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预订条款和取消政策

瓦尔特峰 
高地牧场
新西兰皇后镇

体验
新西兰

高地生活方式



一座城的标志

携百年往事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预订条款和取消政策

TSS厄恩斯劳号
百年蒸汽船 

新西兰皇后镇





皇后镇百年遗产 02  
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巡游 04 
瓦尔特峰地图 06  
上校之家餐厅 08  
瓦尔特峰牧场游 10  
瓦尔特峰骑马观光 12  
瓦尔特峰山地越野电动车 13 
瓦尔特峰带向导骑行观光 14 
瓦尔特峰独自骑行观光 15 
折扣优惠 16 
联系我们 17 

乘坐TSS厄恩斯劳号百年蒸汽船是 
皇后镇最具标志性的旅游体验。

这艘被誉为“湖上公主”的蒸汽船每天多次穿越瓦卡蒂普

湖 (Lake Wakatipu)，去往瓦尔特峰高地牧场 (Walter 

Peak High Country Farm)。到达瓦尔特峰牧场后，你可

以留在船上等待返航，也可以下船感受一下高地牧场的生活

方式，包括参加牧场游、骑马、带向导的骑行观光或电动车

越野之旅，进行进一步地探索。在上校之家餐厅享用一顿美

味的自助餐，或是闲步徜徉迷人的花园。瓦尔特峰牧场是享

受悠闲时光的完美之地。

欢迎



这艘蒸汽船以厄恩斯劳山 (当地最高的山峰) 命名，长168
英尺 (51.2米)，宽24英尺 (7.3米)，重330吨。该船由但
尼丁的J McGregor & Co公司建造，造价20,850英镑，
建成后被拆分成零部件，通过火车运到湖泊南岸的金斯顿 
(Kingston)，重新组装并投入使用。

自1912年起，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便一直为瓦卡蒂普湖
周围偏远的牧场居民提供水上交通服务，包括当时的瓦尔特
峰牧场。她的职业生涯很精彩，包括作为运输货物、牲畜和
旅客的重要交通工具和休闲观光的蒸汽船。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和瓦尔特峰高地
牧场是皇后镇历史上深受人喜爱的一笔。

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于1912年首次 
下水，是瓦卡蒂普湖上最大、最华丽的 
蒸汽船。这艘蒸汽船是南半球现役的最 
古老的燃煤蒸汽船。

1912年10月18日蒸汽船首航

皇后镇
百年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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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在前往玛拉罗阿河 (Mararoa River) 和奥雷蒂河 

(Oreti River) 捕猎恐鸟和采集绿玉时，曾在牧场避风的 

海湾扎营住宿。19世纪60年代，欧洲移民冯·藤泽尔曼 

(Von Tunzelman) 开始在这里进行早期的农业活动。 

牲畜死亡、暴风雪和资金匮乏最终迫使他离开这片土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易主后，瓦尔特峰牧场最终于19世纪 

80年代末由麦肯奇家族接管。麦肯奇家族经过80年的不懈

努力，使得高地牧场成功发展壮大，备受赞誉。

在牧场鼎盛时期，瓦尔特峰牧场面积达到6万8千多公顷， 

拥有4万头羊和50名全职员工，堪称新西兰最著名的牧场 

之一。瓦尔特峰牧场最早修建的宅院便是现在为人熟知的 

瓦尔特峰高地牧场。

之后牧场兴建了多个永久性住宅，包括有着美丽湖畔花园

的上校之家 (Colonel's Homestead)。上校之家最初建于

1902年，后于1977年一场意外火灾后重新修缮。

今天，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百年蒸汽船和瓦尔特峰高地 

牧场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分享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

辉煌历史。

.

瓦尔特峰高地牧场位于风景如画的 

瓦卡蒂普湖西南岸，拥有悠久的历史。

最早的上校之家和麦肯齐家族



时长：1小时30分钟

皇后镇 

湖景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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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独具代表性的“湖上公主”游湖赏
景是领略皇后镇秀丽风景的绝佳选择。

