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峡湾地区

R
JD

S
 0

8
/1

6

本册采用环保油墨和纸质，在新西兰印刷。

神奇峡湾

神奇峡湾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自然之地，
这里的天气阴晴不定，前一分钟还是 
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下一分钟就有 
可能变得烟雾溟蒙，让人捉摸不透。

关注我们的动态

皇后镇： 88 Beach Street, Steamer Wharf 
蒂阿瑙： 85 Lakefront Drive 
玛纳波里： 64 Waiau Street 

如需咨询或预订，请联系真实旅程游客中心 
Real Journeys Visitor Centre

免费电话：0800 65 65 01 
contact@realjourneys.co.nz 
www.realjourneys.co.nz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预订条款和取消政策

探索峡湾 
国家公园 

的心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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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峡湾拥有无限美景，
这里的海湾蜿蜒曲折，�
长度是米尔福德峡湾的�
三倍，覆盖面积为十倍。

崎岖的峰峦，茂密的雨林，还有 
蜿蜒隐蔽的水湾，神奇峡湾的风光 
美到令人屏息。

前往神奇峡湾没有直达的公路，唯
一的方式便是乘船穿过玛纳波里湖 
(Lake Manapouri)，接着乘大巴驶
过威尔莫特通道 (Wilmot Pass)。
如此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使得神奇
峡湾格外与众不同，因而只有那些
了解当地情况人才能有幸欣赏到它
的美。

如果你想体验神奇峡湾天然淳朴的
景致，不妨选择探索自然日间巡游 
(Wilderness Day Cruise) 或参加
过夜巡游 (Overnight Cruise) 在 
峡湾度过难忘的一晚。

我们提供从皇后镇或蒂阿瑙前往 
玛纳波里的大巴服务，你将在那里
开启我们的神奇峡湾旅行。

欢迎来到 
神奇峡湾
沉浸在原汁原味的广阔天地......�



神奇峡湾�

探索自然巡游

时长：7小时45分钟

出发时间�-�返回时间� 季节

从玛纳波里出发�������仅乘船巡游

上午8:00 - 下午3:15 11月 - 4月 
上午9:45 - 下午5:15 5月 - 10月 
上午10:30* - 下午5:45 11月 - 4月

从蒂阿瑙出发��������大巴�+�巡游�������

上午7:00 - 下午4:30 11月 - 4月 
上午8:45 - 下午6:00 5月 - 10月 
上午9:30* - 下午6:30 11月 - 4月

从皇后镇出发��������大巴�+�巡游

上午6:55 - 下午7:45 5月 - 10月 
上午7:15* - 晚上8:15 11月 - 4月

* 这些时间出发的行程无法前往玛纳波里地下发电站

参见第13页

参加时长3小时的巡游，深入峡湾腹地，�
欣赏神奇峡湾令人屏息的自然之美。
抵达神奇峡湾的深湾 (Deep Cove) 码头后，你将登上宽敞
现代的“帕蒂亚探索号 (Patea Explorer)”定制双体船。巡
游途中，我们知识丰富的自然向导将为你热情讲解该区域的
风土人情。

神奇峡湾还是宽吻海豚和毛皮海豹的栖息地，这里时常能看
到它们的身影。如果赶上季节，你还有可能看到罕见的峡湾
冠毛企鹅和小蓝企鹅。感受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寂静。

包含项目�
 •  乘船穿过玛纳波里湖至西湾 (West Arm) 

 • 乘坐大巴经过威尔莫特通道，穿越雨林

 • 乘坐“帕蒂亚探索号”豪华双体船畅游神奇峡湾  
(时长3小时) 

 • 随行的自然向导提供精彩的解说

 • 提供美味的野餐或亚洲风格午餐  
(请提前订购，在签到时领取) 

