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vercargill

Dunedin

Christchurch

Wellington

Picton

Greymouth
Hokitika

Fox Glacier

Milford Sound

Arthur’s 
    Pass

6hrs

Westport

Wanaka

Queenstown

5h
rs

7.5hrs

North

South

Fox Glacier
Guiding

    to Lake
MathesonC

o
o

k 
Fl

at
 R

d X

6 Sullivan Rd
6

6

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

霍布内尔咖啡厅 

霍布内尔咖啡厅就位于福克斯冰川向导公司内。咖啡厅从早上七
点半开始营业，供应美味的早餐、午餐、咖啡和各式点心。如果
您将参加我们的冰川徒步游，别忘了在出发前预留充足的时间
来享用您的美餐。我们也很乐意为您的食物打包以供外带。在咖
啡馆内任意消费即可享用免费无线网络，若您正好需要处理邮
件或是上传照片，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霍布内尔纪念品商店
若是您到访新西兰西海岸，这里是您购买优质纪念品的理想之
地。商店里有广受欢迎的西海岸绿玉（毛利名Pounamu）、 
新西兰自主品牌护肤品、新西兰设计和制造的福克斯冰川主题T
恤，以及一系列其他礼品和纪念品。来福克斯冰川不要错过霍布
内尔纪念品店，这里是为家人、朋友和自己购买纪念品的一站式
购物之地!

地理位置
从霍基蒂卡（Hokitika）

沿6号国道（State 

Highway 6）向南约两
个小时车程。

由南向北行驶， 
距离皇后镇

（Queenstown）

约5小时车程，
途径瓦纳卡
（Wanaka）和

哈斯特小镇
（Hasst）。

快速移动的

我们所有的向导都具有冰川
导游资格或正在参加专业培
训，这一资格是由国际认可的
新西兰山地导游协会（NZM-

GA）所颁发的。这意味着我
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游客
安全。提供安全、愉快、高品
质的福克斯冰川游是我们服
务宗旨的核心。

我们的向导们

探索

深入
我们同当地环保局保持 

着紧密联系，共同致力 

于对福克斯冰川这一重 

要自然奇迹的环境保护。

福克斯冰川全长12公里，是令人惊叹的西海岸众冰川中 
最长的一座。在冰川之上群峰耸峙，超过3000米 
（10000英尺）的众高峰傲视一方。其中就包括新西兰最
高峰奥拉基山（库克山）和塔斯曼山。

浩瀚的冰川从2600米高处（超过8000英尺）奔流而下，
一路从南阿尔卑斯山脉流淌到西海岸。

新西兰西海岸的冰川相当独特，冰川延伸至海拔仅270米
高的温带雨林附近，因此也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冰川。

因其独特的山川地理环境，这里成为了新西兰西地南世界
遗产保护区（Te Wahipounamu）的一部分。

从福克斯冰川小镇出发，很容易抵达福克斯冰川。我们的
冰川小镇小而迷人，依旧保留着宁静安和的乡村小镇气
息，也有许多不错的餐馆和旅店。

数据一览 福克斯冰川福克斯冰川

由于独特的气候和地形的共同作用，福克斯冰川及弗朗茨
约瑟夫冰川（Franz Josef）的移动速度比世界其他的峡谷
冰川快十倍左右。福克斯冰川移动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
在于其漏斗状的冰川峡谷和位于冰川顶部常年积雪的巨
大冰原。福克斯冰川上游的冰原有25平方公里，比基督城

整座城市的面积
还要大！

上游积雪蓄积量
和下游冰川融化
量的微妙平衡形
成了我们现在看
到的冰川。上游冰
原降雪量增大将
会导致冰川前进；
相对地，下游融化
速度加快会使得
冰川倒退。

降雪

水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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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1. 积雪区  2. 融
冰区  3. 均衡线  4. 雪线
蓝色:  1. 常年积雪带，雪和冻雪      
2. 底部侵蚀  3. 冰瀑  4. 基部冰碛土  
5. 冰川下径流  6. 冰川内部冰碛土   
7. 冰底碛  8. 河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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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索福克斯冰川：我们的向导热情洋溢、见识广博，将乐于同
您分享关于这片神奇土地的历史、地理知识和诸多故事。

