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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 UNIQUE 非凡英語學院團 四週行程樣本 
 

航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抵達時間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去程 桃園 => 奧克蘭 22:05 - 13:00（隔天） 長榮航空 BR361 

回程  奧克蘭 => 桃園 14:30 - 22:10 長榮航空 BR362 

 
第 1 天   星期四                                                                      【夜宿機上】 

台北 / 奧克蘭 － 桃園國際機場集合 

領隊老師說明出發階段注意事項（例如提醒學員不可以隨身攜帶瑞士萬能刀等物品登機），完成登機報到手續後，學員隨

領隊老師通關。在候機室，領隊老師指導學員自行填妥紐西蘭入境表格，這是海外遊學的實用英語第一課。 

 

第 2 天   星期五 

抵達奧克蘭，專車前往學校報到，學校歡迎茶會，與寄宿家庭會面。          

隨〝Home 爸媽兄弟姊妹〞回家去。稍事休息後，外出散散步，認識一下住家附近的環境，欣賞紐西蘭人多樣性的歐式住

屋、美麗的 Garden 和優雅的庭院。務必問清楚晚餐時間，第一個〝新鮮的〞晚餐可別讓寄宿家庭久候！要記住回家的路！

同學們迷路了，最常聽到的理由是：「我忘了記路名和號碼，這裡的房子長得太像了！」真的嗎？試著用英語問路，體驗

一下紐西蘭人的親切友善和樂於助人。遊學期間，寄宿家庭的電話、住址、領隊老師和學生顧問的電話一定要隨身攜帶！ 

 

第 3 天   星期六 

市區觀光 

奧克蘭市素有【帆船之都】的美譽，它是紐西蘭北島的第一大城，同時也是一座天然良港。街道沿著死火山口所構成的

丘林地起伏延伸，極富變化性，散發出獨特的魅力。 

 

第 4 天   星期日   

這天是美好的星期天，正是與寄宿家庭相處的好時光，同學可帶台灣美麗的風景照和家人的照片，向 Home 爸、Home 媽

介紹。一來可以訓練自己的聽說能力，二來也可以為明天的分班測驗做準備。 

 

第 5 天   星期一 

上午：ESOL英語課程（為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生所設計的特殊英語課程稱為ESOL課程），ESOL是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的縮寫）。分班測驗後，同學們依程度分到不同班級，與來自不同

國家的國際學生一起上課。 

本遊學團週一至週五上午為ESOL英語課程。 

下午：今天的活動是 Welcome BBQ on the Beach ＋ Sports。校長的先生 Mr. 

Clive 是烤肉高手，為了歡迎同學們成為 Unique 家族成員，在學校後面廣闊

且風景優美的沙灘上，師生一起參加紐西蘭家庭常見的海邊烤肉，鮮美的

牛排和紐西蘭式的香腸 Sausage 保證令您回味不已！同時有沙灘排球比

賽、海邊尋寶等遊戲。 

 

第 6 天   星期二 

下午：Sky Tower & Viaduct Harbour。造訪摩天塔，並且在奧克蘭港的一個地點，以最佳角度遠眺奧克蘭跨海港灣大橋及

其週邊景緻。摩天塔高 328 公尺，為南半球最高的建築，搭高速電梯登上觀景台，踩在透明的玻璃地板上，腳底下的樓

房和汽車都變成了小玩具，驚險刺激。這個觀景台是 360°眺望奧克蘭市、郊區、海岸和鄰近島嶼的最佳觀景點。 

 

第 7 天   星期三 

下午：Pride Of Auckland Harbour Cruise。參觀海事博物館（Maritime Museum），並搭乘「奧克蘭之榮耀號」帆船巡航奧克

蘭港，體驗難得的揚帆出海的喜悅。帆船將穿越奧克蘭港灣大橋，聽船長以英語介紹沿途風景，考驗一下您的英語聽力。

船長可能讓大家練習操作升帆撤帆動作，甚至允許您嘗試一下掌舵。 

   地址：115 316 13臺北市南港區重陽路 號 樓-1 電話：( 02 )2786-3368 傳真：( 02 )2789-1170 網址：www.ctvstudy.com.tw Email：ctv.study@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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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天   星期四 

