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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高尔夫
球目的地。这里的一些球场是我所
体验过最棒的高尔夫球场。对于来
自世界各地的高尔夫球手而言，新
西兰理应是一个必到的地方。您一
定不会感到失望。”高宝璟

 “过去 20 年来新西兰的高尔夫球场进步之快，没
有哪个国家比得上。”

Tom Doak，知名高尔夫球场设计师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皇后镇

新西兰高尔夫简介 
新西兰是一个小巧紧凑的国家，由两座
主要的岛屿组成，南北长约 1,600 公里，
东西宽约 400 公里。同样其人口也很少，
刚刚超过 450 万，然而这片绿意盎然的
土地上却遍布着果岭和球道。 

新西兰拥有 400 多座高尔夫球场，均匀地分布在全国每个地方。新

西兰人均球场占有量高居全球第二！

新西兰狭窄的海岸及多山的内陆造就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球场。从主要

沿海岸线而建的经典海滨林克斯球场，到更为传统的公园式内陆球

场，都会带给您全新的体验。

过去的 20 年中，在 Tom Doak、 Robert Trent Jones Jnr、Jack Nicklaus 

和 David Harman 等世界顶级设计师的打造下，新西兰的高尔夫景观

已经日新月异。大师们设计了至少 12 座配备了五星级食宿的世界级

球场。

无论是白雪皑皑的雪山脚下，或是与世隔离的海岸延伸地带，某些情

况下两者兼有，这些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为高尔夫球场提供了绝佳的

自然背景，更是呈现出一幅幅惊艳的画卷。

高尔夫球场配备的主要服务项目

  食品饮料

  专卖店

  PGA 专业教练

  装备租赁

  高尔夫车出租

  练球场

  球场内设的酒店

  俱乐部会所

  若有需要 
             可提供球童

32



因沃卡格尔

惠灵顿

基督城

皇后镇

内皮尔

凯里凯里

奥克兰

但尼丁

罗托鲁瓦

陶波

旺格蕾

瓦纳卡

北帕默斯顿

新普利茅斯

Invercargill

WELLINGTON

CHRISTCHURCH

QUEENSTOWN

Napier

Kerikeri

AUCKLAND

DUNEDIN

ROTORUA

Taupō

Whangarei

Wanaka

Palmerston North

New Plymouth

1

2 3

45

6 7

8

9

11

121314

10

因沃卡格尔

惠灵顿

基督城

皇后镇

内皮尔

凯里凯里

奥克兰

但尼丁

罗托鲁瓦

陶波

旺格蕾

瓦纳卡

北帕默斯顿

新普利茅斯

Invercargill

WELLINGTON

CHRISTCHURCH

QUEENSTOWN

Napier

Kerikeri

AUCKLAND

DUNEDIN

ROTORUA

Taupō

Whangarei

Wanaka

Palmerston North

New Plymouth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2

14

1516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高尔夫明星球场

高尔夫明星球场拥有一流的品质，是全世界高尔夫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场

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及独特的身份，观光客也可在此获得初尝体验。新

西兰共有 14 座高尔夫明星球场。

1.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2. 怀努伊高尔夫俱乐部

3. 海港湾乡村俱乐部

4. 温德罗斯农场高尔夫球场

5. 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

6. 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

7. 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与保护区

8. 拐子角高尔夫球场

9. 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10.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

11. 清水湾高尔夫度假村

12. 丘峦高尔夫俱乐部

13. 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

14.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体验球场

高尔夫体验球场展现了当地文化、风土人情、自然魅力和价值观。此外，它们分布在明

星球场周围，成为新西兰高尔夫球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西兰共有 24 座高尔夫体验球场。

1. 90哩海滩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2. 岛屿湾高尔夫俱乐部

3. 怀唐伊高尔夫俱乐部

4. 怀普高尔夫俱乐部

5. 芒格菲高尔夫俱乐部

6. 奥马哈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7. 穆里怀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8. 雷穆伊拉高尔夫俱乐部

9. 奥霍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10. 罗托鲁瓦高尔夫俱乐部

11. 陶波高尔夫俱乐部

12. 哈斯丁高尔夫俱乐部

13. 新普利茅斯高尔夫俱乐部

14. 玛纳瓦图高尔夫俱乐部

15. 飞马高尔夫体育俱乐部

16. 哈伍德高尔夫俱乐部

17. 高地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

18. 箭镇高尔夫俱乐部

19. 皇后镇高尔夫俱乐部

20. 克伦威尔高尔夫俱乐部

21. 奥塔哥高尔夫俱乐部

22. 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

23. 南部地区高尔夫俱乐部/奥雷蒂海滩

24. 因沃卡格尔高尔夫俱乐部

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但尼丁 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陶波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皇后镇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惠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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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顶级高尔夫球场12日行程

这段从奥克兰到皇后镇的 12 日行程，将
让您收获新西兰最顶级的高尔夫体验。

在北岛拜访位于壮观的悬崖之巅的世界顶级球场——拐子角高尔夫球

场和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尽享挥杆之趣。来到北岛中部，拜访新

西兰唯一一座由 Jack Nicklaus 签名设计的球场——金洛克高尔夫俱

乐部，另外还有值得一去的有怀拉基高尔夫球场。

继续向南岛前进，途中可在皇后镇地区稍作停留，此处的丘峦高尔夫

俱乐部和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设计精良，且位置优越。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皇后镇

Day 1 ：奥克兰—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从奥克兰一路向北，前往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及其奢华旅馆。球

场位于悬崖顶部，风景壮丽，不容错过。

Day 2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在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可欣赏到视野广阔的太平洋美景，该球场也

被《高尔夫大师》评选为全球最佳高尔夫球场第 49 名。

Day 3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奥克兰  
清早南下返回奥克兰，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坐拥众多海岸景观。

途中可在东海岸沿线择一座体验球场打一轮高尔夫。

Day 4 ：奥克兰  
在奥克兰花上一整天时间，体验这里的四大明星球场之一。其中， 温

德罗斯农场高尔夫俱乐部是 LPGA 巡回赛新西兰女子公开赛的举办

地；您也可以在由 Alister McKenzie 设计的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小

试身手。

Day 5 ：奥克兰—陶波  
穿过连绵起伏、生产乳制品的乡村，一路向南抵达陶波，这里有大洋

洲最大的淡水湖。您可在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与保护区体验挥杆击球

的乐趣，感受当地鸟类和四周灌木环绕的自然之趣。

Day 6 ：陶波—内皮尔  
在由 Jack Nicklaus 设计的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体验一轮高尔夫，然

后前往内皮尔。这座城市位于霍克斯湾地区，是一座装饰艺术之城。

Day 7 ：拐子角高尔夫球场  
全天游览新西兰最独特的地方——拐子角高尔夫球场。球场坐落在

悬崖顶部，海岸线风光和壮丽风景一览无余。

Day 8 ：内皮尔—惠灵顿  
对美酒的热爱，将驱使您开启新西兰经典葡萄酒之路的旅程。以内

皮尔为起点，最后沉醉在惠灵顿喧嚣繁华的夜生活和咖啡美食中，

伴随着满足结束一天的行程。

Day 9 ：惠灵顿  
惠灵顿有两座明星球场：即将举办 2017 年亚太业余高尔夫锦标赛的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以及有“新西兰高尔夫精神家园”之称的

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Day 10 ：惠灵顿—皇后镇  
乘飞机抵达皇后镇，这座度假城市是名副其实的高尔夫天堂，位居

全球最佳高尔夫目的地前列。下午，在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尽情挥杆，

这个球场的建造做了最低程度的地形改变，以连绵起伏的山峦和壮

美的高山湖泊为背景。

Day 11 ：箭镇  
从皇后镇出发，20 分钟后抵达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和丘峦高尔

夫俱乐部，它们是新西兰高尔夫公开赛的联合主办场所。

Day 12 ：皇后镇—奥克兰  
最后一天，乘坐“Over The Top Helicopters”公司的直升机，从俯瞰

着瓦卡蒂普湖 (Lake Wakatipu) 和皇后镇的塞西尔峰 (Cecil Peak) 一侧

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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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陶波

北岛高尔夫8日行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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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与保护区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

从奥克兰到惠灵顿的 8 日之旅将带您
游览北岛，探访众多令人惊叹的高尔夫
球场。

将北部的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作为首站，这里风光旖旎，引人入胜。

然后穿过北岛中部，在设计巧妙的怀拉基高尔夫球场和金洛克高尔夫

俱乐部享受挥杆之趣。接着前往有北岛瑰宝之称的霍克斯湾地区，这

里盛产世界闻名的葡萄酒，拥有温和的气候和令人愉悦的拐子角高尔

夫球场。之后在惠灵顿结束行程，这里有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和

曾举办过 12 届新西兰公开赛的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Day 1 ：奥克兰—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从奥克兰向北前往岛屿湾，在玛陶里湾 ( Matauri Bay) 拜访贝壳杉悬崖

高尔夫球场及其奢华旅馆。派希亚 (Paihia) 和凯里凯里 (Kerikeri) 就在不

远处，这将为您带来住宿、美食和活动的丰富选择。

Day 2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今天，您将在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的悬崖边饱览太平洋的无限风光。