为什么选择
福克斯冰川向导公司

规模大... 
福克斯冰川长12公里，是新西兰西海岸
众冰川中最长的一座，蔚为壮观。
 

坡度小... 
我们为游客提供一系列适合不同身体
素质的行程。因为福克斯冰川的坡度较
小，对徒步者的体能要求也相对较低。
 

距离短... 
步行到福克斯冰川终端观景台仅需35
分钟，而到其他当地冰川终端则需约一
个小时。 
 

不拥挤... 
我们有幸在世界遗产保护区经营向导公
司。为了给游客带去独特的私人体验，
我们带上冰川的人数并不多。
 

私人拥有和经营... 
私人拥有和经营的公司体制促使我们
能够热情满满地为游客提供最棒的冰
川体验。 
 

12公里

其
他

当
地

冰
川

福克斯冰川

福克斯冰川35分钟

1.5公里

2.7公里

其他当地冰川1小时

私人拥有和经营

福克斯冰川

其他当地冰川

请您务必提前预订

44 Main Road, Fox Glacier, New Zealand
南纬 43°27’55.03” 东经 170°1’3.52”

电话 +64 3 751 0825   传真 +64 3 751 0857
 邮箱 info@foxguides.co.nz

请上官网 www.foxguides.co.nz 预订您的行程

新西兰境内 0800 111 600 免费电话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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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您体验观光新西兰最壮观的自然奇迹
之一── 福克斯冰川是我们的无尚荣幸。
无论您选择在令人惊叹的冰川环境下徒步
旅行，直升机徒步游，或是冰崖攀登探险，
我们都必将带给您终生难忘的回忆。

我们在福克斯冰川从事向导服务已有多年
经验——自1928年起便开始提供向导徒步
旅行。多年的经验积累，让我们拥有充足的
信心为您提供最专业安全的向导服务。

您可以充分信赖福克斯冰川
向导游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欢迎您体验我们热情友好的
西海岸式服务，让我们带您
走进雄奇壮美的福克斯冰
川，为您留下终生难忘的美
好回忆。

福克斯冰川向导公司
简介

独特的
自然环境

我们致力于保持和维护这一独特的自然环境。好消息是，您也贡
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您所支付的冰川游费用的一部分将作为环
保基金被捐献给环保部门，用以维护冰川环境。

* 最佳冰川攀爬地点将在当天由您的向导选择决定

埃菲尔铁塔这么小！福克斯冰川到底有多大？ 
这很难让游客们直观感受到。但若是将324米高
的埃菲尔铁塔放在长12公里、高达2800米的福
克斯冰川上，你会发现铁塔原来这么小! (如图)

探索

深入
福克斯数据一览:

