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查询: 真实旅程销售部门，94号邮政信箱， 
皇后镇9348号，新西兰 
电话: +64 3 442 5000 
sales@realjourneys.co.nz

预订: 真实旅程游客中心，1号邮政信箱， 
蒂阿瑙 9640号，新西兰

 
免费查询电话  0800 346 737 （代理商） 
电话: +64 3 249 8630 
reservations@realjourneys.co.nz

www.realjourneys.co.nz 

真实旅程保有在任何时间更改时间表，取消行程，替代设备或装置以 
及修改票价的权利。

在新西兰使用环保油墨和纸张印制 RJCTD 08/14

与其他人分享你的活动体验

与我们一起感受

新西兰南岛最 

美丽的景致

www.realjourneys.co.nz

皇后镇、峡湾地区
和斯图尔特岛
中国业务指南 2014/2015

1954: MV Constance in Doubtful Sound



欢迎 

目录 
米尔福德峡湾                                                   2 - 17 
神奇峡湾/玛纳波里湖                                            18 - 25 
探索巡游 26 - 27 
蒂阿瑙萤火虫洞                                                  28 
米佛步道漫游 29 
皇后镇蒸汽船/瓦尔特峰                                          30 - 35 
特别活动 36 - 37 
斯图尔特岛 38 - 42 
皇后镇漂流                                                      43 
黑猫游船                                                         44 
环保项目 45 
地图                                                            46

我们感到无比骄傲
2014年是真实旅程（Real Journeys）在新西兰南岛
经营旅游业的第60周年!

我们的创办者莱斯·哈钦斯和奥利芙·哈钦斯起始于峡湾国家公
园，帮助人们更好地游览神奇峡湾。时至今日，这份家族的印记
仍然保留着，我们的经营范围从斯图尔特岛到神奇峡湾、米尔福
德峡湾直至整个皇后镇。
如今，我们给来到新西兰的每位游客一个真正只属于真实旅程的
经历。 真实旅程所带来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而只有我们才能 
给予。 

长期以来，我们秉承环保的准则，尊重当地的特殊自然遗产。我
们非常荣幸能够与游客们分享这些优美风景，同样我们非常重视
保护这里的环境。自从开业以来， 真实旅程就在这方面采取了积
极的举措。我们的创办者被视为新西兰早期环保运动的先驱。今
日，我们仍旧牢记这份原则，积极参与本地的环保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在飞机、船舶和客车上已经使用了最先进的科
技，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噪音和排放污染。我们的设备品质以
及日常的运作模式可以确保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佳的体验， 
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神奇峡湾，峡湾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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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米尔福德
峡湾Milford Sound

Awe-inspiring landscape

We can show you so
    much more

巴士车队 

乘坐真实旅程独一无二的玻璃顶巴士，游览新西兰著名的
高山景区道路。巴士专门为米尔福德峡湾的道路所定制。
真实旅程是全球唯一一家运营此类设计的巴士的公司。

搭乘豪华巴士

真实旅程是唯一一家将奢华巴士和飞机与米尔福德峡湾的
游轮直接相连的旅游运营商。这能保证我们为游客们提供
无缝衔接的专业服务和高品质体验。

>  最先进、专为米尔福德峡湾道路定制的长途客车 

> 舒适的空调环境  

> 倾斜向窗的座椅设计

> 影院风格的座椅提供更为优质的风景

>  唯一一家提供拥全天窗全景观的奢华长途客车的运营商，座位
上方都有玻璃窗户  

> 经验丰富的司机提供详细的讲解 

> 提供皇后镇和蒂阿瑙宾馆的来回接送

Mirror Lakes

Homer   
 Tunnel米尔福德峡湾                                                  

不论你看过多少关于米尔福德峡湾的照片，都无法替代你亲身体验那种不可思议的感受。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与众不同的地方。亲临感受才能切身体会。这是一个有启发性及独特的地方，甚至前往的旅途上都绝对是体验的一部分。



抵达米尔福德峡湾 

>  在米尔福德峡湾巡游后，游客们可以搭乘直升机从米尔福德返
回皇后镇，欣赏壮丽的沿途景色

>  与名山、峡谷和冰川零距离接触，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我们会
降落在冰川上

> 可选择是否在瓦尔特峰做停留

搭乘直升机

The views are amazing

机队

>  三架布里顿·诺曼海岛人（Britten Norman Islander） 
飞机（双引擎，九座）

>  一架赛斯纳（Cessna）飞机（单引擎，五座）

>  三架GA-8空中大篷车（Airvan）飞机（单引擎，七座）

>  所有飞行都取决于天气

5

在皇后镇和米尔福德峡湾之间搭乘飞机，这是体验新西兰南岛山麓
风光的最佳方式。

> 飞机的每个座位可以看到绝佳的风景

>  所有飞机特别适于飞跃崎岖地势的山区，例如壮观的南阿尔卑
斯山

> 远眺乡间的草地和冰川湖

>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提供详细的讲解

> 飞机上备有具体的飞行计划手册（英文、日文和中文）

> 可选择低空飞行

> 提供大多数皇后镇酒店的的士接送服务

搭乘飞机

Glenorchy

Te Anau Downs Walter Peak

Milford

Te Anau

Milford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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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福德君主号 

