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  金 色 山 莊  紐 西 蘭 遊 學  六 週 B 團  

日 期 上午活動 下午活動 晚上活動 住宿地點 

D1 7/17(四) 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機上過夜 

D2 7/18(五) 抵達奧克蘭/前往金色山莊 下榻報平安 金色山莊 

D3 7/19(六) 

探索教育課程 

-馬術體驗課程~騎馬上山賞海景  

金礦山小鎮之旅 
金色山莊 

D4 7/20(日) 

主題式口語教學 

-融入寄宿家庭生活 

的藝術 

-融入洋人學校生活 

 的藝術 

洋爸洋媽相見歡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5 7/21(一) 

-毛利歡迎儀式 

跨文化學習 Maori Welcome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小鎮導覽 

學校 ESOL教師導覽 

MURAL/TOWN VISIT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6 7/22(二)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7 7/23(三)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8 7/24(四)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9 7/25(五)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10 7/26(六)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11 7/27(日)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12 7/28(一)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13 7/29(二)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14 7/30(三)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15 7/31(四)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16 8/1(五)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17 8/2(六)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18 8/3(日)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19 8/4(一)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0 8/5(二)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1 8/6(三)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2 8/7(四)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3 8/8(五)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4 8/9(六)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25 8/10(日)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26 8/11(一)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7 8/12(二)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8 8/13(三)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29 8/14(四)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30 8/15(五)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31 8/16(六)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32 8/17(日)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洋人 

寄宿家庭 

D33 8/18(一)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34 8/19(二)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35 8/20(三)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36 8/21(四)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37 8/22(五) 
與洋人學伴一起上課 

Classes with buddies 
結業典禮 

與洋人寄宿家

庭互動 

洋人 

寄宿家庭 

D38 8/23(六) 
與洋人寄宿家庭共渡假日時光 

Spend time with local host family 
溫馨接送情 金色山莊 

D39 8/24(日) 

羅托魯哇之旅~活的地理教室 

-間歇噴泉/火山地熱景觀/參觀毛利文化/毛利歌舞秀 

-空中覽車/高山溜溜車/180 度湖景歐式自助餐 

-市府公園/紅木森林 

金色山莊 

D40 8/25(一) 

哈比屯~魔戒哈比人故鄉之旅 

-L&P 汽水小鎮 

-瑪他瑪塔大草原 

-哈比屯奇幻之旅 

金色山莊 

D41 8/26(二) 

奧克蘭之旅~紐西蘭第一大城 

-獨樹山 

-天空之城 

-市中心黃金路段~皇后街 

送 機 機上過夜 

D42 8/27(三) 開始想念紐西蘭  

＊因應紐西蘭當地天氣變化，本公司保留課程些幅調整的權利。 

＊費用（現金價）：原三週團 NTD$165,000 元+特惠三週 99,000元 

                 特惠現金價：264,000元                

＊費用說明：全程無自費活動、也不需支付小費；費用不包含：護照工本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