该球场被《高尔夫大师》评选为世界最佳高尔夫球场第 49 名，也曾是《壳

牌高尔夫精彩世界》节目里 Fred Couples 和 Michael Campbell 比赛的取

景地，并且举办过 PGA 巡回赛的新西兰挑战赛。

Day 3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奥克兰  
返回奥克兰，体验这里的四大明星球场之一。其中， 温德罗斯农场高尔

夫俱乐部是 LPGA 巡回赛新西兰女子公开赛的举办地；您也可以在由

Alister McKenzie 设计的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小试身手。

Day 4 ：奥克兰—陶波  
从奥克兰前往陶波，穿过怀卡托连绵起伏、出产乳制品的乡村。如果您

已经做好高尔夫的开球准备，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与保护区就是您的目的

地。这里被原生灌木环抱，是放松休闲的好去处。

Day 5 ：探索陶波和金洛克  
从陶波经过短途旅行抵达金洛克，体验新西兰唯一一座由 Jack Nicklaus

签名设计的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球场。这座林克斯风格的球场横跨火山

地形，能观赏到陶波湖美景。

Day 6 ：陶波—内皮尔  
从陶波出发，经短途公路旅行前往东海岸的装饰艺术之城内皮尔。霍克

斯湾地区拥有众多屡获嘉奖的酒庄，还有由 Tom Doak 设计、在《高尔

夫大师》排名全球第 16 位的拐子角高尔夫球场。球场位于悬崖边，美

丽风光一览无余，不容错过。

Day 7 ：内皮尔—惠灵顿  
下一站是惠灵顿，这座世界最酷小首都以充满活力的艺术景象、世界一

流的咖啡馆和美食文化著称。途中可在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停留片刻，感受高尔夫的极致乐趣，该球场还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林克

斯风格球场之一。

Day 8 ：惠灵顿  
在惠灵顿，您不能错过经典的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这座历史悠久

的球场是新西兰第一座由王室批准的高尔夫俱乐部，并且即将作为 2017

年亚太高尔夫球业余锦标赛的举办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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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峦高尔夫俱乐部，皇后镇

奥克兰

基督城

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

丘峦高尔夫俱乐部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

皇后镇

Christchurch

Auckland

Queenstown

Jack's Point The Hills
Millbrook Resort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皇后镇

南岛高尔夫6日行程亮点

米尔布鲁克度假村高尔夫球场，皇后镇

这段从奥克兰到皇后镇的 6 天旅程将带
您体验南岛最好的高尔夫球场。

在基督城经典的清水湾高尔夫度假村开启此次旅程，随后前往高尔

夫天堂皇后镇。在这里，您将前往一系列球场，包括杰克斯角高尔

夫球场、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和丘峦高尔夫俱乐部。南岛以巍

峨的山脉和罕有人迹的风景著称，您可探访这里风景绝佳、设计精

良的高尔夫球场。

Day 1 ：奥克兰—基督城  
从奥克兰乘飞机前往风景如画的基督城，这里是南岛通往世界的入口。

从机场驱车前往不远处的清水湾高尔夫度假村，在这里打上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的高尔夫。这个锦标赛球场曾举办过包括美国职业高尔夫巡

回赛、大洋洲职业高尔夫巡回赛和欧洲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在内的

一系列高尔夫专业赛事。

Day 2 ：基督城—皇后镇  
乘飞机从基督城前往皇后镇，开启今天的旅程。临近皇后镇时，您

将飞越数座高尔夫球场，正是它们使这片地区成为了高尔夫天堂。午

餐或晚餐时，您可以品尝美食美酒，或者来一次探险活动。

Day 3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坐落于冰川河谷中，您可在这个绝美的高尔夫球

场度过一天。这个球场的设计对地形做了最低程度的改变，让您可以

饱览卓越山脉 (Remarkables Mountain) 和瓦卡蒂普湖 (Lake Wakatipu)

的美丽风光。

Day 4 ：丘峦高尔夫俱乐部  
从皇后镇出发，经过短途旅行抵达箭镇，在丘峦高尔夫俱乐部尽享

高尔夫之趣。球场主人 Michael Hill 先生为球场设立了极富挑战性的

球洞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塑，使其卓尔不群。除此之外，周边的湖泊、

河道和湿地区域为球场增添了几分美感；另外，这里还有获奖的俱乐

部会所。

Day 5 ：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  
在皇后镇附近的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度过一天。球场位于连绵的

高山之中，遍布着整洁的球道和各种自然元素，如草丛、溪流、片岩

和树林。这座 27 洞球场将为您提供多种游玩选择，全方位水疗服务

和奢华住宿信步可达。

Day 6 ：皇后镇—奥克兰  
在行程最后一天，乘坐 "Over The Top Helicopters" 公司的直升飞机，

从俯瞰着瓦卡蒂普湖和皇后镇的塞西尔峰一侧开球。

1110

旅游行程 旅游行程



北部地区

怀特玛塔港，奥克兰岛屿湾，北部地区怀赫科岛

北部地区和奥克兰
当您将活力十足的奥克兰和北部地区的亚热带地区结合在一起，就开启了无与伦比的新
西兰度假之旅。这里有 5 座明星球场和更多的体验球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完美的高尔
夫体验。

该地区有两条海岸线，西海岸线崎岖不平，因此而造就了90 哩海滩

林克斯高尔夫球场和穆里怀这两座绝佳的林克斯球场。东海岸精致雅

净，因此有像贝壳杉悬崖、怀唐伊和怀普这样让人惊叹的美景。

北部地区对新西兰人而言意义重大，这里拥有众多的历史景点，还提

供了最好的帆船、潜水和深海捕鱼体验。

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和国际口岸，在这里既可放松休闲，又

能尽享活力充沛的生活。您可在餐厅、咖啡馆或酒吧享受阳光，也可

在葡萄园品尝新西兰的上乘美酒，或乘坐渡轮，探访豪拉基湾附近

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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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KAURI CLIFFS  |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被视作新西兰最顶级的综合型

高尔夫球场，是岛屿湾 2,428 公顷农场的一部分。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位列全球第 49 名，坐落于悬崖顶部，可在此

欣赏到玛陶里湾 (Matauri Bay) 和太平洋的无边壮阔，以及卡瓦里群

岛 (Cavalli Islands) 和布雷特海角 (Cape Brett) 的海边风光。该球场由 

David Harman 设计，可在多达 15 处球洞范围内欣赏到视野广阔的美

景，其中 6 处球洞则直接建造在面朝大海的贝壳杉悬崖。其他球洞位

于天然农场，您将体验到在牛羊群旁挥杆的自然之趣。 

www.kauricliffs.com

旅游信息

  
奥克兰—凯里凯里    35分钟

  
凯里凯里—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25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35 – 144 115 – 137

球场评级 69.7 – 74.8 67.4 – 73.2

球场长度(米) 5560 – 6510 4476 – 5261

球场长度(码) 6081 – 7220 5223 – 5754

设计师 David Harman

发球台 6组

杆数 72

海港湾乡村俱乐部 
GULF HARBOUR COUNTRY CLUB  |                

位于旺格帕罗阿半岛 (Whangaparaoa Peninsula) 的海

港湾乡村俱乐部距奥克兰市中心约 40 分钟的车程， 它

由 Robert Trent Jones Jnr 设计，于 1998 年投入运营。

海港湾的卓越海景为这座球场带来林克斯球场的感觉。Trent Jones 

Jnr 特意保留了球场中原有最自然的部分，起风时，若能打出任何接

近标准杆的得分，都意味着这是个好成绩。

球场最著名的球洞是第 16 洞——一个沿着悬崖顶部设计的狗腿洞，

球道全场 460 码，标准 4 杆。在 1998 年高尔夫世界杯期间，John 

Daly 曾打出一杆越过海洋的捷径，还有一次几乎上了果岭。

gulfharbourcountryclub.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CBD—海湾港    5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24 – 136 114 – 123

球场评级 69.9 – 75.1 65.8 – 68.7

球场长度(米) 5498 – 6409 4712 – 5305

球场长度(码) 6012 – 7009 5153 – 5801

设计师 Robert Trent Jones Jnr

发球台 5组

杆数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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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努伊高尔夫俱乐部 
WAINUI GOLF CLUB  |                

怀努伊高尔夫俱乐部是一座新球场，从奥克兰 CBD 地

区出发向北行驶 30 分钟即可到达。

怀努伊是一个拥有 5 个发球台的 18 洞锦标赛球场，还有一个穿过斐

济果园的 9 洞短球场，距离从 70-150 码不等。尽管离市区很近，但

这里还是保留了新西兰原始的美。球场穿过起伏的山丘、天然水道，

周围是有 80 年树龄的松树和恰到好处的沙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俱

乐部会所、高尔夫练球场、装载 GPS 的高尔夫车，这一切使得怀努伊

迅速成为新西兰必去的球场。

www.wainui.online

旅游信息

  
奥克兰CBD—怀努伊    3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17 – 141 121 – 148