>  专为米尔福德峡湾巡游制造的景观机动船

>  先进的导航技术和安全装备

>  设计：单壳巡游船

>  载客量：310人

>  长度：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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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福德峡湾风景观光巡游

在群山环抱中的惬意漫游

>  登上现代宽敞的游船，享受米尔福德峡湾令人惊叹的美景 

>  一小时四十分钟的巡游

> 有机会看到野生动物，包括海豹、企鹅和海豚

> 从舒服的内舱享受不被打扰的景色

>  甲板上供应的午餐包括国际自助餐、印式自助餐、开胃菜岩龙
虾、海鲜拼盘、日式便当、印式盒餐和野餐（所有的餐食都必
须提前预订；三明治和小食可随时可购买

> 部分班次上配备会多语种的导游

> 船上随时免费供应茶和咖啡

> 皇后镇全年通航/来回航班可选（由天气决定）

> 私人场地可向团体开放

7

Fantasticviewing decks

注: 米佛君王号的设计和参数与之相似

季节 出发-返回时间 

全年 早上11点-下午12.40 和下午1点-下午2.40 
11月-4月  早上9点- 早上10.40 和 下午2点-下午3.40 
11月-3月  中午12点-下午1:40 和 下午3点-下午4.40

巴士/巡游/巴士 

全年 早上9.50-下午4.30 
11月-4月 , 9月-10月   早上8点-下午4.30

巴士/巡游/巴士  

全年 早上6.55-下午7.30/ 下午7.45 
11月-4月  早上7.15-下午8点

巴士/巡游/飞机 

全年 早上6.55- 下午3.40 
11月-4月 早上7.15-下午5.10

飞机/巡游/飞机 

全年 早上10点- 下午1.40 
11月-4月中  早上8点-早上11.40 
11月-3月 下午2点-下午5.40 
4月中-10月 中午12点- 下午3.40

直升机/巡游/直升机   

全年 All Year 早上10点 – 下午2点

出发前20分钟必须办理报到手续  

Underwater Observatory

Stirling Falls

Harrison Cove

Bowen Falls

Mitre Peak
1682m

Mt Pemb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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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福德水手号

>  传统样式、有前置纵帆的机动船

>  轮船餐厅、观景厅和三个观景平台

> 载客量：150人

> 长度：40米

米尔福德流浪者号

>  传统样式、拥有上缘斜桁帆的双桅机动船

>  有餐厅和两个观景平台

>  载客量：90人

>  长度：30米

注: 米佛水手号和米佛流浪者号轮流值航探索自然巡游

米尔福德峡湾探索自然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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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最长、最悠闲的米尔福德峡湾巡游

>  通过放松、互动的巡游来探索米尔福德峡湾公园，用心观赏、
学习和体验更多

>  专业的导游提供详细的介绍，并与游客互动 

>  在二小时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探索整个峡湾，途中经过圣安妮角
灯塔，然后直接进入塔斯曼海（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  有机会看到野生动物，包括海豹、企鹅和海豚

>  提供野餐便当、印式午餐盒和日式午餐盒（需提前订购）， 
点心可在船上购买

>  船上免费供应茶和咖啡

> 皇后镇&蒂阿瑙连接豪华巴士

> 全年皇后镇连接班机

Stirling Falls

季节 出发-返回 

11月-4月 早上10.30-下午1点 和 下午1.35-下午3.50 
5月-10月  早上10.30-下午12.30   
 和 下午12.55-下午2.55

巴士/巡游/巴士 

11月-4月，9月-10月 早上8点- 下午4.30 
11月-4月 早上10.20- 下午5.45 
5月-10月  早上9.50- 下午4.45

巴士/巡游/巴士  

11月-4月 早上7:15- 下午8:15 
5月-10月 早上6:55- 下午7:45

巴士/巡游/飞机 

11月-4月 早上7:15-下午5:10 
5月-10月May- Oct  早上6:55- 下午4:10

飞机/巡游/飞机 

11月-4月 下午12:30-下午5:10 
5月-10月  中午12:00- 下午4:10 
5月-9月 早上9- 下午1:40

出发前20分钟需办理报到手续 

Underwater Observatory
Stirling Falls

Harrison Cove

Bowen Falls
Mitre Peak

1682m

Mt Pemb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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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福德峡湾巡游的 
午餐选择

我们极具天赋的厨师用最新鲜的食材创造出最美味 

的午餐选择

风景巡游提供所有的午餐选择，但须在出发前24小时预订。

提前预订，探索自然巡游提供日式便当、印式餐盒与野餐便
当选。

所有船上均有贩卖三明治和点心， 设有酒吧。免费供应咖啡
和茶。
注：在出发前24小时提出特殊饮食需求，船上可以安排。午餐的选择会

根据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

多种选择

11

野餐便当

三明治、麦芬蛋糕、
起士饼干、水果和果
汁（素食者可提前预
订素食选择）

半只的峡湾岩龙虾，配国
际自助餐

开胃菜岩龙虾和国际 
自助餐

海鲜拼盘

大虾、乌贼、三文鱼、 小龙虾可
供选择（需支付额外费用）

日式便当
米饭、猪肉、牛肉、寿司、
鱼、鸡肉、沙拉、腌咸菜、
水果和味增汤

印式便当

春卷、咖喱角、洋葱生菜沙拉、豆类食品、蔬菜咖喱、米饭、烤饼、腌

芒果、纯酸奶、冰淇淋、苹果以及其他可选择的水果（风景观光巡游的

用餐时间为早上11点、下午1点和下午2店，探索自然咨询的用餐时间

为下午1:35）

国际自助餐
热鲜肉类、蔬菜、新鲜沙拉、面包、水果和冰淇淋可供选择（提供特定民族风味食物，需满足最低人数要求）

风景巡游提供 自然巡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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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福德峡湾 
过夜巡游