 • 船上供应免费茶水和咖啡

 • 参观玛纳波里地下发电站  
(Manapouri Underground Power Station) *

《孤独星球》旅行指南

“  神奇峡湾跨越辽阔天地， 
气势恢宏，两岸峭壁耸立， 
覆盖着茂密森林， 
雨后还会有轰隆作响的 
瀑布飞流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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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



神奇峡湾�

过夜巡游
时长：2天/1夜

在新西兰最人迹罕至的�
原始美景中度过一个�
难忘的夜晚。

神奇峡湾将让你不虚此行。峡湾一向以其丰富的野生动
物而闻名。峡湾的深水区域生活着各种毛皮海豹和宽吻
海豚，另外，一到繁殖季节，还会有企鹅沿着崎岖的海
岸线筑巢。这里拥有一股平和静谧的神奇力量，打破宁
静的唯有鸟语啁啾或远处飞瀑的急流声。

过夜巡游使用的峡湾航海家号 (Fiordland Navigator) 
游船专为在神奇峡湾航行而设计。游船由一艘传统商业
平底船改造而成，经过精心设计，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
韵味，又结合了齐全的现代设施，带给你舒适的体验。

随着夜幕降临，游船将会停泊在僻静的泊船处，你可以
和我们的自然向导一起乘坐皮划艇或小船探索海岸线。

出发时间�-�返回时间�(第2天)��季节

从玛纳波里出发��������过夜巡游

中午12:00 - 上午11:45  4月-5月20日，9月-10月 
中午12:30 - 上午11:45 11日至3月

从蒂阿瑙出发�������大巴�+�过夜巡游

上午11:00 - 中午12:45 4月-5月20日，9月-10月 
上午11:30 - 中午12:45 11日至3月

从皇后镇出发���������大巴�+�过夜巡游

上午8:30 - 下午3:30 11月-5月20日，9月-10月

包含活动
 • 三道式自助晚餐、现场烹饪和欧陆式早餐

 •  茶、咖啡和美味小吃

 •  驾驶皮划艇或小船探索海岸线 

 •   自然向导提供精彩解说

峡湾航海家号
 • 可容纳70名乘客过夜

 •  带独立浴室的私人客舱  

 •  四人间上下床客舱，共用卫浴设施

 •  持牌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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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神奇峡湾

真实旅程每年将向莱斯利·哈钦斯环保
基金会 (Leslie Hutchins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贡献超过五万新西兰元的 
神奇峡湾乘客费。

乘大巴

从皇后镇出发����� �3小时到玛纳波里

乘坐我们的豪华大巴，沿着瓦卡蒂普湖 (Lake Wakatipu) 
行驶，穿越绵延的牧场抵达玛纳波里小镇。我们的巴士司
机将向你详细介绍沿途的景点。

从蒂阿瑙出发����� �30分钟到玛纳波里

接送游客前往玛纳波里参加神奇峡湾体验， 
采用小型大巴。

提供从皇后镇和蒂阿瑙大多数酒店的接送服务。

从玛纳波里出发�
开启神奇峡湾之旅，首先乘坐游船穿过风景如画的玛纳波
里湖，然后换乘巴士经过新西兰造价最贵的公路威尔莫特
通道 (Wilmot Pass)，最后抵达神奇峡湾的深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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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神奇峡湾体验行程均是�
从玛纳波里出发。你可以�
自驾前往，或选择我们的巴士�
摆渡服务，享受更轻松的旅程。

蒂阿瑙

玛纳波里
威尔莫特通道

神奇峡湾

米尔福德

皇后镇

乘船
乘大巴



玛纳波里湖

蒂阿瑙湖

北湾

深湾

威尔莫特
通道

神奇峡湾

玛纳波里

尼群岛
塞克勒特里岛 峭壁湾

大厅湾

����������指挥官峰

������������弯湾

第一湾

布莱德肖
峡湾

教堂峰

开普勒山脉

探索自然和过夜巡游

乘大巴穿过威尔莫特通道

* 巡游路线和过夜泊船处视天气情况而定

塔斯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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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神奇峡湾