球场评级 65.1 – 76.0 70.4 – 76.6

球场长度(米) 4532 – 6485 4532 – 5519

球场长度(码) 4956 – 7092 4956 – 6036

设计师 Sid Puddicombe and Associates

发球台 5组

杆数 72

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 
TITIRANGI GOLF CLUB  |              

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距离奥克兰市中心仅 15 分钟车

程，是新西兰唯一一座由 Alister MacKenzie 操刀设计

的高尔夫球场。球场坐落于怀塔克雷山脉 (Waitakere 

Ranges) 的低坡与马努考海港 (Manukau Harbour) 之间

的秀美林地中。

球场于 1909 年投入运营，是一座私人会所，但当地和海外游客也可

享用。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由最优秀的球场设计师打造，被视作新

西兰顶级球场之一。

www.titirangi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CBD—蒂蒂朗基高尔夫球场    15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24 – 128 127 – 131

球场评级 69.7 – 71.8 70.2 – 72.8

球场长度(米) 5672 – 6026 4843 – 5185

球场长度(码)  6203 – 6590 5296 – 5670

设计师 Dr Alister MacKenzie

发球台 5组

杆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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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罗斯农场高尔夫俱乐部 
WINDROSS FARM GOLF COURSE  |                

温德罗斯农场高尔夫俱乐部位于新西兰乡村地区，距离

奥克兰市区 30 分钟车程，是 LPGA 巡回赛 Mckayson 

新西兰女子公开赛的举办地。

这个林克斯风格的 18 洞锦标赛球场独具匠心，有羊茅草场地和本特

草果岭，兼具平坦和起伏的地形，还有人工湖和精心设置的沙坑，

带来最佳的挥杆体验和自然环境。俱乐部会所和设施设计简约，蕴

含低调素雅的哲学，更为这座独具一格的高尔夫球场增添魅力。在

温德罗斯打高尔夫需要讲求策略，寻找穿过周边障碍，打上果岭的

正确路线。

www.windrossfarm.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温德罗斯农场高尔夫俱乐部    3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99 – 113 118 – 126

球场评级 65.7 – 70.2 70.7 – 74.1

球场长度(米) 4777 – 6154 4777 – 5326

球场长度(码) 5224 – 6730 5224 – 5825

设计师 Brett Thomson和顾问Phil Tataurangi

发球台 5组

杆数 72

怀唐伊高尔夫俱乐部 
WAITANGI GOLF CLUB    

              

怀唐伊坐落在派希亚 (Paihia)，在这里可以饱览岛屿湾

和太平洋美景，这里还是 1840 年毛利族首领和英国皇

室签订《怀唐伊条约》的地点。

前 9 洞周围环绕着天然灌木和鸟类，且拥有一个全新的第三洞，后 9

洞可以看到海湾另一边的拉塞尔 (Russell)，第 11 洞处新增了一处果岭。

www.waitangi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凯里凯里    35分钟

  
凯里凯里—怀唐伊    20分钟

90哩海滩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90 MILE BEACH GOLF LINKS 

        

这座高尔夫球场与著名的 90 哩海滩 (90 Mile Beach) 比

肩而建，是新西兰必游景点之一。这里给您纯正的林

克斯球场体验，还可饱览塔斯曼海的壮丽景色。

这座林克斯球场的球洞设置独具一格，引人入胜；分别有 5 个 3 杆洞

和 5 个 5 杆洞的设置。来自四面八方的风自然也是这座 90 哩海滩高

尔夫球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主要是南风和西南风。

www.ahipara.co.nz/kgc/golf.htm

旅游信息

  
奥克兰—凯里凯里    35分钟

  
凯里凯里—凯塔亚(Kaitaia)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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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普高尔夫俱乐部 
WAIPU GOLF CLUB    

            

怀普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太平洋海岸，是一座拥有天然起

伏地形的沿海林克斯球场。

这里是新西兰仅有的几座能在每个球洞欣赏到水景的球场。美丽的布

里姆湾 (Bream Bay) 就在球场边。这座位于天然沙石之上的球场拥有

新西兰最好的果岭，无论天气如何，全年都不受影响，让您尽享挥杆

乐趣。

www.waipugolfclub.org.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怀普    1小时30分

岛屿湾高尔夫俱乐部 
BAY OF ISLANDS GOLF CLUB  

            

这座全天候、常年开放的球场位于美丽的凯里凯里镇。

球场建在排水便利、轮廓各异的火山土壤上，每个球洞都有不同的挑

战。球场有广阔的果岭，精妙的障碍、巨大的沙坑和绿树成荫的球道。

签名球洞是标准杆 3 杆的第 13 洞，较高的发球台让您得以俯瞰陡然

而降的 18 米下，设有水障和沙坑的果岭。

www.bayofislands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凯里凯里    35分钟

  
凯里凯里—岛屿湾高尔夫俱乐部    5分钟

奥马哈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OMAHA BEACH GOLF CLUB    

             

奥马哈海滩高尔夫俱乐部距离奥克兰市中心不到 1 小时

车程，但却是一个不受城市快节奏影响的世外桃源。

在这座林克斯风格的度假球场上，设计师充分利用了它的位置和连绵

起伏的田园风光。球场一面毗连海滩，另一面紧邻天然河口，环游一

周，您会发现这里会带给您一些特别的惊喜。

www.omaha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奥马哈    1小时

芒格菲高尔夫俱乐部 
MANGAWHAI GOLF CLUB 

          

芒格菲是一座一流的沙地林克斯球场。

这里自然条件极好，密集的球道蜿蜒其中，大型果岭绵延起伏排列

密集，被视作新西兰最好的果岭之一。芒格菲欢迎您随时光临，这里

常年都适宜高尔夫运动，球洞设置独具匠心，别有生趣。

www.mangawhaigolf.co.nz

旅游信息

  
旺格雷(Whangarei)—芒格菲    1小时

  
奥克兰—芒格菲    1小时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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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努伊高尔夫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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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场

凯塔亚
凯里凯里

旺格蕾

奥克兰

雷穆伊拉高尔夫俱乐部 
REMUERA GOLF CLUB    

             

雷穆伊拉高尔夫俱乐部坐落在秀丽的林木之中，距离

奥克兰 CBD 仅 15 分钟的车程。 

自球场新建成一座全天候全规模的高尔夫练习场以来，这座标准杆 

72 杆的 18 洞高尔夫球场和配套的练习设施已跻身新西兰一流高尔夫

球场水准。茂密葱郁的 60 公顷草地为广阔的郊区带来一片宜人的

绿地。

www.remueragolfclub.com

旅游信息

  
奥克兰CBD—雷穆伊拉高尔夫俱乐部    15分钟

穆里怀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MURIWAI GOLF LINKS 

            

穆里怀林克斯高尔夫球场是一座地道的新西兰林克斯

球场，这里位于沙地，地形急剧起伏。 

球场坐落在美丽的奥克兰西海岸，距离汹涌澎湃的塔斯曼海仅数米

之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球手可在此感受到极富挑战性的体验。

穆里怀林克斯高尔夫球场的一大优点是全年的各种天气环境下都能

打球。无论天气如何，您都可以脚不沾湿地从这里走回去。

www.muriwaigolfclub.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穆里怀    40分钟

北部地区和奥克兰的高尔夫球场

1. 90哩海滩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2.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3. 岛屿湾高尔夫俱乐部

4. 怀唐伊高尔夫俱乐部

5. 怀普高尔夫俱乐部

6. 芒格菲高尔夫俱乐部

7. 奥马哈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8. 怀努伊高尔夫俱乐部

9. 海港湾乡村俱乐部

10. 穆里怀林克斯高尔夫球场

11. 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

12. 雷穆伊拉高尔夫俱乐部

13. 温德罗斯农场高尔夫俱乐部

北部地区和奥克兰的高尔夫球场概览

北部地区和奥克兰7日旅游行程

Day 1  ：奥克兰  
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和国际口岸，在这里既可放松休闲，又能

尽享活力充沛的生活。

Day 2  ：在奥克兰体验高尔夫  
选择奥克兰四大明星球场之一体验一天的高尔夫。温德罗斯农场高尔

夫俱乐部是 LPGA 巡回赛新西兰女子公开赛的举办地；您也可以在 Dr 

Alister McKenzie 设计的蒂蒂朗基高尔夫俱乐部小试一把。

Day 3  ：奥克兰—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从奥克兰向北前往岛屿湾，拜访位于玛陶里湾的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

场及其奢华旅馆。

Day 4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  
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名列 《高尔夫大师》世界最佳高尔夫球场第 49

位，在此可饱览太平洋美景。

Day 5  ：派希亚或凯塔亚  
离开贝壳杉悬崖高尔夫球场，前往岛屿湾的派希亚，在那里的体验球

场享受挥杆乐趣。或者也可选择去凯塔亚的 90 哩海滩林克斯高尔夫球

场。

Day 6  ：岛屿湾  
在美丽的岛屿湾，您可以乘坐游船、与海豚一起游泳嬉戏、潜水、垂钓，

或在暖阳下放松身心。

Day 7  ：岛屿湾—奥克兰  
返回奥克兰，在东海岸沿途的体验球场享受挥杆击球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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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托鲁瓦矿山湾，陶波汤加里罗越山步道，鲁阿佩胡

24 蒂普亚，罗托鲁瓦

北岛中部地区
丰富多彩的毛利文化体验、地热奇观和世界顶级的飞蝇钓，为北岛中部的高尔夫假日更
添魅力。

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位于陶波湖附近的金洛克湖边，是新西兰唯一一

座由 Jack Nicklaus 签名设计的球场。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保护区是一