米尔福德流浪者号 

>  丰盛的三道式晚餐包括浓汤、烤肉、蔬菜、 
沙拉和甜点

>  可要求素食餐饮选择

>  拥有经营持照的船上酒吧

>  晚餐后有专业的自然向导进行讲解

>  英式和欧陆式早餐可供选择

季节 出发-返航（第二天）

从米尔福德出发

12月中-3月  下午4.30- 早上9.15

从蒂阿瑙出发  巴士/巡游/巴士

12月中-3月  下午12.45- 下午12.30

从皇后镇出发  巴士/巡游/巴士

12月中-3月 早上8.30- 下午3.15/ 下午3.30

出发前20分钟必须办理报到手续

注: 九月中至十月中、三月至五月中期间，米尔福德水手号上提供数量有限的四人房。
*九月期间，米尔福德水手号下午4点启程；五月期间，船将于早上10.15返航

季节 出发-返航（第二天）

从米尔福德出发

9月底-5月中*  下午4.30 - 早上9.15

从蒂阿瑙出发  巴士/巡游/巴士  

9月底-5月中 下午12.45-下午12.30

从皇后镇出发  巴士/巡游/巴士 

9月底-5月中  早上8.30-下午3:15/ 下午3.30

出发前20分钟必须办理报到手续 

米尔福德水手号 

>  四道式自助晚餐包括开胃菜、浓汤、沙拉、热菜、烧烤
肉以及各种甜点

>  可要求素食餐饮选择

>  拥有经营持照的船上酒吧

>  晚餐后导游进行讲解

>  全套自助早餐，包括英式和欧陆式选择

米尔福德峡湾的终极体验

>  在白天游客都离开以后，体验米尔福德峡湾

> 仔细观察野生动物：海豹、企鹅和海豚

>  米尔福德峡湾全程巡游，中途经过圣安妮角灯塔，进入塔斯曼海（气候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专业的自然导游讲述关于该地区历史、植物群和动物群的专业知识。 
只提供英语讲解

> 搭乘皮划艇或是汽船探险

> 皇后镇和蒂阿瑙之间每日都有玻璃顶的巴士接送

> 每日都有返回皇后镇的航班选择（根据天气而定）

注: 12月中旬-3月期间，米尔福德流浪者号上提供数量有限的四人房

Underwater Observatory
Stirling Falls

Harrison Cove

Bowen Falls

Mitre Peak
1682m

Mt Pembroke

Ro
ut

e 
m

ay
 v

ar
y 

de
pe

nd
en

t u
po

n 
w

ea
th

er

Milford



米尔福德流浪者号米尔福德水手号

注: 各船的船舱布局可能会不一样

设计特点 

>  有餐厅、观景厅和观景平台

>  28间带浴室的私人客舱（16间有两张单人床，12间有
双人床，还有另外两间是家庭套间（带有4个床位，提
供床单床套、羽绒被、枕头和毛巾

> 载客量：64人（过夜）

> 长度：40米

设计特点 
>  有餐厅和观景台

>  有14间私人船舱包括（单人床/双人床）和两间拥有四人
铺位的船舱，全都提供公用的洗手间设施、床单和床套、
羽绒被、枕头和毛巾

>  载客量：36人（过夜）

>  长度：30米

15



Imagine yourself here

抵达神奇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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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豪华巴士
尽管地理位置偏远，来自皇后镇或蒂阿瑙的游客们仍然可以方
便地穿越玛纳波里湖，来到神奇峡湾，体验白天或夜间巡游。
你可以选择自驾去玛纳波里，或者搭乘我们的巴士。

