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选择——两天

路线选择

千洞湾
新西兰

选择过夜的天数
两天、三天、四天、更多

选择活动
水上活动（垂钓、巡航、帆船、划艇、野生物观赏）
地上活动 （徒步旅行、登山、品酒、赏鸟）
休闲活动（静修、 游泳池边静躺、Spa)

享受美食
海湾咖啡（Bight Café）馆、Kumatage 休息室 、前甲板（Foredeck）酒店
千洞湾的活动丰富多彩。可以在下列各页上选择我们推荐的路线，准
备好了就开始享受吧！

线路选择——两天

自然风光和饮食之旅
第一天
下午 1:30

野生物之旅，观赏海豚
通过松德（Sounds）公司短途旅行服务离开皮克顿，观赏摩图阿拉（Motuara）岛和其他
景点。

下午 4:45

抵达千洞湾

下午 5:45

品尝餐前红酒和点心

下午 6:45
选

在前甲板（Foredeck）酒店享用晚餐（我们推荐精选套餐——包括 6 或 7 道主菜并配有可
红酒。

晚上 9:30

萤火虫：天黑后观看萤火虫墙（单次行程耗时 10 分钟）

第二天
上午 8:00 –上午 10:00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

上午 10:30

在海湾中乘坐小船或皮艇观赏野生物、鸟类、岩洞、水湾。

下午 12:30

在海边的海湾咖啡（Bight Café）馆享用午餐——可以从我们提供的菜单中选择——
可以尝试当地特色的马尔堡绿壳贝类

下午 2:00

午后散步，观赏当地植物和树木，观赏完瀑布后返回住处——耗时约 30 分钟

下午 3:30 – 下午 5:45

千洞湾式水疗-根据您的喜好可以选择按摩、脸部护理（每人一小时）

晚上 7:30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 3 道菜的晚宴（您可以选择水疗后在房间内享用）

第三天
上午 8:00 –上午 10:00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

上午 11:00

乘坐水上飞机返回，耗时 15 分钟，然后步行通过皮克顿。

线路选择——两天

通过松德（Sounds）公司巡游
第一天
下午 1:00

从皮克顿乘坐渔艇，三小时愉快的旅行并享用午餐

下午 3:30

抵达千洞湾，开始熟悉度假村环境

下午 4:00

在海湾咖啡馆享用热巧克力饮料或冷饮，喂蓝鳕鱼，观赏海星和其他海洋生
物。

下午 4:30

在雪松浴中放松身心。

下午 5:30

品尝餐前白苏维翁酒和甜点

下午 6:30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晚餐（可以让厨师用您的
“猎物”烹饪）

第二天
上午 9:00

在房间内享用早餐，一边在私人阳台上观赏着海湾美景，一边享用着美好的早餐

上午 10:00

拿出半天的时间在凯伦女士号上巡游（观赏海湾美景，尝试飞碟射击游戏，捡贝壳，
享用午餐）

下午 2:30

返回千洞湾，然后在房间内或游泳池边放松，读书、看杂志、看 DVD、在房间内
赏鸟。

下午 6:45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晚餐（我们推荐精选套餐——包括 7 道主菜并配有可选红酒。

第三天
上午 8.00 –上午 10.00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

上午 10.15 或下午 12.15

乘坐美洲狮（Cougarline）水上的士离开，返回皮克顿（45 分钟）

路线选择——

顶级奢华游——放松和探索
第一天
中午 12.00

乘坐直升机抵达——从空中观赏松德的美景。
将在您的住处准备一份果盘和泰亭哲香槟，您可以在您的私人阳台上享用。

下午 4.00

乘坐小船或皮艇欣赏鸟类和海湾。

下午 5.00

享用雪松热水浴或在游泳池内游泳。

下午 5.30

品尝餐前红酒和点心。

下午 6.45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 3 道菜的晚宴（从我们提供的菜单中选择）。

第二天
上午 8.00 –上午 10.00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

上午 10.00 –上午 10.30

在千洞湾与我们团队成员之一乘坐小艇观赏海湾、海豚、海豹、鸟类和其他野生物——
欣赏坐落在海边的别墅。

上午 11.30 – 下午 1.00

首位游客可以享受 90 分钟的千洞湾式水疗。

下午 1.15

在您的住处或 Kumatage 享用一顿简便午餐。

下午 2.00 – 下午 3.30

第二位游客可以享受 90 分钟的千洞湾式水疗。

下午 6.30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晚餐（从我们提供的菜单中选择）。

晚上 9.30

萤火虫：天黑后观看萤火虫墙（单次行程耗时 10 分钟）。

第三天
上午 7.45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

上午 8.30 –下午 12.30

生态游——进入摩图阿拉（Motuara）岛（生态保护区）之前，乘坐美洲狮
（Cougarline）水上的士观赏松德地区的美丽风景。

下午

乘坐美洲狮（Cougarline）水上的士离开，前往皮克顿进行红酒之旅——参观马尔
堡内全球闻名的酒庄，耗时半天；
或者：休息一下午。
通过游泳、阅读、日光浴、热水浴等方式放松
在晚餐之前活动身体，可以在海湾内划船，在瀑布附近散步半小时，该瀑布高度为 7
米。