个公园球场，有本土植物和鸟类。两座球场相距不到 30 分钟车程，

各具特色，相映成趣。拥有 36 洞的陶波高尔夫俱乐部 (Taupō Golf 

Club) 也近在咫尺，地热球场罗托鲁瓦高尔夫俱乐部 (Rotorua Golf 

Club) 和奥霍普 (Ohope) 的海滨林克斯球场均可在一天内轻松前往，

众多选择让这里成为高尔夫圣地。

陶波湖地区还以世界一流的飞蝇钓、地热体验、毛利文化和全球最佳

一日徒步步道——汤加里罗越山步道而闻名世界。

从陶波湖向东南行驶 90 分钟便抵达霍克斯湾，这片滨海区域以手工

食品和享誉世界的酒庄闻名，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一流的自行车体验和

装饰艺术之旅，还有机会一睹世界上最大的塘鹅栖息地。

霍克斯湾的高尔夫球场也同样惊艳。Tom Doak 打造的杰作、位于悬

崖之上的拐子角高尔夫球场 (目前位列 《高尔夫大师》全球排名第 16

位 ) 距离内皮尔中心仅 30 分钟车程。该地区的体验球场则是哈斯丁

高尔夫俱乐部 (Hastings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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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与保护区 
WAIRAKEI GOLF + SANCTUARY  |                

怀拉基是一座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高尔夫球场，在此可

以体验到纯粹的新西兰式高尔夫。

怀拉基距离旅游圣地陶波湖仅 10 分钟车程，位于一处食草动物保护

区内，建于一片绝佳的地热区上。这里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安静的球场

了，只能听到保护区内本土鸟类的鸣叫声和挥杆击球的回声。

球场于 1970 年正式开业，坐拥 180 公顷带有火山景观、天然起伏的

原野。高尔夫和保护区的完美结合让这里不负盛名。

www.wairakeigolfcourse.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陶波    50分钟

  
陶波机场—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与保护区    1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10 – 130 128 – 139

球场评级 66.8 – 73.4 71.5 – 76.6

球场长度(米) 5084 – 6460 5084 – 5853

球场长度(码) 5560 – 7064 5560 – 6400

设计师 Commander John Harris 和 Peter Thomson

发球台 3组

杆数 72

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 
THE KINLOCH CLUB  |                  

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的设计独具匠心，每个球洞的挥

杆都需要战略思考和耐心。 

球场在全球屡获殊荣，曾被《美国旅游与休闲》高尔夫杂志评为全球

十大新建成的高尔夫球场。金洛克展现了强调自然环境的设计哲学，

即借助陶波地区优美的周边环境打造每一个球洞。

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林克斯球场，该球场还是巧妙地将林克斯和

公园球场的设计风格融合在一起。全新的场内奢华旅馆提供精致讲

究的住宿、美食、美酒，以及各种能眺望球场及陶波湖的活动。

thekinlochclub.com

旅游信息

  奥克兰—陶波    50分钟

  
陶波机场—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    2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35 – 139 125

球场评级 72.7 – 77.4 71.6

球场长度(米) 5961 – 6734 4640

球场长度(码) 6519 – 7364 5074

设计师 Jack Nicklaus签名设计球场

发球台 3组

杆数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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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托鲁瓦高尔夫俱乐部 
ROTORUA GOLF CLUB    

            

罗托鲁瓦高尔夫俱乐部的原名是阿里基卡帕卡帕

(Arikikapakapa )，意思是“泥浆温柔的冒泡声”，它是

世界上仅有的几座地热区高尔夫球场之一。

球场位于热门旅行地罗托鲁瓦，许多球洞都在活跃或休眠的地热区。

这座全天候球场拥有绝佳的布局，可轻松步行。当地毛利人原住民纳

蒂法卡伊（Ngati Whakaue）代表将这座保护区连同其他保护区一并赠

予了英国皇室。

www.rotoruagolfclub.kiwi.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罗托鲁瓦     45分钟

  
奥克兰—罗托鲁瓦     3小时30分钟

奥霍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OHOPE INTERNATIONAL 
GOLF CLUB 

        

奥霍普球场 18 洞的设计是新西兰“沧海遗珠”的最佳

典范。

这座美丽的海边林克斯球场拥有崎岖多变的地形和美不胜收的海景，

其天然原始的表层下蕴含着粗犷淳朴的一面。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

使高尔夫体验更具有挑战性，只有善于控制球路、懂得应对风向变化

的球手才能在奥霍普取得佳绩。天气晴朗时，球手能在此欣赏到新西

兰唯一的海上活火山岛——怀特岛（White Island）的美景。

www.ohopegolf.co.nz

旅游信息

  
陶朗加(Tauranga)—奥霍普    1小时30分钟

  
罗托鲁瓦—奥霍普    1小时20分钟

拐子角高尔夫球场 
CAPE KIDNAPPERS  |                  

拐子角高尔夫球场地处一座由崎岖的悬崖和俯瞰太平

洋的农场所组成的标志性海岬上，将世界级高尔夫球

场和五星级奢华旅馆完美结合一体。 

球场内的超奢华旅馆——农场酒店 (the Farm) 于 2007 年开业，屡获

殊荣，也新西兰最独特以及最受好评的度假胜地之一。拐子角高尔夫

球场目前在《高尔夫大师》杂志评选出的“世界顶级球场 100 强”中

位列第 16 名。

capekidnappers.com

旅游信息

  
奥克兰/惠灵顿—内皮尔    1小时

  
内皮尔机场—拐子角高尔夫球场    3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34 – 145 125 – 139

球场评级 70.8 – 75.4 70.6 – 74

球场长度(米) 5708 – 6530 4739 – 5310

球场长度(码) 6242 – 7141 5182 – 5810

设计师 Tom Doak

发球台 6组

杆数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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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托鲁瓦

陶波

内皮尔

哈斯丁高尔夫俱乐部
HASTINGS GOLF CLUB    

             

坐落于霍克斯湾美食美酒区的哈斯丁高尔夫俱乐部是

一座精美的公园球场，绿树成荫的球道提供了十足的挑

战性。 

这座 18 洞锦标赛球场有修剪整齐的球道和均匀分布的果岭。2015 年

全新建成一座练球场，这里还有一座为初学者提供的 4 洞“短球场”。

哈斯丁高尔夫俱乐部以壮丽的鲁瓦希尼山脉 (Ruahine Ranges)为背景，

而霍克斯湾则因拥有近百个酒庄和优美的骑行道而远近闻名。 

www.hastingsgolfclub.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内皮尔    1小时

  内皮尔—哈斯丁    25分钟

陶波高尔夫俱乐部 
TAUPŌ GOLF CLUB 

              

这座陶波当地的球场是附近知名球场的候补选择，这

里拥有一处奥古斯塔 (Augusta) 著名的“阿门角 (Amen 

Corner)”球洞的新西兰版本。

陶波高尔夫俱乐部是新西兰第一座 36 洞高尔夫球场，拥有两座迥然

不同的高尔夫球场。陶哈拉球场（Tauhara）可以说拥有内陆林克斯球

场风格，而百年球场（Centennial）则更偏向于公园球场风格，这两座

优秀的球场为各个水平的球手提供了令人愉悦的高尔夫体验。二者的

共同点则是它们皆位于陶哈拉山下，可欣赏到无边的壮丽美景。 

www.taupo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陶波    50分钟

  
奥克兰—陶波    3小时30分钟

北岛中部地区高尔夫球场

1. 奥霍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2. 罗托鲁瓦高尔夫俱乐部

3. 金洛克高尔夫俱乐部

4. 怀拉基高尔夫球场与保护区

5. 陶波高尔夫俱乐部

6. 哈斯丁高尔夫俱乐部

7. 拐子角高尔夫球场

北岛中部地区 
高尔夫球场概览

北岛中部地区高尔夫7日行程

Day 1 前往罗托鲁瓦  

若从奥克兰启程，可在奇妙的怀托摩萤火虫洞 (Waitomo Glowworm 

Caves) 停留片刻；也可绕道前往玛塔玛塔 (Matamata)，在此处的霍

比屯 (Hobbiton) 参观游览。

Day 2 于罗托鲁瓦体验高尔夫  

在罗托鲁瓦高尔夫俱乐部感受高尔夫之趣，开启新的一天。这是新

西兰唯一一座同时拥有分布在活跃和休眠地热区球洞的球场。

Day 3 探索罗托鲁瓦  

从晶莹清澈的溪流到奇妙的森林，再到史诗般的自行车道、喷涌的

间歇泉和引人入胜的毛利文化，罗托鲁瓦应有尽有，给予您丰富体验。

Day 4 罗托鲁瓦—陶波  

陶波镇距离罗托鲁瓦仅 1 小时车程，您可以在明星球场怀拉基高尔夫

球场与保护区、或是新西兰唯一一座由 Jack Nicklaus 设计的金洛克

高尔夫俱乐部尽情挥杆。

Day 5 陶波—霍克斯湾的内皮尔  

清晨，在陶波打上一轮高尔夫；然后前往内皮尔，探访这座装饰艺术

之城。

Day 6 拐子角高尔夫球场  

在拐子角高尔夫球场这一座位处新西兰最独特方位的球场尽情体验

一天的高尔夫。球场坐落在悬崖顶部，海岸线风光和壮丽的风景在

此一览无余。

Day 7  

除了美丽的自然环境，霍克斯湾还盛产新西兰最上乘的时令产品和

屡获嘉奖的葡萄酒，您可骑行探索这里品质优越的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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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山，惠灵顿