从皇后镇出发

坐上我们的豪华巴士，环绕瓦卡蒂普湖，穿越起伏的农田，到
达玛纳波里乡镇。我们提供皇后镇游客中心和大多数酒店的接
送服务。

从蒂阿瑙出发 

参加白天探索自然巡游、过夜巡游和海上皮划艇巡游的游客们
可以搭乘我们的小型巴士去往玛纳波里湖。我们提供蒂阿瑙游
客中心和大多数酒店的接送服务。

Manapouri

Doubtful 
Sound

Queenstown

Milford Sound

Te Anau

Wilmot Pass

Lake Manapouri

真实旅程是唯一一家将豪华巴士与神奇峡湾的游轮无 
缝对接的运营公司，这能确保我们完美地提供专业服务 
和高品质体验。 

神奇峡湾

神奇峡湾坐落于峡湾国家公园的心脏地带，比米尔福德峡湾

长三倍，其海平面区域比米尔福德峡湾大十倍。

探索神奇峡湾，你会被这里的寂静震撼，这里静得只能听见

鸟鸣和远处瀑布的湍流声。

巡游起始于水质清澈的玛纳波里湖，然后穿越威尔莫特通

道，沿途可以停下来欣赏峡湾里最稠密的雨林，然后远眺神

奇峡湾。在到达深湾后，你不妨加入我们的探索自然巡游或

过夜巡游。



季节 启程－返航 

从玛纳波里出发

11月－4月  早上8点－下午3.30；早上10.30－下午5.45 
5月－10月*  早上9.45－下午5.15

从蒂阿瑙出发  巴士／巡游／巴士

11月－4月  早上7点－下午4.15；早上9.30－下午6.30 
5月－10月*  早上8.45－下午6.00

从皇后镇出发  巴士／巡游／巴士

11月－4月  早上7.15-下午8.00 
5月－10月*  * 早上6.55-下午7.45

出发前提早20分钟登船 

*前往发电站的航线在2015年5月－7月（包括7月）将不开放。 
在这段时间内，巡游时间将延长。

帕蒂雅探索者号 
的设计特点

>  专门为神奇峡湾航行建造的高速双体船

>  豪华内饰，带有舒适的座椅、宽敞的甲板和视野宽 
广的窗户

>  特别设计的自助餐厅、持照酒吧和现代的便利设施

>  船上有摄像机和影视屏幕

>  容量：145人

>  长度：30米

神奇峡湾探索 
自然巡游

与世隔绝 、遥远空旷

> 提供一日游

> 在长达三小时的塔斯曼海巡游中，探索神奇峡湾壮阔的航道

> 观赏Nee岛上的企鹅和海豹，以及宽吻海豚的居住地

> 对动植物有丰富知识的专业向导提供讲解

> 参观玛纳波里“地下发电站”

> 度身定制的船只，非凡的视野

> 只提供英语讲解

>  翻译成五国语言的宣传手册（英语、德语、法语、 
西班牙语和日语）

Manapouri

Lake Manapouri

Cathedral Peaks

Kepler Mountains

Lake Te Anau

North ArmHall Arm

Crooked Arm

First Arm

Deep Cove

Wilmot Pass

Bradshaw Sound

Underground
Power Station

Commander Peak

Precipice Cove
Secretary IslandDoubtful 

Sound

By Vessel
By Coach

Routes shown are indicative only

West Arm

神奇峡湾 
午餐选择

>  野餐以及亚洲午餐便当，必须在出发前24小时事先预订

>  有素食可供选择（如果需要，至少提早48小时预订）

>  三明治和零食可供购买

> 提供免费的茶和咖啡

> 船上有持照酒吧和意式浓缩咖啡（需额外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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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午餐
可供选择（必须提早预订） 

高级野餐午餐
含有土耳其面包，含有褐色面包
卷，新鲜水果，蛋糕可供选择，芝
士和饼干，干果和坚果混合）

野餐
土耳其面包、新鲜水果、芝士、饼
干和什锦麦片

Modern 
Catamaran



峡湾探索者号 

>  餐厅、观景厅和观景甲板

>  18间配备成套浴室的私人隔舱（12间两张单人
床／6间双人床）以及9间四张床上下铺套间（包括
共享浴室设施，提供床单、被子、枕头和毛巾

> 载客量：72人（过夜）

> 长度：38米

21

注: 船舱布置可能会有不同

神奇峡湾 
过夜航行

在新西兰最为壮观的原始峡湾中醒来

> 航行穿越玛纳波里湖

> 巴士穿越风景优美的威尔莫特通道

> 惬意巡游，探索神奇峡湾壮阔的航道

> 观赏野生动物：企鹅，海豹和海豚

> 体验特别的“寂静之声”

> 专业的导游对植物和动物有丰富的知识

> 乘坐小船或皮划艇进行探索

>  四道菜的自助晚餐，包含开胃菜、汤、色拉、热菜， 

烤肉和各种甜点

> 全套自助早餐，包括英式和欧陆式选择

> 每天从皇后镇和蒂阿瑙有巴士接送

季节 启程－返程（第二天）

从玛纳波里出发

11月－3月  晚上12.30－早上11.45 
4月－5月中旬和9月－10月  中午12.00-早上11.45

从蒂阿瑙出发 大巴／巡游／大巴

11月－3月 早上11:30-晚上12.45 
4月－5月中旬和9月－10月 早上11:00-晚上12.45

从皇后镇出发  大巴／巡游／大巴

9月－5月下旬  早上8:30-下午3:15/下午3:30

在出发前20分钟报到 

峡湾内巡游（仅限团体）

峡湾探索者号为团体提供白天峡湾内巡游（必须提前预

订。其中包括了两小时神奇峡湾最壮丽景观的巡游：

>  马纳普里湖摆渡接驳

>  大巴穿越威尔莫特通道

>  两小时在峡湾内的巡游

>  野餐和自助餐午餐选择，包括印度／亚洲风味的菜肴（必须提
前预订）

 季节 时长

从玛纳波里出发 9月-5月中  6小时30分钟

注: 特殊团队游，需满足最低人数要求

Fiordland Navigator

Manapouri

Lake Manapouri

Cathedral Peaks

Kepler Mountains

Lake Te Anau

North Arm
Hall Arm

Crooked Arm

First Arm

Deep Cove

Wilmot Pass

Bradshaw Sound

Underground
Power Station

Commander Peak

Precipice CoveSecretary Island
Doubtful 

Sound

By Vessel

By Coach
Routes shown are indicative only

West Ar
m



蒂阿瑙萤火虫洞

拥有雕刻的大岩石，呼啸汹涌地下瀑布和萤火虫洞的神
奇地下世界t!