S	从主冰川分叉口到冰川
终端距离：12公里  

S	冰原面积：25平方公里
S	冰川深度：最深可达 

350米  
S	冰川终端海拔高度： 

270米  
S	年降雪量：35 - 45米 

建议自带物品： 

S	3至4层暖和的上衣， 

舒适的裤子，不建议着

牛仔服

S	建议自备背包，并带上饮

料和零食

S	墨镜、防晒霜及相机

S	保暖的帽子和手套 

S	可自备靴子和雨衣， 

本公司亦有提供

（您所需的物品都可在 

我们店里购得）

供应的装备： 

S	皮靴、羊毛袜及冰爪

S	防水的外衣及外裤 

S	登山杖  

S	羊毛连指手套及帽子

（如若需要）

S	全日直升机冰川徒步探

险、攀冰探险及钱斯勒

穹顶登山活动所需的一

切专业装备  

狂野的西海岸… 

我们的户外活动是在复杂

多变的高山环境下进行

的，因此时而我们的行程

可能因为自然条件的变化

而相应调整，甚至取消。

如果您想取消您的预订，

在符合退款及取消政策中

所规定的时间之前通知我

们，您将可以得到全额的

退款。若您需要了解更多

关于该政策的细节，请与

我们联系。

布朗福克斯行

钱斯勒穹顶直升飞机一日游及过夜游：作为登山体验的入门篇，这段旅程绝对是无以伦比的。
该项目包含了往返的直升机飞行及令人振奋的钱斯勒穹顶登山活动，您可尽享新西兰最高峰的
壮丽美景。若参加过夜游，您还可饱览西海岸壮丽的日落，晚餐后在历史悠久的钱斯勒小木屋
里休憩。次日下山探索与世隔绝的一部分冰川，随后直升机带您返回小镇。

“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们参加过最好的行程，不仅仅是在新西兰， 
和世界任何地方比都是最好的。”来自英国的托尼和萨拉 

登上福克斯*

直升飞机-冰崖攀登：随着一次激动人心的飞行，直升机将带您前往您进行攀冰的位置。您可
在空中尽享福克斯冰川令人惊叹的风光，亦有机会在徒步难以抵达的令人振奋的冰川环境下攀
登冰崖。我们专业的向导将会根据您的程度量体裁衣，无论新手老手都能尽享攀冰的乐趣。 
向导和游客的配比不超过1：4。

“超 ‘酷’！通过我们向导专业的指导，我们不一会儿就能在冰壁上自由上下了。” 
来自美国的凯莉和约翰

福克斯初探

冰川终端徒步游：这是一段增长见识又从容闲适的行程。您将沿着冰川峡谷走到一个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看到福克斯冰川变化万千的终端。您的向导将为您提供精彩纷呈的解说，为您讲解
在峡谷中您的所见与所闻。通过这个行程您将了解福克斯冰川在塑造其周围环境所发挥的作
用。最低年龄限制：5岁。

“……是我们在新西兰18天的旅行中体验的最好的活动……” 
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梅丽莎·比尔斯

所需时间:
8小时或两天 

体能要求级别:
良好

签到时间：早上7:30 
（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 
(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 圣诞节当日不营业

体能要求级别:
良好

所需时间:
8-9小时

签到时间：早上8:00（从2017年10
月1日起，签到时间为早上8:15)*

签到时间：早上9:10（全年） 
下午4:50  (十月至次年三月底) 
下午2:20（冬季)*

所需时间:
2小时

飞越福克斯

直升机-冰川徒步：这趟旅行结合了令人振奋的冰上徒步和惊险刺激的直升机飞行两个部分。直
升机将着陆在与世隔绝、美不胜收的一段冰面上。这里的冰川作用力最强，因而常形成令人叹
为观止的冰洞、冰拱和冰隧道。这里的冰蓝得沁心。最低年龄限制：9岁。

极限福克斯

全日直升机冰川徒步探险：这个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全日直升机冰川徒步探险活动囊括了令人
惊叹的往返直升机观光飞行。直升机将搭载您飞跃郁郁葱葱的温带雨林，并带您欣赏新西兰最
高峰的壮丽美景。当您在冰川上时，您也许会跨越冰缝，或是爬出冰涡。您也许会攀上一段不
高的冰尖，或是绕绳降下冰壁。从始至终，您经验丰富的专业向导都会从旁指导，为您解释冰川
的特性，介绍您所将探索的环境。我们也将教授您如何使用各类攀冰器材。此行程包含午餐。

“……绝对是这么多年来我在全球旅行中体验过的最棒的户外运动导游公司。” 
来自英国的黛比·凯什莫尔

“我想将这个活动强烈推荐给那些有探险精神并期望体验不一样冰川活动的人， 
它是我们在新西兰全程的亮点！”来自澳大利亚的乔登·格林

签到时间：早上8:50 / 上午11:50 
（全年）/ 下午2:50（夏季)*

签到时间：早上8:00（从2017年10
月1日起，签到时间为早上8:15)*

所需时间:
4小时

所需时间:
8-9小时

体能要求级别:
低/中

体能要求级别:
低/中

体能要求级别:
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