惠灵顿惠灵顿滨海区卡斯尔波因特，怀拉拉帕

北岛南部地区

展开您在北岛南部地区的高尔夫假日之行，探索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迷人风光，沉醉在
怀拉拉帕的玉液琼浆当中。

惠灵顿，这座被《孤独星球》称为“世界最酷小首都”的城市，拥有

两座明星球场——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 (Royal Wellington Golf 

Club) 和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林克斯球场 (Paraparaumu Beach 

Golf Links)。不久前修葺一新的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独占广袤绿

地，沿着哈特河 (Hutt River) 铺展开来，并将举办 2017 年亚太业余高

尔夫锦标赛。风格与之截然不同的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球场在许

多人眼里是南半球首屈一指的林克斯球场。

玛纳瓦图高尔夫俱乐部等体验球场还可带给您更为丰富的击球选择，

精彩活动数不胜数的惠灵顿也绝对不会让您感到乏味失望。不管您

是喜爱艺术，痴迷美酒、美食和手工啤酒，还是热衷于户外运动，惠

灵顿及其周边地区都有五光十色的活动等您来体验。

对于想要环游北岛并以奥克兰为返程目的地的游客，可以绕道北岛的西

海岸，寻找位于塔拉纳基的海滨小镇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作为

北岛南部地区体验球场之一，新普利茅斯高尔夫俱乐部 (New Plymouth 

Golf Club) 坐落在大海边，远眺浩瀚的塔斯曼海和直耸云霄的塔拉纳基

山(Mt Taranaki)。美妙的骑行、怡人的海滩，还有通幽的小径和登山路线，

都是塔拉纳基地区的特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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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PARAPARAUMU BEACH GOLF CLUB             |              

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是“新西兰高尔夫的精

神家园”，这里被视作南半球首屈一指的林克斯球场。 

球场位于惠灵顿以北约 1 小时车程处。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

部设计并建造于二战后，由曾与著名设计师 Alister MacKenzie 搭档、

并且获得过澳大利亚公开赛冠军的 Alex Russell 在 1949 年设计。五次

赢得英国公开赛冠军的 Peter Thompson 评价帕拉帕拉乌姆是“愉悦

的珍宝，游戏的留念，未来的礼物”。 

www.paraparaumubeachgolfclub.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帕拉帕拉乌姆    1小时20分钟

  
惠灵顿—帕拉帕拉乌姆    45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20 – 125 119 – 128

坡度系数 69.8 – 72.4 70.9 – 75.8 

球场长度(米) 5490 – 6014 4714 – 5482

球场长度(码) 6004 – 6577 5155 – 5995

设计师 Alex Russell

发球台 6组

杆数 71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 
ROYAL WELLINGTON GOLF CLUB  |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经过重要的翻新整修后，成

为了一座颇具挑战性的锦标赛球场。 

球场坐落在美丽的公园中，植被多为本土树木和灌木，河流在一旁静

静流淌而过。起伏平缓的球道与小溪、湖泊交织在一起。

球场内包含了许多独特的球洞，其中最著名的是标准杆为 5 杆的第 

4 洞，球道被溪水一分为二，需要以水上击球来越过。设计师 Greg 

Turner 和 Scott Macpherson 表示，他们着重考虑的是让球场的美丽景

色将每一洞都衬托得令人惊艳。现在看来，他们显然已成功实现了这

一目标。目前皇家惠灵顿可说是新西兰最好的私人公园球场，并有与

其匹配的宏伟会所。

球场将举办 2017 亚太高尔夫业余锦标赛，力证了其实力。

www.royalwellington.com

旅游信息

  奥克兰—惠灵顿    1小时

  惠灵顿CBD—上哈特(Upper Hutt)    35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29 – 131 129 – 133

球场评级 70.6 – 75.5 73 – 77.6 

球场长度(米) 5780 – 6601 5123 – 5780

球场长度(码) 6321 – 7219 5602 – 6321

设计师 由Turner Macpherson于2013重新设计

发球台 5组

杆数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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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lymouth

Wellington

Palmerston North

1

2

3

国内球场

国际球场

4

Paraparaumu

新普利茅斯

北帕默斯顿

帕拉帕拉乌姆

惠灵顿

新普利茅斯高尔夫俱乐部 
NEW PLYMOUTH GOLF CLUB    

            

新普利茅斯高尔夫俱乐部融合了公园球场和林克斯球

场风格，一边能欣赏美丽的塔斯曼海，另一边能看到

塔拉纳基山。 

当地人称球场为“纳摩图 (Ngamotu)”，源于毛利语“岛屿”一词，其

意指紧邻新普利茅斯海岸线的岛屿群。球场是四届新西兰公开赛的举

办地，设计大气，每个 3 杆洞均分布在不同的方位。 

www.newplymouth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惠灵顿—新普利茅斯    50分钟

马纳瓦图高尔夫俱乐部
MANAWATU GOLF CLUB 

              

马纳瓦图高尔夫俱乐部是新西兰最为古老的高尔夫球

场之一。

俱乐部曾多次举办新西兰顶级赛事，包括五届新西兰高尔夫公开锦标

赛和八届新西兰业余锦标赛。拥有马纳瓦图地区首屈一指的 18 洞高

尔夫球场，7 组发球台，还有绿树成荫、修剪精美的球道、绵延起伏

的果岭和超过 50 个极具挑战性的白色沙坑。 

www.manawatugolfclub.co.nz

旅游信息

  惠灵顿—北帕默斯顿(Palmerston North)    2小时

北岛南部地区高尔夫球场概览

北岛南部地区高尔夫5日行程

Day 1 惠灵顿  

这座新西兰的首都坐落在波光粼粼的海港和连绵起伏的青山之间，

以艺术、遗址、文化和自然之美著称。

Day 2 于惠灵顿体验高尔夫  

在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体验挥杆击球的乐趣，这座公园球场也

将是 2017 年亚太高尔夫业余锦标赛的举办地。

Day 3 惠灵顿—帕拉帕拉乌姆  

早上在惠灵顿周边观光，然后前往帕拉帕拉乌姆，在帕拉帕拉乌姆

海滩高尔夫俱乐部这座林克斯风格的球场享受挥杆乐趣。

Day 4 帕拉帕拉乌姆—北帕默斯顿  

前往北帕默斯顿，这里既有大城市的精致多元化，又是户外活动爱

好者的梦想之地，您可以接着在马纳瓦图高尔夫俱乐部挥洒激情。

Day 5 北帕默斯顿—新普利茅斯  

新普利茅斯以晴朗的气候、先锋的艺术馆和美丽的公园著称。游览

一番后，可在临海的新普利茅斯高尔夫俱乐部体验小试身手。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

北岛南部地区高尔夫球场

1. 新普利茅斯高尔夫俱乐部

2. 马纳瓦图高尔夫俱乐部

3. 帕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

4. 皇家惠灵顿高尔夫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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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和坎特伯雷基督城和坎特伯雷

胡克谷，库克山

坎特伯雷平原蒂卡普，坎特伯雷奥拉基，库克山

基督城和坎特伯雷

除了绝佳的高尔夫之外，穿越坎特伯雷丰富的自然美景也是激动人心的体验。

坎特伯雷和基督城地区共有 1 座明星球场和 3 座体验球场。

曾多次举办新西兰女子公开赛的清水湾高尔夫俱乐部堪称新西兰高尔

夫球场的最佳典范，这里美景与挑战并存。从球场往下走就是飞马高

尔夫俱乐部，这是一座开放公园体验球场，也是坎特伯雷最新的高尔

夫球场。这两座球场目前已举办了多达 18 次的重大锦标赛。

除此之外，基督城还有最近翻建整修、焕然一新的哈伍德高尔夫俱乐

部。另外，从基督城机场出发，约 1 小时车程便可到达高地乡村高尔

夫俱乐部，它坐落在拉凯亚河 (Rakaia River) 边，哈特山在远处掩映

出一片磅礴气势。

除了高尔夫，该地区还有喷气快艇、射击和骑马等活动。另外，这里

也可通往亚瑟通道国家公园 (Arthur’s Pass National Park)。

3938



清水湾高尔夫俱乐部 
CLEARWATER GOLF CLUB      |                  

清水湾高尔夫度假村距基督城市中心仅 15 分钟车程，

离基督城国际机场也仅有几分钟车程。 

设计师 Sir Bob Charles 和 John Darby 成功开发了这个位于内陆却带有

林克斯风格的球场。开阔的球场让您在挥杆时候能更好地享受南岛南

阿尔卑斯山脉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景象。近 10 年来，清水湾高尔夫

球场成为众多国际专业高尔夫巡回赛的首选，无论是 USPGA 全国巡

回赛 ( 现在是 web.com 巡回赛 )、澳洲男子巡回赛还是欧洲女子 PGA 

巡回赛，都将其列为必经的一站。 

www.clearwater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基督城    1小时25分钟

  基督城—清水湾   15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89 – 137 93 – 137