>  乘坐双体船穿越蒂阿瑙湖西岸

> 参观洞穴屋，观看说明展示和幻灯片

> 沿着人行道行走，并且从洞穴导游处了解洞穴的形成

> 乘坐小船进入安静的萤火虫洞，头顶有着上千只萤火虫在闪烁

>  印有四国语言的宣传手册和安全须知（英语、德语、 
日语和中文）

> 免费的茶和咖啡

250m walk (one-way) within caves to grotto
23

Glowworm grotto
Cavern House

季节 出发－回程

从蒂阿瑙出发

全年 下午2.00-下午4.15和晚上7.00-晚上9.15 
11月－4月中旬  下午5.45-晚上8点和晚上8.15-晚上10.30 
11月和1月中旬－2月  早上9.00-早上11.15 
12月下旬－1月中旬  早上10.15-晚上12.30

在出发前20分钟报到 

米尔福德步道 
一日行

导游带领你走过著名的米尔福德步道

>  对时间有限游客来说，这是体验米尔福德步道的极佳机会

> 亮点包括古老的山毛榉森林、克林顿河、长满青草的平房和湿地

> 悠闲漫步于蒂阿瑙湖的北端

> 简单的步行道路（4-5小时，往返共11公里）

> 向导会介绍步道的历史以及本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

> 享受风景，拍照留念

> 包含在格莱德故居的午饭

> 一组最多12名游客

 季节  出发－返回 

从蒂阿瑙湖出发 11月－4月中旬 早上9.30-下午6.00

从皇后镇出发 11月－4月中旬 早上6.55-晚上8点

在出发前20分钟报到 

Amazing birdlife

Lake Ada

Dumpling Hut

Mackinnon PassSutherland Falls
Lake Quill

Mintaro Hut

Lake 
 Te Anau

Te Anau Downs

Mil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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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ton Hut Glade 
Wharf

Lake Te Anau

Nea
le B

urn

Clinton River

Glade Wharf
Glade House

La
ke

 T
e 

An
au

Te Anau

Te Anau 
Glowworm Caves

Dome Islands

隐藏于蒂阿瑙湖西岸边山下的是一条网状的地下洞穴，被几千只萤火虫点亮。这个地下世界异常美丽。从地理学标准来看，这个洞穴非常年轻（12000年，仍然
被河水经过的力量所雕琢着。这早就了一条弯曲的网状石灰岩通道，里面充满着漩涡和呼啸的地下瀑布。



季节 出发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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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月和10月  上午10.00  上午11.30 

出发前20分钟登船 

* TSS厄恩斯劳号会在5月中旬到2015年7月上旬之间的 
几周进行年度保养

**团队可以预定下午6:00和晚上8:00的巡航

The Remarkables Range

ONBOARD CAFÉ

湖面巡游

老式蒸汽船TSS厄恩斯劳号于1912年首 
次下水，瓦尔特峰高地牧场能让游客们 
清晰地了解皇后镇的历史。

  乘坐老式蒸汽船，穿越美丽的瓦卡蒂普湖
  探索轮船内部，包括参观引擎室和水手舱艺术馆中的
历史展览

  钢琴歌咏会，免费提供歌本
   Promenade咖啡厅，提供咖啡吧食物和持照酒吧

   只提供英文解说

TSS厄恩斯劳号蒸汽船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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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WAY TO  SEE LAKE WAKATIPU

设计特点

1912年建造的燃煤老式蒸汽船

双侧广阔的观景甲板和桥

设计－燃煤双螺旋蒸汽船

载客量：400人

长度：51米

皇后镇

乘坐皇后镇具有代表性的老式蒸汽船,享受世纪之交旅行的雅致,

回味一段风景优美的航行。TSS厄恩斯劳号被公认为南半球最老

的燃煤蒸汽船。乘坐“湖上夫人”航行，感受时光倒流。在甲

板下面，蒸汽引擎呼啸着，锅炉工将煤铲进燃烧着的锅炉，不

时发出砰砰的响声。

TSS厄恩斯劳号数次穿过美丽的瓦卡蒂普湖，来到瓦尔特峰高地

牧场。到达后，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船上，或是登陆来感受高

山农场的生活。



  TSS厄恩斯劳号巡游
  向导带你游览牧场，参观绵羊、鹿、牛和羊驼
  剪羊毛、牧羊犬工作和毛纺展示
  早上或者下午在上校之家喝茶
  在湖畔花园休息或逛纪念品商店

