整天轻

松惬意的沿湖漫步观赏美景……不论哪种活动或游览是你所热爱的，我们都希望你会爱

上皇后镇。 
 

包含住宿：便捷的市中心旅馆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任何一种本地人都期待的户外活动项目（如：蹦极，峡谷秋千，乘喷气艇，

高空跳伞，山地自行车骑行，高空滑索，乡野骑马等）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皇后镇周边徒步游览（比如本洛蒙德山、鲍勃峰），尽情享受这个美丽的度假胜

地 

 

第19天 

皇后镇 到 蒂卡普 

 

今天我们将北上驶过林迪斯山口公路，穿越美丽的麦肯齐地区，路过普卡基湖，抵达今

日的目的地——蒂卡普湖。我们将会在下午的早些时候到达蒂卡普湖畔，你将有充足的

时间走到著名的坎特伯雷大学天文台，一览醉人的蓝色湖水和远方的群山。假如今晚的

夜空足够晴朗的话，请一定要抬头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哦，毕竟这里可是新西兰首屈一

指的观星地点呢。 

 

包含住宿：蒂卡普YHA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蒂卡普湖温泉，滑冰，雪地滑橡胶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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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游览蒂卡普湖及湖畔好牧羊人历史教堂，徒步爬上约翰山天文台观景，夜晚观星 

 

第20天 

蒂卡普湖 到 基督城 

 

午餐后从蒂卡普湖出发，我们今晚会在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过夜，你会发现这是一座经历

2011年大地震摧毁后，有着“旧城新貌”的城市。市中心有许多全新的建筑已经拔地而起，

与地震中保存下来的古老欧式建筑相互映衬。这个下午你能完全自由探索基督城市中心，漫步

于城区正等待重建的街道中，你会随处可见残破旧墙上到处是色彩鲜艳、视觉感极强的喷绘涂

鸦艺术。 

 

包含住宿：基督城All Star Inn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漫步基督城市中心，参观硬纸板大教堂，欣赏城市中心的街头喷绘艺术 

 

第21天 

基督城 

 

今天将是自由探索“花园之城”基督城的一天。2011年的大地震之后，这座城市也在

努力恢复生机。市中心的植物园、坎特伯雷博物馆以及具有纪念意义的纸板教堂都很值

得一去。 

 

包含住宿：基督城All Star Inn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城市观光：河畔市场、基督城植物园、坎特伯雷博物馆、硬纸板大教堂 

 

第22天 

基督城 到 凯库拉 
 

今早 Stray 巴士会启程前往风景壮丽的太平洋海滨小镇——凯库拉。中午抵达凯库拉后，你有

一个下午在凯库拉自由活动，体验这里无与伦比的海洋世界。天气允许，千万别错过凯库拉最

有名的观赏鲸鱼/海豚之旅！此外，你还可以去大雁湾看野生海豹慵懒地横躺于路边，或者沿

着凯库拉半岛徒步，登上可以看到整个海岸线与凯库拉山脉的观景台，一睹令人窒息的美景。 

 

包含住宿：现代舒适的旅舍 

 

可供选择的付费活动项目：乘船/直升机观赏鲸鱼，与海豚同游体验，导览海钓行程 
 

推荐免费的活动项目：前往海狗栖息地，徒步环游凯库拉半岛并登上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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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天 

凯库拉（经皮克顿）到 惠灵顿 

 

早上从凯库拉启程后，我们将沿着蜿蜒的太平洋海岸公路北上。如果想在南岛门户小镇皮克顿

下车的乘客，可以选择去夏洛特皇后步道参加一日徒步，也可以租用皮克顿住宿的渔具或山地

自行车，到马尔堡峡湾边垂钓或骑游。而直接返回惠灵顿的乘客则会搭乘下午的BlueBridge

渡轮跨越库克海峡。今晚，你可以拜访位于惠灵顿最有名的街道——古巴街，那里各种酒吧、

餐馆鳞次栉比，夜生活丰富多彩。 

 

包含住宿：惠灵顿市中心旅馆 

 

第24天 

惠灵顿（经国家公园小镇）到 奥克兰 

 

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啦。再经历了将近1个月的新西兰全境探索之旅后，我们又将于行程最后

从惠灵顿回到“千帆之都”奥克兰。希望你在这次的行程中结识到有趣的新朋友，也希望你和

我们一起创造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愿你之后的旅程一路顺风啦！ 

 

This itinerary is a guide. Given the spontaneous nature of our trips and lack of control over New Zealand's weather(!), what 
we do each day might occasionally vary. 

此行程单只是旅行参考指南。因为我们的行程多与自然环境联系，且新西兰天气多变，实际每日行程可能因此有所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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