下午：Auckland Museum & Cultural Show。參觀原名〝戰爭博物館〞的奧克蘭博物館，這裡收藏了世界上難得一見的毛利

人和玻里尼西亞文化珍藏，希臘神殿式的宏偉外觀，帶給人們無限的懷古之情。館裡還典藏著豐富的世界戰爭史料、武

器，30 公尺長的獨木戰艦「塔皮里之斧」（Te-Toki-A-Tapiri）是用整根巨大的紐西蘭羅漢松鑿成的，完成於 1836 年，當

年是用來載運 80 名毛利戰士到北島東岸的 Gisborne 地區巡邏。 

自然館介紹已絕種或稀有的紐西蘭動植物、紐西蘭的森林和海洋生態；史上最高大的 Moa 恐鳥（高可達三公尺半）和在

紐西蘭出土不久的巨大恐龍化石，更是引人入勝。每天定時演出毛利儀式，動作誇張驚人的 Haka 戰舞尤其令遊客難忘。 

 

第 9 天   星期五   

下午：Waiwera Thermal Hot Pools。前往著名的 Waiwera 溫泉遊樂區泡溫泉、游泳，直衝或多重螺旋的高空滑水道則挑戰

您的勇氣。玩累了，就到一個室內大池去泡泡，還可欣賞超大銀幕的電視節目呢。 

 

第 10 天   星期六 

週末旅遊第 1 天：Auckland 奧克蘭→Rotorua 羅托魯阿 

－－ 一早離開奧克蘭南行，途中經瑪塔瑪塔（Matamata）小鎮，這裡就是魔戒電影中哈比村的拍攝地點。沿途屢見山

坡起伏的牧場，想像一下，小山坡挖個大洞進去，就是哈比人住的〝袋底洞〞。中午時抵達譽滿全球的紐西蘭觀光之寶

Rotorua 羅托魯阿。隨即搭纜車登上山頂餐廳，一面享用豐盛的自助式午餐，一面俯瞰羅托魯阿湖及湖畔的小鎮風光。餐

後稍事休息，還有許多驚險有趣的遊樂設施等著大家去嘗試，每一個人都不會錯過的是老少咸宜、驚險刺激的 Luge 溜溜

車。 

－－ 接著前往亞哥頓牧場，先搭乘特製的乾稻草車來個 Farm Tour，參觀奇異果園，嚐嚐奇異果蜂蜜，成人才有機會品

嚐香醇的奇異果酒，還有其他有趣的活動呢！賣個關子吧！隨後參觀五星級的剪羊毛秀和牧羊犬表演，大約二十種紐西

蘭可見的綿羊、肉羊通通到齊，保證讓您 High 到最高點。 

－－ 傍晚時分抵達 Rotorua 的天堂溪谷泉，參觀鱒魚養殖及其溯溪逆游而上的自然生態，這裡還有紅木森林、蕨類森林、

獅子園區、野生水鳥區等景點。 

－－ 依然絢麗的夏日夕陽下，大家徜徉在充滿歡樂和休閒氣氛的羅托魯阿湖畔，許多水鳥將與您同樂。接著造訪政府

花園，都鐸王朝式的博物館建築和美麗的玫瑰園，將令您驚艷連連。 

－－ 轉往 Rotorua 市區的飯店 Check-in，晚餐後到臨睡前的時間，同學們可以到游泳池或 Spa Pool 泡泡溫泉。羅托魯阿

號稱毛利文化之鄉，今夜，源自玻里尼西亞的優美旋律將伴著您進入夢鄉。【夜宿羅托魯阿湖畔飯店】 

 

第 11 天   星期日 

週末旅遊第 2 天：Rotorua 羅托魯阿→Waitomo Cave 威托摩螢火蟲洞→Auckland 奧克蘭 

－－ 早餐後造訪毛利文化村和間歇泉地熱奇景，地熱造成的龐大蒸氣團隆隆怒吼，間歇噴發達二、三十公尺高，蔚為

奇觀。張老師會教您如何用相機拍下這個世界級的景觀。在奇異鳥（Kiwi Bird）屋，您可以一睹奇異鳥活生生的風采，

這種沒有翅膀、不會飛的鳥僅存在紐西蘭。 

－－ 中午在 Big Apple 餐廳享用 BBQ 午餐。午後抵達威扥摩。此地石灰岩洞聞名全球，甚至名列世界八大奇景之一。

小心翼翼地走到岩洞盡頭，豁然出現一個巨大的鐘乳石洞窟，向上仰望，高聳如哥德式教堂，微光下可見數不盡的石筍、

石柱和鐘乳石；置身其中，令人讚嘆大自然力量的偉大。轉往地下碼頭，搭上特製小船，船行在僅有零星水滴聲的地底

河流，伸手不見五指，洞頂的螢火蟲展現繁星點點，彷彿正經歷一趟神秘的銀河之旅。這裡發光的螢火蟲是一種蕈蠅科

昆蟲的幼蟲，越餓則光度越強；您在台灣所見的螢火蟲則是一種甲蟲的成蟲。 

－－ 張老師會提醒同學，紀念品店外面幾十棵高大筆直的參天巨木，就是全世界最高的樹種──俗稱加州紅杉的「長

葉世界爺」（學名 Sequoia sempervirens），可達 110 公尺高呢！在紐西蘭這個大自然的活地理教室，到處都有啟發青少年學

習的素材。快樂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傍晚時分終於回到奧克蘭。 

 