瓦尔特峰 
牧场观光

美味 BBQ 晚餐菜单范例  

汤和面包
家庭熏烤的斯图尔特岛三文鱼、茴香、马槟榔、柠檬

焦糖洋葱和百里香馅饼
藜麦、牛油果、烤辣椒、辣椒和南瓜种子
甜菜、当地的山羊奶酪、榛子和鼠尾草

新土豆色拉、大葱、马槟榔和香菜蛋黄酱
 

南部啤酒烤猪肋骨
辛辣/红烧烤鸡

全牛肩肉、短肋骨、牛臀肉、胸部肉、腹部肉
全烤炙烘培卡德罗纳羊肉／乳猪
烤胡萝卜、橙子、百里香和坚果

黄油抹泽西岛芝麻和细香葱
 

黏咖啡布丁
焦糖布丁、水果拼盘、小饼干

新鲜浆果、柑橘花、蛋白酥、蜂巢
精选新西兰薄片和饼干

 精选新西兰芝士、家庭制作的酸辣酱

27

季节 出发 返回 

 中午12.00 下午3.30  全年*  下午2.0  下午5.30  

11月－4月和10月   上午10.00  上午11.30 

出发前20分钟登船 

*TSS厄恩斯劳号会在5月中旬到2015年7月上 
旬之间的几周进行年度保养

THE KIDS LOVE OUR  FARMING DEMONSTRATIONS

季节 出发 

11月－4月和10月  早上10.00  
全年* 中午12.00  
11月－4月和10月* 下午6.00   
6月－9月（有最低人数要求）
出发前提早20分钟登船 

TSS厄恩斯劳号会在5月中旬到2015年7月上旬之间 
的几周进行年度保养

瓦尔特峰高地牧场的上校之家餐厅能够给
你带来完美的享受。殖民地时代特点的建
筑和广阔的土地唤起了过往时代的那种 
优雅。

BBQ 午餐

   TSS厄恩斯劳号巡游
   欣赏湖畔美景，美食大师在门外的烤架上为您准备

BBQ午餐
  除了烤肉外，你还可以享用各种色拉、蔬菜和面包
  美味的饭后甜点
  丰富的本地葡萄酒选择
  农场展示

BBQ 晚餐

  TSS厄恩斯劳号巡游

  享受上校之家餐厅的格调

  从门外的烤架挑选肉和海鲜

   各种开胃菜、面包、色拉、冷肉和海鲜、蔬菜以及奶
酪拼盘

  美味的饭后甜点

  丰富的本地葡萄酒选择

  农场展示

湖畔餐饮

注: BBQ晚餐包含咖啡和茶，BBQ午餐提供浓缩咖啡

INCLUDES  
TSS EARNSLAW STEAMSHIP  

CRUISE & A FARM SHOW

瓦尔特峰高地牧场

上校之家餐厅



马佛拉高地观光瓦尔特峰骑马观光

季节 出发－返回 

11月－4月和10月 早上10.00-下午5.30

出发前20分钟报到 

小团体旅行，纵览迷人的风景

>  欣赏瓦卡蒂普湖优美的景色，包括塞西尔峰、瓦尔特峰、 
恩斯洛山、马佛拉湖和山毛榉林

>  参观传统的牛羊圈和石屋

>  宁静偏僻乡村的石子路，大多温和起伏

>  有经验的向导，面包车运送骑车者

>  提供高质量的自行车和头盔

>  包含午餐、冷热饮品和下午茶

>  15-35公里的骑程（根据体能情况）

>  小团体、个性化的骑行（最多9人）

>  参观上校之家餐厅，然后乘船返回皇后镇

>  适合所有年龄的人

>  乘坐老式蒸汽船TSS厄恩斯劳号，到达瓦尔特峰

>   与你的司机或导游在清静的农场中一同观赏早期农业生活情况

>  在如画的玛佛拉湖边，享用野餐

>  在瓦尔特峰农庄表演后，前往上校之家餐厅享用下午茶

>  适合所有年龄段

季节 出发－返回 

11月－4月和10月  早上10.00-下午5.30

出发前1小时报到  
出发时间根据天气情况而定

瓦尔特峰带向导骑行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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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高质量的山地自行车
和安全头盔

>  乘坐老式蒸汽船TSS厄恩斯劳号，到达瓦尔特峰

> 享受一次带向导的骑马观光（40分钟）

> 返回马厩，在上校之家餐厅享用一顿传统的早茶或下午茶

> 适合所有能力的骑马者，包括初次骑马的人

> 最小8岁，最重100公斤

> 小团体（每个向导带5人）

季节 出发－返回

10月中－4月中 早上10.00-下午1.30

11月-4月和10月
 中午12.00-下午3.30 

 下午2.00-下午5.30

出发前20分钟报到  
出发时间根据天气情况而定 



»

特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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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旅程的特别活动 

真实旅程能够更为方便地带您去往全球具有代表性的旅 
游景点。

无论您是在为商务活动寻找一个场所，为参会代表寻找一些
可供选择的活动，举办一个特殊的VIP活动，或是开展一个团
队激励项目——你只需要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热诚的特别活动团队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从概念
设计，到活动本身的支持。当您预定了真实旅程，您一定会
获得一次值得纪念且独一无二的经历。

