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克群岛
库克群岛被“孤独星球”的创始人Tony Wheeler选为全球最美的岛屿。库克群岛拥有众多世界
顶级沙滩，绝世惊艳的蓝色泻湖，被称为上帝最秘密的存在。这里景色独特旖旎，居民热情洋溢，
豪华度假村保证了客人的私密性和奢华型的享受期望。在这里，情侣、家庭或朋友小聚都可以得
到充分的满足，享受美好的假期。

主岛拉罗汤加（Rarotonga）：号称被新西兰私藏了一个世纪的后花园，是太平洋中南部库克群
岛中最大岛屿，同样因为美如天堂的泻湖而常常被海岛控们视为终极目的地。

外岛爱图塔基岛（Aitutaki）：如梦似幻，被称为是精灵与仙女居住的地方。梦幻般的海景让这
里成为高端游客的度假首选。它比拉罗汤加更安宁也更纯净，是经典纯净的蒂芙尼蓝之代表。

免签!

更多世界旅游信息请关注
中旅假期微信公众平台

cts-newzealand

* 蜜月度假套餐 *

中 旅 假 期
潇洒走天下 中旅伴你行

1-2月出发，两人即可成团
1959NZD /人起

行程包含：接送、餐食、酒店住宿、多日活动、导游服务

游主 岛 拉 罗 汤 加 R a r o t o n g a + 外 岛 爱 图 塔 基 Ait utaki 休 闲



奥克兰总店
北岸Northcote分店
北岸Rosedale分店
西区Mt Albert分店

09 375 1717
09 418 5188
09 479 9588
09 845 6679

东区Howick分店

东区East Tamaki店

东区Highland Park店

09 535 2809

09 265 1888

09 535 8588

惠灵顿图书馆分店

惠灵顿Lower Hutt分店

基督城Christchurch分店

04 499 9668

04 566 0205

03 365 63960800 287 888 www.kiwiyou.co.nz

团费包含

费用不包含

订金说明

1. 以上房间以实际订到为准。2. 所有行程安排按当地状况决定，因天气或航班原因当地公司有权适时调整浏览安排，并且保留最终决定与解释权。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订满，本公司有
权用其他同级酒店替换。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会合导游，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个人原因、罢工、天气、政治因素、战争、灾难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所引起的额外费用,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 国际往返机票及燃油税；2. 行程中未提及餐食及自费项目；3. 旅游保险（强烈建议购买）；4. 其他个人费用；5.若需中文导游服务，价格另询。

1. 到境当天导游机场迎宾。2. 主岛及外岛机场至酒店往返拼车接送机。3. 行程提及酒店住宿。4. 行程提及一日游行程。5. 主岛至外岛往返机票。

1. 报名请支付订金NZD800/位。2. 余款请于确认后两天内缴齐，否则视为取消，恕不退回定金。3. 出发日前14天内取消，扣除团费的50%。4. 出发日前7天内取消，恕不退回全部团款。

注意事项

*若乘客因各原因不能参加一日游活动，可咨询顾问费用调整事宜。

从奥克兰出发到达库克群岛主岛拉罗汤加（RAR），感受具有库克风情的接机仪式
后，乘车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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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 – 拉罗汤加Rarotonga

四驱车环岛游
这个活动从您住宿的酒店出发，Raro热带雨林探险为您提供惊现刺激的拉罗汤加半
日游。您将会到达岛屿上平日不常到达的地方。这是岛上值得推荐的行程。您将会真
切的体验到拉罗汤加的魅力您将会到访 Avatiu的绿色通道。沿途您将会看到芋头种
植园。芋头是南太平洋最重要的食物。您将会了解他的历史以及如何到达库克。您将
会了解到库克土地的历史以及如何代代相传。

爱图塔基Aitutaki – 拉罗汤加Rarotonga – 奥克兰

白天自由活动，在最美海滩之一的穆里海滩潜泳，划船（酒店免费提供装备）或进
城购买黑珍珠或其它当地特色产品。晚上参观高地天堂文化中心活动，这座“失乐
园”为您提供的绝对是一场视觉和精神的盛宴。这个山村趟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150年，如今这些传统建筑被重建，展示祖先们的生活和爱情、战争和牺牲。你将
能了解到库克引以为傲的历史故事、以及忧伤的过去。这个真实的历史遗迹在25英
亩的美丽的村庄中，你能看到击鼓，唱歌，跳舞，讲故事和umu烧烤（地下炉），
就像600年前的节日一样。（周一三五 17：00PM -21：30PM）