地下
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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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波里�

地下发电站
时长：4小时

神奇峡湾探索自然巡游也可能包含参观玛纳波里地下

发电站。

出发时间�-�返回时间�� 季节�

从玛纳波里出发��������仅发电站

下午1:30 - 下午4:30 11月 - 4月*

从蒂阿瑙出发��������大巴�+�发电站

下午1:00 - 下午5:15 11月 - 4月* 

*需满足最少成行人数。 

注意：玛纳波里地下发电站并非常年开放， 
我们保留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安排行程的权利。

建造运营

玛纳波里发电站是新西兰 
最伟大的工程壮举之一， 
露在地面的唯一标志就是 
电力调度设施、变电所和 
两组输电线，输电线跨越 
大湖，接入国家电网。

玛纳波里湖海拔178米， 
距离神奇峡湾10公里， 
拥有发电所需的充沛水量。

这一宏大的建设工程需要在西湾建造一个带螺旋形 
隧道的地下发电站，修建一条长9.8公里的通往神奇 
峡湾的尾水隧洞，以及连接西湾和神奇峡湾的公路，
以便工人往返和设备运输。最多时候共有1800名 
来自22个国家的工人共同参与此工程。

水流通过进水口，顺着垂直倾斜的压力水管向下奔
流。水流的冲击力带动水轮机。7个水轮机带动7个 
发电机，进而启动机组室内的变压器，形成22万伏的
电压，向上传输到开关站。

参观新西兰最大的水电站�
——位于峡湾地下深处的�
玛纳波里发电站。
建设玛纳波里地下发电站的初衷是为了向191公里外的
布拉夫 (BLUFF) 附近的COMALCO炼铝厂供电。 
建设施工始于1963年，并于1972年竣工。

参观发电站首先需乘船穿过玛纳波里湖抵达西湾。 
然后需要换乘大巴，沿着2公里长的螺旋形隧道深入
地下，参观壮观的地下机组室，了解发电厂背后的 
故事和发电原理。

我们提供从蒂阿瑙出发的大巴摆渡服务，可从大多数
酒店接送。提供野餐午餐 (请提前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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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保护，维持，发展。

"  如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信 
环境保护才是新西兰旅游 
产业绝对的基石。" 

真实旅程创始人莱斯·哈钦斯

真实旅程公司与DOC环保部紧密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环保 
行动。我们积极参与到保护鸮鹦鹉 (Kakapo)、蓝鸭 
(Whio)、奇异鸟和各种企鹅物种的行动中。除此之外， 
我们与DOC环保部合作的项目还包括：荣获DOC环保 
大奖的沃尔特峰 (Walter Peak) 大型地貌恢复项目、深入
朦胧峡湾 (Dusky Sound) 的环保行动以及峡湾地区和 
斯图尔特岛 (Stewart Island) 沿海垃圾清理活动。

我们秉承可持续经营的理念，致力于减少碳排放。从回收
倡议到投入顶尖环保技术，为了保护新西兰纯净的自然 
环境，我们将不遗余力。

需要携带的物品�
日间巡游�
防滑鞋、防水夹克、保暖上衣、防晒霜、太阳镜、 
驱虫剂和相机。

过夜巡游 
防滑鞋、防水夹克、换洗衣物、备用裤子 (水上活动)、
保暖上衣、防晒霜、太阳镜、驱虫剂、泳衣 (可选)、 
相机和过夜旅行包。

基本信息

%

一次性购买两个
或以上不同的行
程，可享受20%
的折扣。
有条款和条件限制，�
详情请查看官网。

在所有新西兰学校
假期期间，孩子可
免费参加特定出发
时间的活动！

有条款和条件限制，详情请查看官网。

亚洲风味午餐便当豪华野餐午餐

野餐午餐

午餐选择�
午餐有野餐、豪华野餐午餐 
和亚洲风味午餐便当可选， 
还提供素食选择。 
请提前订购。

儿童 
免费

劲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