90分钟的瓦卡蒂普湖巡游之旅将为你展现皇后镇雄奇壮美的

多姿画卷，欣赏两岸高耸的山峦，感受百年蒸汽船和皇后镇

的悠久历史。旅程轻松愉快，老少皆宜。

参观轮机舱，你能看到司炉工用铁铲为熊熊燃烧的锅炉加

煤，感受巨大的蒸汽引擎在工作时所散发出的热浪。在船舱

和观景甲板上赏景，还可以去驾驶室和船长攀谈几句。

蒸汽船的下层甲板上还设有一间迷你博物馆，Fo'c'sle画廊，

那里展示着一系列关于蒸汽船精彩历史的老照片。在船上的

Promenade咖啡酒吧吃点东西或小酌一杯，休闲放松。回

程时，伴着钢琴师的演奏哼唱一曲，一定会为你带来难忘的

回忆！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上午10:00 - 上午11:30  
中午12:00 - 下午1:30             

全年*
 

下午2:00 - 下午3:30 
下午4:00 - 下午5:30 
晚上6:00 - 晚上7:30  12月27日 - 2月28日 
晚上8:00 - 晚上10:00   12月27日 - 2月28日

*�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将在2018年六月至七月初进行年度维护。

参见第16页

儿童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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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峰 

湖畔用餐 

瓦尔特峰高地牧场的上校之家 
提供独一无二的用餐体验。 
其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和广阔的庄园 
绿地展示着一个往昔时代的风采。

 • BBQ烧烤午餐或晚餐，自助餐风格 

 • 观赏厨师现场烹制美味烧烤

 • 上校之家餐厅提供与众不同的独家湖畔用餐环境

 •  包括乘坐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巡游瓦卡蒂普湖， 
巡游单程时长45分钟 

时长：3小时30分钟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BBQ烧烤午餐 

上午10:00 - 下午1:30  

中午12:00 - 下午3:30        
全年

BBQ烧烤晚餐 

晚上6:00 - 晚上10:00         全年*�
下午4:00 - 晚上7:30          12月27日 - 2月28日**

请注意：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将在2018年六月至七月初进行年度
维护。在此期间将使用替代游船。

*六月至七月需满足最低成行人数。�
**在此期间需满足最低成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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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自助烧烤晚餐菜单示例

面包

私家熏制斯图尔特岛三文鱼 
配茴香、酸豆、柠檬

焦糖百里香洋葱挞

森林至臻浓香沙拉 
含藜麦、牛油果、烤甜椒、 
辣椒和南瓜籽

精选开胃菜 
含甜菜根、本地羊奶芝士、 
榛果和鼠尾草

鲜嫩马铃薯沙拉 
含新采当季马铃薯、 香葱、 
酸豆、香菜和蛋黄酱

慢烤香脆猪排

秘制五香鸡肉

新西兰南地极品牛扒

新西兰卡德罗纳特选羊排/乳猪

铁板绿蔬 
含胡萝卜、香橙、百里香及花生

奶香土豆配细香葱

椰枣蜜饯布丁

法式焦糖炖蛋布丁， 
配瓦尔特峰鲜红莓

浆果柑橘酱蛋白饼， 
含蜂蜜酥糖

黑巧克力慕斯蛋糕， 
含饼干和本地榛仁碎屑

新西兰特色芝士什锦， 
自制酸辣酱

请注意：烧烤自助晚餐提供咖啡和茶，烧烤自助午餐提供咖啡。�
烧烤自助午餐不含海鲜。



体验新西兰的牧场生活方式 
——享受几个小时休闲放松
的完美去处。

在导游的陪同下步行参观瓦尔特峰的牧场。
近距离接触羊、鹿、羊驼和高地牛。还包 
括上校之家餐厅提供的上午茶或下午茶， 
是非常理想的家庭活动。

 • 给农场动物喂食 

 • 观看牧羊犬牧羊

 • 欣赏剪羊毛表演 

 • 在湖畔花园中漫步

 •  在上校之家餐厅享用美味的上午茶 
或下午茶

 • 乘坐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往返

时长：3小时30分钟

瓦尔特峰 

牧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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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将在2018年六月至七月初进行年度维护，
在此期间将由一艘现代游艇替代百年蒸汽船。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上午10:00 - 下午1:30 
中午12:00 - 下午3:30    全年* 
下午2:00 - 下午5:30

参见第16页

儿童
免费



在绵延起伏的绿野之间骑马，饱览 
瓦卡蒂普湖和周围群山的美景。
40分钟的带导游骑马观光将带你穿过绵延起伏的绿野， 

到一处观景点饱览瓦卡蒂普湖和周围群山的壮丽美景。 

活动升级选择：在上校之家餐厅享用BBQ烧烤午餐， 

停留更久的时间。

 • 小团体 (每位导游带六位游客) 