拉罗汤加Rarotonga

酒店早餐后，搭乘飞机飞往外岛爱图塔基
爱图塔基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泻湖。巴士车会在7点左右接您到机场，航班约8点起
飞经过短短45分钟的飞行时间抵达爱徒塔基。确保你准备好相机，飞机降落时映入
眼帘令人惊艳的景观是游客到这里最萦绕于心的。穿过清晨的云层，爱图塔基会像
绿宝石项链放在蓝色泻湖中出现。从空中，小小的岛屿像珠子串在保护珊瑚礁，沙
滩显的分外洁白。这片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泻湖之一。这里有无数的珊瑚，
也是众多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和海洋生物的家。叹为观止的泻湖让爱徒塔基成为水上
运动的天堂。抵达以后，导游会带领你参观arutanga主要乡镇，市场和vaipae 
Tautu和内陆的村庄。然后在码头登上的双体船，开始出海泻湖游，去探访最好的
浮潜点Akaiami岛和神奇的大脚岛，可以带护照去大脚岛上的邮局盖章并给亲人寄
送明信片 ，船上提供浮潜工具和毛巾，以及包含一顿以鱼为原料的BBQ午餐，午餐
后可以在大脚岛上自由活动。活动结束后返回爱图塔基，前往机场返回拉罗汤加。

拉罗汤加Rarotonga – 爱图塔基Aitutaki

Vaka cruise 一日游 
这里有无数的珊瑚，也是众多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和海洋生物的家。叹为观止的泻湖让
爱徒塔基成为水上运动的天堂。抵达以后，导游会带领你参观arutanga主要乡镇，
市场和vaipaeTautu和内陆的村庄。然后在码头登上的双体船，开始出海泻湖游，去
探访最好的浮潜点Akaiami岛和神奇的大脚岛，可以带护照去大脚岛上的邮局盖章并
给亲人寄送明信片 ，船上提供浮潜工具和毛巾，以及包含一顿以鱼为原料的BBQ午
餐，午餐后可以在大脚岛上自由活动。活动结束后返回爱图塔基。

爱图塔基Aitutaki （5/6天行程）

采用步行或者骑车（自行车/摩托车）的方式沿着Aitukaki岛西侧至镇中心游玩，可
以一路采摘路边的水果，走一路吃一路。地的小芒果，吃起来有点酸涩，没有树上面
的大芒果好吃。诺丽果，号称长寿果，直接吃有点涩不好吃，一般都是榨汁或者晾干
了泡水椰子树，地上随处可见老椰子。
Mango Trading 餐厅餐不错，建议去尝尝。Egg & Cheese Burger，Plain French 
Fries，Spicy Prawns with Garlic Bread，Chicken & Chips，前三个强推荐！藏得
比较隐蔽，但是味道超级好。

爱图塔基Aitutaki （6天行程）

报价包含：NZD2899起/人
1. 机场欢迎仪式
2. 主岛及外岛机场至酒店往返拼车接送机
3. 主岛小波利尼西亚 花园洋房 含早2晚
4. 外岛爱图塔泻湖度假村 海景Bungalow含早2晚  
5. 天堂高地文化游
6. Vaka Cruise一日游
7. 四驱车一日游
8. 主岛至外岛往返机票

价包含：NZD3099起/人
1. 机场欢迎仪式
2. 主岛及外岛机场至酒店往返拼车接送机
3. 主岛拉罗汤加太平洋酒店顶级花园洋房含早2晚
4. 外岛爱图塔基太平洋海景Bungalow含早2晚
5. 天堂高地文化游
6. Vaka Cruise一日游
7. 四驱车一日游
8. 主岛至外岛往返机票

5天4晚套餐二

报价包含：NZD3439起/人
1. 机场欢迎仪式
2. 主岛及外岛机场至酒店往返拼车接送机
3. 主岛鹦鹉螺度假酒店 花园洋房 含早 3晚
4. 外岛爱图塔基太平洋 海景Bungalow 含早2晚
5. 天堂高地文化游
6. Vaka Cruise一日游
7. 四驱车一日游
8. 主岛至外岛往返机票

报价包含：NZD3899起/人
1. 机场欢迎仪式
2. 主岛及外岛机场至酒店往返拼车接送机
3. 主岛瑞蒙士奢华度假村 海景别墅 含早3晚
4. 外岛爱图塔基太平洋 海景Bungalow 含早2晚
5. 天堂高地文化游
6. Vaka Cruise一日游
7. 四驱车一日游
8. 主岛至外岛往返机票

6天5晚套餐三

报价包含：NZD1959起/人
1. 机场欢迎仪式
2. 机场至酒店往返拼车接送机
3. 小波利尼西亚 花园洋房3晚含早
4. 天堂高地文化游
5. 爱图塔基一日游
6. 四驱车一日游

报价包含：NZD1999起/人
1. 机场欢迎仪式
2. 机场至酒店往返拼车接送机
3. 皇冠度假水疗度假村 villa 3晚含早
4. 天堂高地文化游

6. 四驱车一日游

4天3晚套餐一

7. 主岛至外岛往返机票

7. 主岛至外岛往返机票

5. 爱图塔基一日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