球场评级 58.4 – 73.1 59.9 – 77.5

球场长度(米) 3000 – 6138 3000 – 5964

球场长度(码) 3280 – 6712 3280 – 6522

设计师 Sir Bob Charles和John Darby

发球台 6组

杆数 72

哈伍德高尔夫俱乐部
HAREWOOD GOLF CLUB    

              

哈伍德高尔夫俱乐部的伍德兰兹球场在 2012 年经由著

名建筑设计师 Greg Turner 重新操刀设计后，新增了一

些绝佳的球洞。

18 座全新的果岭、18 个全新的发球台，还有几片改种天然牧草的区域，

这些使整个球场焕然一新。新球场有起伏的球道和由沼泽地环绕并

充满线条感的果岭，无论您是在此锻炼技巧还是来一场真正的高尔夫

比赛，皆能享受挥杆之趣。  

www.harewood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基督城    1小时25分钟

  基督城—哈伍德    15分钟

飞马高尔夫俱乐部 
PEGASUS GOLF CLUB 

              

该俱乐部经过精心的设计，现包含水景、天然湿地，以

及几乎每一杆都能欣赏到的连绵群山。  

每个球洞均设有 4 个发球台，这个设计在开阔起伏的球道上提供了足

够的着陆区，使球友可以尽情发挥实力，经过缜密思考后击出完美一

球。这个公园球场风格的球场曾举办过 3 届新西兰女子公开赛，距明

星球场清水湾高尔夫俱乐部不到 15 分钟的车程。

www.pegasus-golfclub.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基督城    1小时25分钟

  基督城机场—飞马高尔夫俱乐部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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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Pukaki, Canterbury

Clearwater Golf Club

Christchurch

1

4 32

国内球场

国际球场

基督城

普卡基湖，坎特伯雷

清水湾高尔夫俱乐部

高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TERRACE DOWNS    

                

高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坐落在坎特伯雷高地，是一座

18 洞锦标赛级高尔夫球场。 

每个球洞都能欣赏到壮丽的景色，签名球洞是标准杆 3 杆的第 16 号

球洞。哈特山 (Mt Hutt) 近在咫尺，拉凯亚河 (Rakaia River) 则位于几

百英尺以下，俨然一派新西兰南岛风光。

此俱乐部在 2015 年度世界旅游大奖中被票选为“新西兰顶级高尔夫度

假村”。  

www.terracedowns.co.nz/golf

旅游信息

  奥克兰—基督城    1小时25分钟

  基督城—高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1小时

基督城和坎特伯雷的高尔夫球场

1. 飞马高尔夫俱乐部

2. 清水湾高尔夫俱乐部

3. 哈伍德高尔夫俱乐部

4. 高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基督城和坎特伯雷4日高尔夫行程

Day 1 于基督城体验高尔夫  

在基督城的体验球场哈伍德高尔夫俱乐部或飞马高尔夫俱乐部进行

热身体验。

Day 2 于基督城体验高尔夫  

在本地的明星球场清水湾高尔夫俱乐部挥杆击球，深度体验高尔夫

之趣。高宝璟就是在这里打出了2015 年新西兰女子公开赛上 61 杆的

绝佳成绩。

Day 3 基督城—梅思文  

从基督城行驶 1 小时到达高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这座高尔夫度假村

座落于坎特伯雷山区，无论从哪个球洞都能观赏到一片壮丽风光。

Day 4 梅思文启程  

从梅思文出发继续您的旅程。您可以选择返回基督城，也可以继续

向南行驶，前往皇后镇。

基督城和坎特伯雷的 
高尔夫球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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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峰，皇后镇    摄影：Over The Top Helicopters

但尼丁瓦纳卡湖米尔福德峡湾，峡湾地区

皇后镇和南岛南部地区

皇后镇是新西兰的著名旅游胜地。这里云集了3 座锦标赛球场及 6 座体验球场。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位于卓越山脉对面的瓦卡蒂普湖畔，绝佳的高尔

夫球场和壮丽的风景在此完美融合。而坐落于箭镇的两座明星球场相

互毗邻。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是一个 27 洞球场，可 360 度欣赏

到群山全貌，这里也是 2017 年新西兰公开赛的协办场地；另一个协

办场地是历史小镇箭镇边的丘峦高尔夫俱乐部，这个 18 洞球场穿过

天然草丛和裸露的片岩，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雕像为这里的高尔夫体

验增添别样风情。

附近有两座体验球场—箭镇高尔夫俱乐部 (Arrowtown Golf Club) 和

皇后镇高尔夫俱乐部 (Queenstown Golf Club) 。前者多山多石，原始

淳朴，后者延伸到瓦卡蒂普湖上，是半岛球场。该地区还有克伦威尔

高尔夫俱乐部 (Cromwell Golf Club)，它被视作新西兰最好的内陆林克

斯球场。

皇后镇因丰富多彩的活动、可口的佳肴美酒及通往米尔福德峡湾的便

利而远近闻名，以上 5 座球场距皇后镇都在 30 分钟以内的车程。

海边城市但尼丁还有两座体验球场，距离皇后镇 3.5 小时，一路风景

如画。但尼丁有南半球历史最久远的高尔夫球场奥塔哥高尔夫俱乐部，

还有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 (Chisholm Links Golf Club)。另一个海

边城市因沃卡格尔 (Invercargill) 也有两座体验球场—南部地区高尔夫

俱乐部 (Southland Golf Club) 和因沃卡格尔高尔夫俱乐部 (Invercargill 

Golf Club)。因沃卡格尔位于皇后镇南边，可通往斯图尔特岛 (Stewart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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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峦高尔夫俱乐部 THE HILLS  |                  

丘峦高尔夫俱乐部是新西兰最独特的球场，它完美地

融合了锦标赛球场和完备的练习设施，还有一座价值

数百万美元的雕塑公园，这些共同营造出了天然的美。 

球场坐落在一片面积超过 200 公顷的冰川山谷中，球场布局突出了巨

大的海拔高低变化、裸露的页岩、湿地和当地特色的草丛。这座锦标

赛球场协办了新西兰公开赛，适合各个水平的球手。球场内还有供客

人私享的奢华别墅。

www.thehills.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皇后镇    2小时

  皇后镇机场—丘峦高尔夫俱乐部   2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34 – 135 128 

球场评级 72.5 – 75.1 73.1 

球场长度(米) 6113 – 6596 5200 

球场长度(码) 6685 – 7213 5687

设计师 John Darby

发球台 3组

杆数 72

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 
MILLBROOK RESORT                              |                   

整座球场被白雪皑皑的卓越山脉环拥，浑然天成如同

剧场一般。在米尔布鲁克，您可以一展球技，也可以去

探索独一无二的大自然。  

米尔布鲁克是一个 27 洞球场，提供 3 种不同的 9 洞选择，遍布着各

种自然元素，如草丛、溪流、片岩和树林。度假村提供从酒店房间到

大型球道旁的住宿等 5 种一流住宿，还有各色美食、spa 等休闲活动。

这里也是新西兰公开赛的协办场地。

www.millbrook.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皇后镇    2小时

  皇后镇—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   20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68.3 – 74.4 68.8 – 76 

坡度系数 124 – 138 112 – 136

球场长度(米) 5409 – 6560 4405 – 5707

球场长度(码) 5915 – 7174 4817 – 6241

设计师 John Darby，Sir Bob Charles，GregTurner, 
Scott Macpherson

发球台 5组

杆数 71/72

4746

皇后镇和南岛南部地区的明星球场皇后镇和南岛南部地区的明星球场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 JACK'S POINT  |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是新西兰最令人兴奋、风景最为

优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 

出众的自然环境使当初在建造球场时进行了最低程度的地形改变，因

而球场可以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在一起。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

坐落于卓越山脉的山脚下、瓦卡蒂普湖湖畔，距离皇后镇仅 15 分钟车

程。球道蜿蜒穿过大片岩地；当地野生动物栖息在球场的原生湿地

和丛林地区，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从远处看，杰克斯角高尔夫

球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袤无边、夹杂绿色与金色的辽阔草原，大片

的本土植被及波澜不惊的湖畔。总之，共有逾 800 公顷土地融入到

这片“保护区”之中。

www.jackspoint.com

旅游信息

  奥克兰—皇后镇    2小时

  皇后镇—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   15分钟

球场信息
男士发球台 女士发球台

坡度系数 127 – 140 118 – 134

球场评级 70.9 – 73.5 71.1 – 76.2 

球场长度(米) 5806 – 6388 4980 – 5806

球场长度(码) 6350 – 6986 5446 – 6350

设计师 John Darby

发球台 4组

发球台 72

皇后镇高尔夫俱乐部
QUEENSTOWN GOLF CLUB    

              

皇后镇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卓越山脉下，是国际公认景色

最为优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 

球场位于凯尔文半岛 (Kelvin Heights peninsula)，如水晶般清澈的瓦卡

蒂普湖将其左右环绕，是皇后镇最为显眼的地标之一。每个球洞的景

色都异常壮丽，并且每一杆都有高山风光作陪衬。 

www.queenstown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皇后镇    2小时

箭镇高尔夫俱乐部
ARROWTOWN GOLF CLUB  

          