第 12 天   星期一   

下午：Auckland Zoo，奧克蘭動物園。六千多萬年隔離演化的地質史，在紐西蘭這個生物演化的實驗室孕育了許多稀有的

生物，您一定不能錯過的是奇異鳥、斑點楔齒蜥（有活化石之稱，與兩億多年前的祖先比較，內部構造和外部形態完全

相同）等特有種。園區面積很大，一面健行，一面用「動植物發現之旅」的資料來點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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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天   星期二 

下午：Kelly Tarlton＇s Underwater World。南極館和 Kelly Tarlton's 海底世界。南極是一塊屬於英雄的土地，充滿著致命的

吸引力，在南極館目睹史考特等悲劇探險家的事蹟和遺物，令人感嘆！乘著密閉的雪地車穿越冰天雪地的南極世界，可

以欣賞可愛的國王企鵝、阿德烈企鵝。通過玻璃隧道漫步海底，近距離觀察兇猛的鯊魚、巨大的魟魚、南美食人魚和稀

奇古怪的海底生物，這個新奇的經驗令人難忘。 

 

第 14 天   星期三 

下午：Paint Ceramics。在一個陶瓷工作坊，師傅教您在素陶杯上自由彩繪創作、畫圖題字，再為您窯燒成有美麗圖案或

題字的陶杯成品。回國前您會收到燒好的陶杯，這是非常珍貴的紀念品。 

 

第 15 天   星期四 

下午：Snow Planet Snowboarding。滑板滑雪在 Snow Planet 進行，這裡是以人工造雪、模擬野外雪地的全球第三大室內滑

雪場。雪橇滑雪已快成為 LKK 級運動了，時下的年輕人正流行滑板滑雪。在這裡滑雪較不受天氣變化干擾，滑雪道和坡

度的安全性高。遵照教練的指導去做，同學們很快就可以滑得有模有樣。請注意！館內溫度為零下 5℃（－5℃），務必準

備保暖且防水的手套、雪帽、雪衣、雪褲！ 

 

第 16 天   星期五 

下午：Wave Pool And Western Springs──海浪游泳池（Wave Pool）擁有大型人工造浪溫水戲水池、標準游泳水道、螺旋

圓管滑水道、Spa、蒸氣室、熱烤室等。游泳是紐西蘭人的全民運動之一，難怪在奧運會上常見到紐西蘭選手得獎。回程

造訪有天鵝湖之稱的 Western Springs，這個地方是野鳥的聯合國，黑天鵝、綠頭鴨、天堂鴨、加拿大雁、紫水雞、紐西蘭

鳩等紛紛在您眼前爭奇鬥艷，抬頭看看樹梢也可見到許多樹棲飛鳥和鳥巢，拿出張老師發給您的「大自然研習－動植物

發現之旅」資料來點名吧！漫步天鵝湖畔，您一定會陶醉於這裡的園林美景。 

 

第 17 天   星期六 

週末一日遊：Horse Riding at Pakiri Beach－騎著駿馬越過小溪，穿過海岸森

林，沿著沙灘北行，逆著陽光，偶然陣陣飛沙，右側依稀可見若干小島。

騎師偶而會帶著您走進海水裡，您的心情就像右側一波又一波翻滾而來的

滔滔白浪一樣，High 到最高點。接著爬過峰巒起伏的白色沙丘，越過草叢，

經森林、小溪，回到牧場。這是全紐西蘭最棒的騎馬活動！小姐們還可挑

選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呢！大約每三到四匹馬有一位經驗老到的教練騎師

陪伴，安全性很高。回程在迷人小鎮 Warkworth 休息，同學們可以自由逛逛，

享受一下令人垂涎的 Ice Cream。今天的行程大半是沿著海岸線行車，請您

好好欣賞沿途許多美麗的海灣和沙灘，尤其是 Orewa 那一望無垠的大沙灘。 

 

第 18 天   星期日 

與寄宿家庭活動。您可以要求寄宿家庭和他們一起上教堂、購物或逛逛超市。也許您不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就當做是

一次宗教和文化體驗好了。 

 

第 19 天   星期一 

下午：Horse Riding Adventure（騎馬）。配合上午的教材，由活動英語老師帶領，前往專業騎馬場騎馬。 

 