 • 40分钟轻松的骑马活动

 •  包含在上校之家餐厅享用美味的上午茶或下午茶

 • 包含乘坐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往返及湖上巡游

适合各种体力的游客，包括第一次骑马者，年满7岁�
或最低身高1米2，体重最高100公斤。�
提供安全头盔和防雨衣物。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上午10:00 - 下午1:30  
中午12:00 - 下午3:30    10月 - 4月 
下午2:00 - 下午5:30  

时长：3小时30分钟

瓦尔特峰 

骑马观光 



瓦尔特峰  

山地越野电动车
时长：3小时30分钟

参加带向导的山地越野电动车活动， 
感受牧场生活，探索瓦尔特峰高地 
牧场起伏不平的旷野景色。
这项独特的牧场体验首先乘坐历史悠久的TSS厄恩斯劳号 

蒸汽船穿过瓦卡蒂普湖抵达牧场。

友好的当地向导将在瓦尔特峰迎接你，并指导如何操控 

新西兰制造的山地越野电动车。这是一种介于山地车和 

摩托车之间的电动车，操作简单，并且环保。往返游船 

都是TSS厄恩斯劳号百年蒸汽船。

 • 向导提供越野电动车的操作讲解以及安全介绍及评估

 • 中途休息时提供茶点饮料

 • 小团体 (每位导游最多带六位游客)

需年满13岁，身高至少1米5，体重最高110公斤。�
必须能自如地骑山地车。�
请穿着满帮鞋。我们会提供全身防尘防水保护外套和头盔。�
出发时间取决于天气情况。�
*升级至包含瓦尔特峰烧烤自助午餐的行程（行程将延长2小时）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上午10:00 - 下午1:30*  10月 - 4月 

中午12:00 - 下午3:30*   全年

下午2:00 - 下午5:30  10月 - 4月



参加我们的小团体自行车骑游活
动，探索瓦卡蒂普湖的西南岸。
经验丰富的导游会在瓦尔特峰等你，开车带你去往 

马弗拉湖 (Mavora Lakes)。沿着一条安静的乡间 

公路骑行，穿过山毛榉森林和开阔的草地。

沿途欣赏美不胜收的万河 (Von River) 和周围群山，

还可远眺到位于瓦卡蒂普湖顶端的白雪覆顶的厄恩 

斯劳山。

在一栋传统的牧人小木屋吃午餐。骑行期间有多次 

休息，提供拍照的好机会。

时长：7小时30分钟

瓦尔特峰 

带导游骑行观光 

瓦尔特峰带导游骑行观光活动由真实旅程和环山自行车骑游公司�
(Around�the�Mountain�Cycle�Tours�Ltd)�联合经营。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带导游骑行观光

上午10:00 - 下午5:30  10月 - 4月

要求具备中等身体素质，3-4小时的轻松骑游�(骑行距离在15-35�
公里)，提供一辆随行面包车，游客如有需要可以坐车。�
适合年满10岁或身高超过1米5的游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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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团体 (每位导游带九位游客)

 • 提供高档山地车和安全头盔

 • 包含野餐午餐、热饮和下午茶

 •  我们提供一辆随行车辆，你可根据个人体力安排 
骑行时间和强度，如有需要可以坐车

 • 包含乘坐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往返及湖上巡游



独自骑行观光
自己骑着自行车自在地探索宁静美丽的
瓦卡蒂普盆地 (Wakatipu Basin)。

 • 包含一张地图和小吃/饮料券，在TSS厄恩斯劳号上兑换

 • 宁静的乡间公路，地形起伏和缓

 • 包含往返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湖上巡游

适合有经验的自行车骑行者。请联系我们获取时间表。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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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原价购买两个或以上不同的行程，
所有较低价格的行程均可享受20%的 
折扣。

realjourneys.co.nz/kidsgo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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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款和条件限制，详情请查看官网。

realjourneys.co.nz/multisaver

儿童 
免费

20%
劲省



如需咨询或预订，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预订条款和取消政策

皇后镇地址：88 Beach Street, Steamer Wharf

0800 65 65 01 
realjourneys.co.nz  
contact@realjourneys.co.nz 

或前往真实旅程游客中心

本册采用环保油墨和纸质，在新西兰印刷。

关注我们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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