风景如画的箭镇高尔夫俱乐部坐落在新西兰历史最悠

久、风光最迷人的地区之一。 

这里距皇后镇仅数分钟车程，位于此处的卓越山脉和皇冠峰 (Coronet 

Peak) 的醉人美景让人心驰神往。箭镇高尔夫俱乐部这个 18 洞球场被

视作新西兰最有趣的球场，与其他球场不同，这里不设沙坑为障碍，

仅有露在土壤外的岩石。. 

www.arrowtown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皇后镇    2小时

  皇后镇—箭镇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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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哥高尔夫俱乐部 
OTAGO GOLF CLUB    

              

球场毗邻天然灌木丛和但尼丁宁静的郊区，还能观赏

到但尼丁市、奥塔哥半岛及南太平洋的风景。 

俱乐部建于 1871 年，被誉为当今新西兰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同时

也是南半球最古老的球场之一。球场举办过 7 次新西兰公开赛，包括

Gene Sarazan，Arnold Palmer 和 Gary Player 在内的高尔夫传奇人物都

曾在俱乐部的球道上挥杆。 

www.golfotago.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但尼丁    2小时

  
皇后镇—但尼丁    3小时30分钟

克伦威尔高尔夫俱乐部
CROMWELL GOLF CLUB 

              

克伦威尔高尔夫俱乐部坐落于新西兰发展最快的葡萄

酒产区的心脏地带，被公认为是新西兰最好的内陆林克

斯球场之一。 

俱乐部自 1903 年成立后取得了长足进步，之前有一处障碍是一个老

矿井，2009 年，建筑师 Greg Turner 花费了 100 万美元对球场进行升

级改造。克伦威尔地区的降雨较少，球场全年日照时间长达 2200 小时，

加上独有的沙质球道，可以确保常年干燥的地面条件。 

www.cromwellgolf.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皇后镇    2小时

  
皇后镇—克伦威尔    1小时

南部地区的高尔夫俱乐部/
奥雷蒂海滩 
SOUTHLAND GOLF CLUB/ 
ORETI SANDS   

奥雷蒂海滩高尔夫俱乐部是世界最南端的林克斯球场。 

上世纪 60 年代早期，这里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林克斯场地，长满滨草、

鲁冰花和接骨木树，后来一群热情的高尔夫业余爱好者在此建成一座

林克斯高尔夫球场。之后，Greg Turner 和 Scott Macpherson 于 2006

年对球场进行了重新设计。球场常年裹挟着习习的微风，加上来自西

边的海边景致，共同为球道增加了更多挑战乐趣。 

www.golfsouthland.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因沃卡格尔    3小时30分钟

  
皇后镇—因沃卡格尔    2小时30分钟

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
CHISHOLM LINKS GOLF CLUB 

            

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是一个经典的苏格兰风格

林克斯球场，能欣赏到南太平洋、附近海滩及本地的

优美景致。 

球场位于“南半球的爱丁堡”但尼丁，这里的自然特性让它成为一片

进行高尔夫运动的绝佳场地。许多人将这里视作新西兰全境仅次于帕

拉帕拉乌姆海滩高尔夫俱乐部的最佳林克斯球场，连绵起伏的地形和

沿海气候为高尔夫体验增添了更多乐趣及挑战性，弥补了球场长度的

不足。 

www.chisholmparkgolfclub.co.nz

旅游信息

  
奥克兰—但尼丁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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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镇

因沃卡格尔高尔夫俱乐部
INVERCARGILL GOLF CLUB    

          

因沃卡格尔高尔夫俱乐部建立于 20 世纪早期，于 1924

年设计完成，地形连绵起伏，球道绿树成荫，果岭沙

坑设置巧妙。

位于南岛最南部的因沃卡格尔是一座公园球场，可在此轻松而惬意地

散步。球场与毗邻的奥雷蒂海滩相映成趣，后者是世界最南端的林克

斯球场。

www.invercargillgolf.co.nz

旅游信息

  
皇后镇—因沃卡格尔    2小时30分钟

皇后镇和南岛南部地区的 
高尔夫球场概览

皇后镇和南岛南部地区7日高尔夫行程

Day 1 皇后镇  

皇后镇是冒险爱好者的天堂，全年精彩纷呈，可在此尽情领略令人

震撼的美景！

Day 2 于皇后镇体验高尔夫  

在风景壮丽的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开启高尔夫之旅。

Day 3 于皇后镇体验高尔夫  

距皇后镇车程 20 分钟处有两座明星球场：丘峦高尔夫俱乐部和米尔

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二者都是新西兰男子高尔夫公开赛的协办场所。

Day 4 皇后镇—但尼丁  

但尼丁的历史建筑和生态冒险等候您大驾。但尼丁城是在当年淘金

热潮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有着南半球最出色的爱德华七世和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筑群。

Day 5 于但尼丁体验高尔夫  

但尼丁有两大体验球场——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和奥塔哥高

尔夫俱乐部。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是新西兰最好的林克斯球

场之一，奥塔哥高尔夫俱乐部是南半球最古老的球场。

Day 6 但尼丁—因沃卡格尔  

前往因沃卡格尔，在奥雷蒂海滩或因沃卡格尔高尔夫俱乐部享受挥

杆之趣。

Day 7 因沃卡格尔—皇后镇  

在旅程最后一天，您可从因沃卡格尔乘航班离开或返回皇后镇继续

高尔夫之旅。

皇后镇和南岛南部地区高尔夫球场

1. 箭镇高尔夫俱乐部

2. 米尔布鲁克高尔夫度假村

3. 丘峦高尔夫俱乐部

4. 皇后镇高尔夫俱乐部

5. 杰克斯角高尔夫球场

6. 克伦威尔高尔夫俱乐部

7. 奥塔哥高尔夫俱乐部

8. 奇泽姆林克斯高尔夫俱乐部

9. 南部地区高尔夫俱乐部/奥雷
蒂海滩

10. 因沃卡格尔高尔夫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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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美酒

马尔堡是新西兰名列前茅的葡萄酒

产区之一，因其生产的长相思白葡

萄酒而闻名世界。

西海岸冰川徒步

亲眼目睹那些延伸至雪线下方，几

乎入海的巨大冰川河谷。在这里，

时间仍“静止”在冰河时代。

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

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是白沙沙滩的

天堂。本土海豹、海豚和海鸟在

此栖息，这里也是划皮划艇或徒

步旅行的绝佳之地。

奥塔哥中部铁路自行车道骑行之旅

奥塔哥中部铁路自行车道是一段穿

越风景迷人的奥塔哥中部地区，蜿

蜒 150 公里的自行车道。探访铁路

沿线或附近的 20 多个小镇，结识

生气勃勃、富有开创精神的当地人。

但尼丁的历史和野生动物

历史古城但尼丁以维多利亚和爱德

华时代的建筑，以及和珍稀野生动

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而著称。您可

探访这里的历史建筑，发现独特的

野生动物，如珍稀的黄眼企鹅和皇

家信天翁。

探险之都皇后镇

皇后镇被誉为新西兰的探险之都，

各种陆地、水上和高空惊险项目，

无疑可以挑战和激发您的极限。

穿越南阿尔卑斯山脉

高山观景火车之旅 (TranzAlpine) 是

世界上最美的火车路线之一，跨越

东西海岸，途经森林、农场以及美

不胜收的南阿尔卑斯山脉。

米尔福德峡湾空中观光

在空中俯瞰米尔福德峡湾巍峨的

高山、美丽的瀑布和高山湖泊，峡

湾的自然风光让人不由屏住呼吸，

这必将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空中

观光之旅。

新西兰活动亮点

北 岛

北部地区观赏海豚

北部地区拥有温暖的水域和受庇

护的海岸线，因而聚集了大量友好

而顽皮的海豚。

在陶波湖悠闲垂钓

数条清澈、湍急的河流通过陶波

地区的火山湖地带，使该地区成为

了蜚声国际的钓鳟鱼胜地。

奥克兰的美食美酒

奥克兰最出名之处在于其广受赞誉

的酒庄、美味可口的当地农产品和

市区内热闹的餐厅。

在鲁阿佩胡徒步

鲁阿佩胡地区提供了许多徒步

和登山的绝佳步道，其中就包括

景色壮观的汤加里罗越山步道

(Tongariro Alpine Crossing)。

在怀卡托探访霍比特人

参观电影《指环王》和《霍比特人》

系列的拍摄地 Hobbiton Movie Set ™，

体验真实存在的中土世界。

于霍克斯湾悠闲自行车骑行

霍克斯湾地形平坦、气候稳定、

风景绝美，因而是自行车骑行之旅

的首选目的地。

罗托鲁瓦的地热奇景观光

在罗托鲁瓦，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壮

观的间歇喷泉和五彩斑斓的火山口

湖，还可以通过地热泥浆浴或是

天然温泉浴的方式放松身心。

惠灵顿的文化体验

惠灵顿汇聚了新西兰国家博物馆 

Te Papa Tongarewa 和其他许多著

名的文化旅游景点。

 

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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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佳肴