为什么要预订真实旅程？

   热诚的特别活动团队
   量身定做的价格和方案
   在活动安排方面的成功经验
   久负盛名、值得信任的家族公司，有着超过60年的经验
   拥有新西兰南岛的专业知识
   在多个景点提供大量的旅游产品
   景点之间的无缝衔接
   热诚、知识丰富且热情饱满的员工
   高品质的设备和经历
   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经营

   坐TSS厄恩斯劳号前往瓦尔特峰，进行团队建设和享受
BBQ午餐，然后搭乘飞机去往米尔福德峡湾，享受一次
风景优美的鸡尾酒航行

   租一条船，去往峡湾国家公园最远的海岸线，与著名演
讲嘉宾一起来一次多天的航行探索

   在米佛德峡湾举办一次会议，晚上来一场水下观象台的
鸡尾酒聚会，然后乘上宽敞的机动船来一次过夜巡游

   向南部深入探险，在自然天堂斯图尔特岛进行一次私人
带向导的步行之旅，在海滩上享受传统的新西兰鱼和薯条

   租下TSS厄恩劳斯号，度过一个特别“谋杀之谜”夜

   早上在米尔福德小道上步行，然后坐直升机进入神奇峡
湾，来一场过夜巡游

   在上校之家餐厅，参加以“淘金热”为主题的庆典晚
餐，感受时光倒流

建议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我们可以为您做的事，敬请联系

我们的特别活动团队

电话 +64 3 442 4847, events@realjourneys.co.nz



南方快速号

> 设计：双体船

> 载客量：62人

> 长度：19.5米

体验斯图尔特岛

福沃克斯快速号 

> 设计：双体船

> 载客量：97人

> 长度：2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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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圣所、丰富的鸟类资源、南岛热情的人民

渡船服务

>  搭乘双体船，在一小时内穿越福沃克斯海峡

>  欣赏海鸟和有趣的地标

>  船上提供免费的咖啡和茶

>  只有英语讲解，配有相关的翻译手册

巴士接驳

> 因弗卡吉尔—布拉夫小镇（全年）

> 蒂阿瑙—布拉夫小镇（10月底-4月中）

> 皇后镇—布拉夫小镇（10月底-4月中）

季节 出发时间

从布拉夫小镇出发

全年 早上9.30* 
11月-4月  早上11点 和 下午5点 
5月-10月  下午4.30  
12月-1月   早上8点 

从斯图尔特岛出发 

全年 早上8点** 和 下午3点*** 
11月-3月 下午6点 
11月-4月 下午3.30点 
4月 下午5点 
12月-1月  早上9.30 

根据海上状况确定出发时间，时间表随时会有变动

* 6月-9月期间，周二、周三和周六运营 
** 6月-9月期间，周一到周六运营 
*** 6月-9月期间，周二、周三、周六和周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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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岛 

斯图尔特岛坐落于偏僻地带，从布拉夫小镇一直延伸至福沃克斯

海峡。这里有个关于斯图尔特岛的秘密，在新西兰的其他地方无

法发现。大量的岛屿聚集在海岸线边，森林密布的山丘延绵至布

满岩石的海岸线，那里有着亮灿灿的金黄色海滩。对海中的生物

和鸟类来说，这里是一个天然的避难所。

美丽动人的黎明和黄昏让这个岛有了一个毛利名字：“拉奇乌 

拉（Rakiura）”—有着明亮天空的土地。

这里的多数岛屿属于拉奇乌拉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人类居住 

的地方仅限于奥本小镇一带。

游客搭气垫船能够方便地到达这里，可以选择一日游，或者多

住几天。 
Stewart Island Experience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Real Journeys



住在斯图尔特岛

在原始丛林中享受宁静舒适的住宿和早餐

>  私密幽静的住宿环境，伴随着半月湾和福沃克斯海峡 
的绝佳美景

>  六间拥有集中供暖的超大床房或标准间，配有成套浴室设备；
每间房都能通到一个大阳台，远眺半月湾

> 包含提供欧陆式早餐

> 私人休息室和就餐地方，临近厨房（可供客人使用）

> 5分钟路程可达村落中心

> 无线网络全程覆盖

季节 入住时间-离开时间 

来自奥本出发  

11月-5月 和 9月-10月 中午12点-早上10点

免费从码头或者斯图尔特岛机场接驳到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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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views from the Lodge

New Zealand's ultimate  eco-tourismdestinationkaka

注: 斯图尔特岛上小屋全年提供小团体（独家）预订。

小团队旅行让游客们很好地了解当地的社区和环境

>  从当地导游那学到斯图尔特岛的历史和岛民的生活习惯

> 在Observation Rock观赏帕特森湾

> 在门户李湾进入参观拉奇乌拉国家公园

> 只提供英语讲解，当地导游

> 19座的舒适大巴

乡村和海湾旅游

季节 入住时间-离开时间  

来自奥本出发   

全年 早上11点-下午12:30 和 下午1点-下午2.30

11月-4月 下午4点-下午5.30

出发前20分钟报道 



加入由向导带领的小组，沉醉于斯图尔特岛的 
景色和声音中

> 专业的向导介绍当地的鸟类和植物

> 了解当地居民是如何保护野生物种的

> 小团体（每个向导带领8人）

> 最小年龄：14岁

> 最少人数：4个成人

季节 出发－返回

从奥本小镇出发 

11月－3月 早上8.00-早上10.00 
 晚上6.00-晚上8.00

出发前20分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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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导的步行之旅