下午 5.30

与主人和其他客人一同品尝白苏维翁酒和点心。

晚上 7.00

享用超豪华 7 道菜晚餐——具有新西兰海洋特色的开胃菜并搭配我方酒侍选择的红酒
（可选）。

第四天
上午 10.00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

上午 11.00–上午 11.30

园林游——参观大厨的温室，在温室里种植了许多时令蔬菜和草本植物，观察地面
上当地植物和灌木上的标识，挑选一片具有新西兰特色的茶叶并用这片叶子为自己
沏一杯茶。

下午 12.15

乘坐美洲狮（Cougarline）水上的士离开，返回皮克顿（30-45 分钟）

线路选择——三天

水路和酒庄
第一天
下午 1.30

离开皮克顿——参观鲑鱼王和绿贝壳农场。

下午 4.45

抵达度假村。

下午 5.30

品尝餐前红酒和点心。

下午 6.45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 3 道菜晚餐（从我们提供的菜单中选择）。

第二天

上午 7.00

起床后在房间内享用早餐。

上午 8.00

乘坐箭头（Arrow）水上的士离开——30 分钟就可以抵达皮克顿。可以穿上
潜水服观看海豚和自然景观，早上还可以和海豚一起游泳（如果不想游泳，
也可以选择观赏）。

下午 12.30

在皮克顿镇享用咖啡午餐。

下午 1.30

乘坐美洲狮（Cougaline）水上的士返回千洞湾，乘坐游览船观赏松德地区的外
部风光。沿途游览恩迪沃尔湾（Endeavour Inlet）和其他景点。

下午 3.45

返回度假村。

下午 4.00 – 下午 6.00

每人享受 45 分钟的水疗——泡脚、热石浴、面部处理、深层组织按摩。

晚上 7.30

在房间内享用海鲜拼盘，穿着睡衣享受轻松时刻，观赏海湾美景，包括一瓶马
尔堡高级白苏维翁（可以选择其他美食）在内的晚餐将送至您的房间。.

第三天
上午 8.00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可以在我们提供的菜单中选择，其中包括国
际化的食品选择、咖啡、茶、热巧克力、鲜榨果汁等。

上午 10.15

乘坐水上的士前往皮克顿，全天都观赏马尔堡的风景名胜，参观新西兰导演皮
特·杰克逊的家乡以及奥马克（Omaka）航空中心。
另外还将游览下列各项中的一项：
葡萄园、玛卡纳（Makana）巧克力厂、蜂蜜制作/蜜蜂养殖、葡萄、软糖、橄榄村、毛利
人文化体验中心等。

下午 6.30

返回千洞湾。

晚上 7.00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晚餐（从我们提供的菜单中选择）。

第四天
上午 8.00 –上午 10.00

在 Kumatage 贵宾休息室享用早餐

上午 11.00 –上午 11.30

在千洞湾内乘船游览附近的鸟类，三种稀有品种的鸬鹚在悬崖上筑窝，记得带上相机。

下午 12.15

乘坐美洲狮（Cougarline）水上的士返回皮克顿。

线路选择 – 四天

夏洛特皇后湾最美的风景
第一天
下午 1.30

乘坐海岸巨浪（Beachcomber）号邮轮离开——下午参观真实的松德地区。

下午 5.00

返回度假村。

下午 5.15

散步 30 分钟，为明天的行程做好准备。

下午 5.45

品尝餐前红酒和点心。

下午 6.45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晚餐（从我们提供的菜单中选择）。

第二天
上午 7.45

早餐——在自己房间或者 Kumatage 休息室内享用早餐。

上午 8.30

“巡航和步行”——离开千洞湾，沿着夏洛特皇后湾散步，10 或 15 公里的路程上可
以观看风景——然后野餐。
或者，如果不喜欢徒步旅行，可以在夏洛特皇后湾参观一些关于历史上著名船只
（詹姆斯库克船长的船）的港湾以及摩图阿拉（Motuara）岛鸟类保护区，然后在恩
迪沃尔湾（Endeavour Inlet）的小屋内享用午餐。

下午 3.45

美洲狮（Cougarline）水上的士会将您接送回度假村。

下午 4.45–下午 6.00

夏洛特皇后式足疗——每次千洞湾式水疗中可以享受 45 分钟的足疗，对汗脚十
分有利。

晚上 7.00

在前甲板酒店享用 3 道菜的晚餐。

晚上 9.30

寻找萤火虫，享受一次热水浴，然后躺在天空下看星星。

第三天
上午 9.00

在自己房间或者 Kumatage 休息室内享用早餐。
剩余时间
可选性活动——三小时的近海航行，学习航海知识并锻炼航海技能。

第四天
上午 9.00

乘坐凯伦女士号返回皮克顿，享用香槟早午餐拼盘的同时玩双向飞碟射击、捡贝
壳、观看海豹。

下午 1.30 – 下午 5.30

进入马尔堡开始一场私人红酒之旅，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导游和司机——探索 40 多层的
地窖门（或许 3 到 4 层）。

下午 6.00

洲狮（Cougarline）水上的士会将您送回千洞湾。

晚上 7.00

在自己房间内享用拼盘。

第五天
上午 9.00

早餐——在自己房间或者 Kumatage 休息室内享用早餐。

上午 10.00 –上午 10.30

在海湾咖啡馆享用热巧克力饮料或冷饮，喂蓝鳕鱼，观赏海星和其他海洋生物。

上午 11.00 –上午 11.30

在快艇上游览——观赏海湾内的美景以及深入千洞湾的海角。

中午 12

退房

可选 – 第五天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托利航道的美景——参观马尔堡海洋养殖场（蚌、三文鱼、鲍鱼、牡蛎）以及重要
的鲸鱼加工场。
返回至千洞湾，或者向皮克顿出发继续您的旅行。

千洞湾
电话：+64 3 5799 771 或者 0800 5799 771
传真：+64 3 5799 777
电子邮箱：enquiries@bayofmanycoves.co.nz

网址：www.bayofmanycoves.co.nz

千洞湾
新西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