新西兰温暖的气候、肥沃洁净的土壤和丰饶广阔的海

洋提供了世界顶级的食材。 

从农场、菜园或大海收获的食材不需花费多少时间即可摆上餐桌。手

艺精湛、富于创新的大厨以最新鲜上乘的食材，加入太平洋风味和当

地美味，搭配屡获殊荣的佳酿，为您带来美好难忘的美食体验。

除了餐厅，您还有不少机会可以体验新西兰最上乘的美酒佳肴。顺着

葡萄酒之路前往葡萄园和酒窖，结识酿酒师，来一次私享品酒会；享

用地道的生蚝和贻贝；帮毛利厨师在森林里找寻当地草本植物；在小

河里钓捕鳟鱼或三文鱼，然后带回去美餐一顿。 

亮 点

• 乘坐水上飞机从奥克兰到怀赫科岛进行私享葡萄园品酒。

• 乘船穿越诗情画意的马尔堡峡湾，前往三文鱼养殖场或绿唇贻贝养

殖场，了解水产养殖业及当地丰富的历史。

• 乘坐直升机沉浸在尼尔森地区的美丽风光中，品尝由葡萄园私人主

厨酿造的葡萄酒，在僻静的海滩享用午餐。 

• 从瓦纳卡乘飞机进入隐匿的高山河谷，在高山草丛的环抱中享用一

顿包含三道菜式的午餐。

怀赫科岛 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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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杉悬崖度假村，北部地区Kauri CliffsKauri Cliffs

奢华酒店

新西兰有各种奢华酒店，从屡获嘉奖的豪华别墅、定

制城市酒店、精品 B&B 酒店到绝佳的民宿，不一而足。 

热情友好的主人让您收获放松自在、原汁原味的完美新西兰体验。

旅 馆 
探索遍布新西兰全境，置于壮丽风景中的奢华旅馆，它们的主人乐于

分享这些私人天堂。

• 享用菜园和农场收获的新鲜美味。

• 在宽敞的套房和别墅里尽情放松。

• 享用优越的休闲设施和服务。

• 在高尔夫球场体验挥杆乐趣。

• 轻松参与绝佳的冒险活动。

度假村
奢华精品度假村让您感受新西兰浓浓的人情味及热情好客的一面。 

• 您可以选择下榻葡萄园别墅、农庄小屋或是水疗度假村。

• 结识乐于分享当地珍奇的度假村主人。

• 感受度假村主人对美酒佳肴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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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 AUCKLAND

惠灵顿 WELLINGTON

基督城 CHRISTCHURCH

但尼丁 DUNEDIN

汉密尔顿 HAMILTON

罗托鲁瓦 ROTORUA

皇后镇QUEENSTOWN

蒂马鲁 Timaru

霍基蒂卡 
Hokitika

西港 Westport

格雷茅斯 Greymouth

布兰尼姆 Blenheim

卡皮蒂海岸 Kapiti Coast

内皮尔 Napier

新普利茅斯
New Plymouth

旺格努伊
Whanganui

吉斯本 
Gisborne

陶波 Taupō

旺格蕾 Whangarei

凯里凯里 Kerikeri

北帕默斯顿 Palmerston North

尼尔森 Nelson

陶朗加 Tauranga

奥拉基库克山
Aoraki Mount Cook

普卡基湖 Lake Tekapo

瓦纳卡 Wanaka

奥玛鲁 Oamaru
蒂阿瑙 Te Anau

福克斯冰川
Fox Glacier

米尔福德峡湾
Milford Sound

派希亚 Paihia

泰晤士 Thames

奥阿库尼
Ohakune

怀蒂昂格 Whitianga

汉默温泉 Hanmer Springs

因沃卡格尔 Invercargill

欧洲
24 小时 北亚

11 小时

东南亚
10 小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6 小时 3.5 小时

北美
12 小时

南美
12 小时

前往新西兰

从澳大利亚东海岸到新西兰的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从太平洋沿岸大多数地方直飞新西兰则需要10小时。这些城

市包括：新加坡、香港、上海、东京和美国西海岸城市。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出发前往新西兰，往往需要转机，

飞行总时长约24小时。

交 通 
空中、陆路和海上交通

新西兰航空公司提供前往 25 个新西兰主要城镇的航班，其他本地小

型航空公司则为规模较小的城市提供航班。陆路交通方面，每天都

有往返于南北岛的巴士，两岛之间的库克海峡 (Cook Strait) 也提供众

多的轮渡服务。

地区公共交通
新西兰的城市及大部分主要小镇都提供公共交通服务，奥克兰及

惠灵顿还设有区域铁路网。新西兰铁路观光之旅 (KiwiRail Scenic 

Journey) 则是长途火车供应商，这也是世界最美的铁路观光路线之一。

自驾游
新西兰是全世界最适合自驾游的国家之一，高速公路宁静舒适，风

景壮丽无比，使得路途行程更令人愉悦。但是，在新西兰驾驶也有一

定的挑战性，这里蜿蜒漫长的道路及时常出现的单行道往往使实际

驾驶时间超过预期。

提取租赁车辆前，游客应当先熟悉新西兰驾驶规则和行驶情况，并

确保上车前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详细规划好行程将使您一路上充分享受景点，还能减少行程压力。 

更多新西兰自驾游的相关信息，请访问安全驾驶网站： 

www.drivesafe.org.nz

新西兰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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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福德峡湾

实用信息

签 证

逾50个国家的游客可免签，逗留不超过三个月则无需签证。若需了解更

多详情，请参见新西兰移民局网站 (www.immigration.govt.nz)。 

货 币

新西兰的货币单位是新西兰元(NZ$)。Visa和MasterCard是最常用的信

用卡，其他主要的信用卡也可使用。自动取款机广泛分布在城市和大

多数城镇；国际机场以及银行和大型购物中心兑换处均可提供货币兑

换服务。

生物防疫

新西兰是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对生物安全的要求较为严格。

因此，高尔夫爱好者必须携带干净的高尔夫球鞋和高尔夫球杆入境，否

则将面临在入境时被隔离检查的风险。

在新西兰自驾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驾驶车辆颇具挑战，尤其当您感到疲惫的时候。我

们建议您在到达一个城市后，先停留1至2晚，然后再租车前行。

• 请您务必时刻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和标志指示。

• 请永远保持在公路左侧行驶，切勿超速行驶。

• 始终靠左行驶，保证在中线左侧不可越线。

• 新西兰的道路可能比您通常所见的道路更为狭窄，有大量的山路

和急转弯。

• 行程所花的时间会比您预估的长，虽然在地图上看可能很近，但

您最好预留足够的时间。

• 在新西兰，违反交通规则是违法行为，并且会被罚款。

• 如果您违反交通规则或造成车祸，警方将介入，届时您将会被加

以罚款，甚至被起诉。

• 开车时注意看路，切勿分神观赏风景。

• 如果您想要停下来欣赏风景，请确保您所停靠的路边是可以安全

停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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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帕霍伊海滩，格雷茅斯

女子高尔夫职业巡回赛 LPGA TOUR

2017 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新西兰站的 McKayson 新

西兰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将于 9 月 28 日 -10 月 1 日在

奥克兰阿德摩尔 (Ardmore) 的温德罗斯农场高尔夫俱

乐部举行。 

这场奖金高达 130 万美元的锦标赛将是首次在新西兰举办的女子高尔

夫职业巡回赛或高尔夫美巡赛 (PGA Tour)，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宝璟也

将回到故乡奥克兰进行比赛，她声称很高兴能够在新西兰招待参加

LPGA 巡回赛的朋友们。锦标赛将在位于奥克兰南部、车程仅 30 分

钟的温德罗斯农场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座由 Brett Thomson 和 Phil 

Tataurangi 设计的新西兰最新球场拥有壮丽的风景。该俱乐部为北岛

高尔夫球场再添光彩，带来独特的高尔夫体验。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zwomensopen.com 

天气情况和携带物品

新西兰的阳光十分强烈，外出要使用防晒系数比较高的防晒霜，还需准

备好墨镜及太阳帽。

医疗卫生

新西兰拥有一流的公立和私立医院/医疗设施，提供高水准的诊疗和护

理服务。尽管和一些国家有互惠医疗，但总体而言，这些服务对游客来

说都是收费项目，因此推荐购买旅行保险和医疗保险。无需疫苗注射

证明。新西兰没有蛇或其他危险的野生动物。

电 力

新西兰的电压都是230/240伏特(50赫兹)，插座为八字形两脚或三脚的

扁平插座。(和澳大利亚一样)

小费和服务费

新西兰人一般服务不收小费，即便在提供优质服务的餐厅或酒吧也不

用。不过在公共假期，餐厅和咖啡馆可能会加收最终账单15%的服务费。

购 物

购物是一种享受，新西兰不乏各种商场、礼品店和设计师精品店，还有众

多独特的奥特莱斯购物村。新西兰的特产从精美的普纳姆(绿玉)、贻贝饰

品珠宝、手工制玻璃与当地木制工艺品，到奢华的美利奴羊毛或负鼠针织

品与羊皮服饰，琳琅满目，让您应接不暇。

夏季(12月到2月)14˚C – 28˚C

   T 恤  短裤 针织套衫

冬季(6月到8月)9˚C – 20˚C

 长裤 夹克        手套    保暖内衣 

秋季(3月到5月)10˚C – 24˚C

 针织套衫 薄裤子

春季(9月到11月)12˚C – 22˚C

 轻便衣物 夹克 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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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了解更多关于新西兰高尔夫假期的信息，请前往距您最近

的旅行社进行详细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