皇后镇漂流

在美得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完成一次难忘的冒险

>  包含从皇后镇的大巴接驳

>  包含桑拿和热水浴（沙特欧瓦和卡瓦劳河，外加提供专业摄影
（额外付费）

>  包含夜营和餐食（兰兹博拉河）

>  直升机接驳可供选择

冒险之旅包括漂流、乘坐喷气船，蹦极跳和直升机飞行， 
可供选择。

伯德里克通道和带向导的步道之旅，可供选择。每周从 
皇后镇出发（11月－4月，4晚／5天全部带向导的 
步行之旅。

有向导的冒险

> 沙特欧瓦河

> 卡瓦劳河

> 兰兹博拉河

> 直升机漂流

季节 出发－返回

沙特欧瓦和卡瓦劳漂流 

全年*   早上8:15-中午12:45 
  下午1:15-下午5:45

皇后镇漂流组合

全年（一天两次）  历时4小时—全天

Landsborough 3 day Wilderness Experience

11月－3月   周五早上8:00-周日早上7点 
 （估 计时间）

注：5月－9月，乘坐直升飞机到达沙特欧瓦

真实旅程拥有皇后镇漂流50%的股份

如需更多信息（包括预定条件和风险）， 

请拨打  0800 漂流 RAFTING (0800 723 846)  

或者上网 www.rafting.co.nz

观赏稀少以及濒临绝种鸟类和植物生态

>  搭乘我们的双体船，悠闲地漫游在帕特森湾上，欣赏无与伦比
的美丽风景，您将观赏到隐秘的洞穴和天然的海滩

> 导游将为您讲述早期毛利人和欧洲移民者的精彩故事

>  在石莼岛上经历45分钟带向导的行走，这是一个有名的野生动
物天堂，观赏当地的鸟类和植物

> 提供野餐午餐（必须提前预订；额外收费）

> 每个向导最多带12人

季节 出发－返回 

从奥本小镇出发   

11月－4月 中午12.45-下午3.15/3.30

其他出发时间在当地公告  
出发前20分钟报道  

Some of New Zealand's finest coastline 

帕特森湾巡游  
（包括参观石莼岛）



阿卡罗阿黑猫巡游

阿卡罗阿码头自然巡游

从美丽的法式古镇阿卡罗阿出发（离基督城仅90分钟），
搭乘我们的双体船黑猫号。从风景壮丽的阿卡罗阿码头起
航，听船长的解说，观赏新西兰的赫氏海豚、海狗、企鹅
和其他海鸟。参观大教堂洞穴里的火山形成，了解地区的
毛利人和过去的殖民历史，参加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航行
（时长2小时）每日从阿卡罗阿的主码头出发，全年无休。

与海豚一起游泳

阿卡罗阿码头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近距离接触赫氏海豚的地
方。与世界上最稀有、体型最小的海豚一起游泳，这一定
是一场难忘的经历。我们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潜水
衣、潜泳面罩、水下呼吸管、热水淋浴和一杯热巧克力。
你也可以选择登上黑猫巡游的游船，近距离地观赏海豚和
其他野生海洋动物。活动时间从9月－5月（时长3小时， 
从阿卡罗阿的主码头出发。

想要了解更多预定条件，敬请拨打免费电话 0800 436 574  

或者上网www.blackcat.co.nz

真实旅程拥有黑猫航行50%的股份

World’s smallest and  
 rarest dolphin species

QUEENSTOWN

CHRISTCHURCH

AKARO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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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在行动

Latest coaches  
meet Euro V  
emission standards

Predator trapping

Assisting with the transfer
    of spotted kiwi

环保是真实旅程的宝贵传统，也是奠定其现代经营的 
基石。我们为在新西兰这片美丽的大自然经营旅游活动
深感荣幸，因此我们有责任保护这片自然遗产和生态 
环境。

为履行我们对环保的承诺和理念，我们与环保部和当地社区密
切合作。我们为一系列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资金和实质支持，这
些项目包括维护生物栖息地，拯救濒危生物和垃圾清扫等。它
们包括。

>  神奇峡湾旅游产品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捐给了莱斯利·哈钦斯环
保基金，所获款项超过5万新西兰元。资金被用来支持各种环保
项目，例如海豚搜索、濒危鸟类的保护、追踪和说明标记，室
外教育营以及野生松树的清除

>  为新西兰环保部开展的蓝鸭保护项目捐献约1万新西兰元

>  投入船只和人员在峡湾地区进行海岸线清扫

>  定期检查和维护峡湾地区的捕鼠器，密切监控鸟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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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场倾盆暴雨，也能平添这奇景胜地的氛围。如同

虚无飘渺的水气从天而降，规律地升起，只为揭开瀑布那雷

轰电鸣般的绝佳美景” Rough旅游指南－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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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 Island基本时间：旅途时间和路程是在一般路况下司机以
每小时80/100公里预估。以上预估时间包含停站短
暂休息和路况等。

你的时间会有不同。请预留额外时间拍照及走路。

Milford

Queenstown

Routes are indicative only

Dusky Sound

Chalky Inlet

Preservation In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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