第 20 天   星期二 

下午：Ice Skating。老師帶領下前往冰宮，著冰刀鞋練習溜冰。紐西蘭人喜愛的運動非常多樣化，您隨時可以在冰宮見識

到溜冰高手的美妙動作。 

 

第 21 天   星期三 

下午：參觀綿羊世界 Sheep World，它位於奧克蘭北方 45 分鐘車程的 Warkworth，這是一個綜合牧場、農莊、自然公園、

   地址：115 316 13臺北市南港區重陽路 號 樓-1 電話：( 02 )2786-3368 傳真：( 02 )2789-1170 網址：www.ctvstudy.com.tw Email：ctv.study@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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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的休閒渡假區，除了著名的剪羊毛表演之外，還可進行生態發現追蹤、冒險、餵飼動物等體驗，也可以親近綿羊、

小馬、驢、羊駝等可愛動物，甚至一睹造成紐西蘭生態浩劫的 Possum。Possum

是來自澳洲的有袋類動物，移民習以果子狸稱呼，真是天大的錯誤！牠的

正確名字應該是「袋貂」，紐西蘭公路上常見被壓死的動物，絕大部分是「袋

貂」，電線桿普遍包上一圈光滑的鐵皮，也是為了防止「袋貂」爬到上面咬

壞了供電設施。 

 

第 22 天   星期四 

下午：Kayaking 划獨木舟。紐西蘭人酷愛冒險刺激的水上活動，划獨木舟

是小學就開始的重要體育活動。紐西蘭人在奧運場上經常在划船項目奪

標，其來有自。在老師帶領下，同學們將由合格教練及救生員督導，在 Rodney 海灣練習並比賽划獨木舟。 

 

第 23 天   星期五 

下午：Sports Afternoon。前往社區體育館運動，有乒乓球、籃球、排球、羽毛球等，在老師帶領下分組競賽。 

 

第 24 天   星期六 

今天是自由活動的週末。您可以禮貌地問問寄宿家庭，能否隨他們去購物或逛逛超市。如果寄宿家庭帶您去一個需要買

門票的場合，雖然只是小錢，除非寄宿家庭堅持，否則同學們應該自己付費。18 歲以上的學員可以自由活動，請告知寄

宿家庭、徵得同意、表明返家時間（務必準時返家），更要注意安全。 

 

第 25 天   星期日 

與寄宿家庭聯誼或自由活動。 

 

第 26 天   星期一 

下午：Shopping at Glenfield Shopping Mall。由老師帶領，專車前往 Glenfield 的大型購物中心。逛逛 Shopping Mall，除了買

些贈送家人親友的紀念品，也有助於實際了解一個地方的日常生活、習俗和文化。更盼望同學們利用詢問或購物的機會，

檢驗一下您的英語聽說能力是否進步了。 

 

第 27 天   星期二 

下午：Rock Climbing 攀岩。前往室內攀岩場，體驗爬上 50 英尺高的垂直岩壁，再利用繩索滑到地面的震顫快感。與下

午活動有關的英語已編入上午的教材中，同學們應用心研習！ 

 

第 28 天   星期三 

下午：Three Kings Lava Caving。探訪 Three Kings 地區的火山熔岩洞。這個火山熔岩地洞已經有 60,000 年歷史，當年劇烈

的火山活動新生一部份紐西蘭陸地時，形成了這些熔岩地洞。熔岩洞內高低起伏、忽寬忽窄，同學們在洞裡攀爬、摸索，

學習如何以安全、有秩序的方式，維持行進動線的流暢。當然，這也是一堂地球科學課程，同學們可以親身體驗火山熔

岩洞的地質、地形和有關的動植物生態。 

 

第 29 天   星期四 

上午：ESOL 英語課程。下午：結業式，頒發成績報告和結業證書。 

 

第 30 天   星期五 

奧克蘭 / 香港 / 台北 

今天依依不捨地告別寄宿家庭，專車前往奧克蘭國際機場。辦完登機手續後，在領隊老師的指導下，大家開始做此次遊

學的最後一個筆寫功課──填寫 Departure Card（離境卡）。通關後前往登機門，航班起飛了，再見吧！美麗的長白雲故鄉！

後會有期！藍天、白雲、陽光、歡笑、Pakiri Beach 的浪花和風飛沙....，您一定會經常在夢中重溫！          

 

以上行程會隨著課外活動老師的規劃，而在時間上略有調動！ 

   地址：115 316 13臺北市南港區重陽路 號 樓-1 電話：( 02 )2786-3368 傳真：( 02 )2789-1170 網址：www.ctvstudy.com.tw Email：ctv.study@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