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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保印墨及纸张印刷于新西兰

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我们：

请浏览我们网站，以了解更多信息、预订条件和我们的取消政策

皇  后  镇  地  标
体验

遗产景点

皇后镇：88 Beach Street, Steamer Wharf 

任何咨询或想预订旅行，	 	
请联系真实旅程游客中心

免费电话 0800 65 65 01 
contact@realjourneys.co.nz 
www.realjourney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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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镇之旅没有 TSS 厄恩斯劳号 
古典蒸汽船是不完整的。
“湖上伊人”号每日多次穿过瓦卡蒂普湖到达西岸的瓦尔特

峰高地乡村农场。到达瓦尔特峰时，您可以留在船上，随船

回程，也可以下船亲身体验高地乡村的生活方式。可参加农

场之旅、骑马，或乘坐小巴到更远处探险，或参加有导游的

自行车探险，到达马佛拉湖。可在“上校之家餐厅”（Colonel's 
Homestead Restaurant）享用美食烧烤午餐或晚餐。

欢迎



该船以厄恩斯劳山（本地最高峰）命名，全长 168 英尺，宽

24 英尺，重 330 吨。TSS 厄恩斯劳号原先由麦克格雷格尔

公司以 20850 英镑的造价建于但尼丁市，后来拆开，通过

铁路运到湖的南端的金斯顿，重新组装和启动。

自那以后，TSS 厄恩斯劳号一直服务于瓦卡蒂普湖周围的偏

远农村社区，包括原先的沃尔特峰牧场。其工作角色包括：

货船、牲畜船、客船和旅游蒸汽船。

TSS 厄恩斯劳号古典蒸汽船和瓦尔特峰高地乡村农场构成皇

后镇历史倍受喜爱的一部分。

TSS厄恩斯劳蒸汽船由新西兰铁路公司在
1912年启动，是为瓦卡蒂普湖增色的现
存最古老及最雄伟的蒸汽船。

遮风避雨的海湾被前往马拉罗尔（Mararoa）和奥雷蒂

（Oreti）河区捕猎恐鸟和采集绿宝石的毛利人用作扎营地。

欧洲人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本地安家，最初冯·顿泽尔

曼（Von Tunzelman）试图从事农业。牲畜死亡、暴风雪

和缺钱最终使他被迫离开这片土地。

经过频繁转手后，瓦尔特峰牧场在 19 世纪 80 年代由麦肯泽

家族接手。80 年来，该家族在经营该产业过程中，开发出

众多成功的高地农场工作方法，因而受到美誉。

牧场位于山峰上，是新西兰最著名的农场之一，占地 17 万

英亩，拥有 4 万只绵羊，最多时有 50 名全职雇员。原先的

瓦尔特峰牧场的住宅区现在叫做瓦尔特峰高地乡村农场。

多年来，众多的永久性家园建立起来，包括拥有美丽湖畔花

园的“上校之家”，它始建于 1902 年，在一次意外火灾之后，

于 1977 年被精心地重建起来。

今天，TSS 厄恩斯劳号古典蒸汽船和瓦尔特峰高地乡村农场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位于瓦卡蒂普湖西岸的瓦尔特峰高地乡村
农场充满历史底蕴。

历史性的上校之家和麦肯泽家庭

1912年10月18日处女航

 
皇后镇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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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返回       季节

上午10点-上午11点半  
中午12点-下午1点半 

全年*
 

下午2点-下午3点半  
下午4点-下午5点半 

提供晚上6点和8点游船，需达到最低人数

*在2016年5月中旬到7月初，TSS厄恩斯劳号将进行年度维修

90 分钟悠闲的往返游船之旅，穿越瓦卡蒂普湖，展示皇
后镇壮观的高山美景，同时让您慢慢探索一段活生生的历
史。今天，该游船被认为是南半球仍运营的最古老的以煤
为能源的蒸汽船。

无论是小孩，还是大小孩，都可以从机舱的看台浏览到船长
的驾驶室。您可以看着司炉用铁锹将煤抛到熊熊燃烧的炉膛
里，感受巨大的蒸汽机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

在底层有一个迷你博物馆 – 前甲板展览馆，在这里您可以
欣赏所收藏的该船多彩的历史照片。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
以在“信步咖啡厅与酒吧”享用一点饮料或食物。在回程时，
可以随着钢琴家的演奏引吭高歌，保证让您赏心悦目！

“湖上伊人”游船之旅是皇后镇
最具标志性的体验之一。

为时1小时30分

湖上游轮之旅

儿童 
免费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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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犬

骑马旅行

瓦尔特峰

皇后镇

瓦卡蒂普湖



出发-返回       季节

美食烧烤午餐 

上午10点-下午1点半  

中午12点-下午3点半 
全年*

美食烧烤晚餐 

下午6点-晚上10点      10月-5月*  
  6月-9月（最低人数适用）

* TSS厄恩斯劳号将在2016年5月中旬到7月初进行年度维修，这段
时间将会由其它船只代替

湖畔进餐
位于瓦尔特峰高地农场的“上校之家”
为您提供独特的就餐体验。其殖民时期
风格的建筑和广阔的空间使人回忆起一
个已逝去时代的典雅。
 自助形式的美食烧烤午餐或晚餐 

 观看我们的厨师新鲜烹饪或在室外烧烤

  “上校之家餐厅”独一无二的湖畔布局是任何其它	

地方找不到的	

  包含往返90分钟乘坐TSS厄恩斯劳号游船穿越瓦	

卡蒂普湖

为时3小时30分钟

美食烧烤晚餐菜肴样例

沙拉  
嫩菠菜加扁豆、榛子、石榴和希
腊白软奶酪

藜麦加红豆、羽衣甘蓝、辣椒、
种子和药草
新土豆色拉加青葱、马槟榔、欧
芹和鸡蛋

冷海鲜  
自家腌制的斯图亚特岛三文鱼加
茴香、马槟榔和大葱

云雾湾干贝加辣椒、青葱、大豆
和香菜
蒸虾加柠檬、辣椒、大蒜和欧芹

蔬菜  
药草冬南瓜

黄油土豆加大葱
时菜加杏仁和柠檬

室外烧烤	 
香料鸡

慢烤五花肉
卡德罗纳小羊肉
本地的扎莫拉香肠
南地牛肉
烤沙丁鱼
烤蔬菜加松露和麝香草

甜品	  
蕾、意式奶酪、红枣布丁、香草
冰激凌、香蕉太妃派、巧克力慕
斯、各式糕饼

各式新西兰奶酪和开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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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 厄恩斯劳号将在 2016 年 5 月中旬到 7 月初进行年度维修，

这段时间将会由其它船只代替

出发-返回       季节

上午10点-下午1点半 
中午12点-下午3点半 全年* 
下午2点-下午5点半

见17页

为时3小时30分

农场之旅

儿童 
免费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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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体验新西兰农场生
活方式，这是让您几个小时
里身心放松的绝佳地方。

跟我们的乡村主人一起徒步游览瓦尔特峰

的农场。清晨起身，不远处便是羊、鹿和

高地牛。包含“上校之家”早茶或下午茶。

是全家出游的明智之选。

 帮助喂养农场动物 

 观看牧羊犬赶羊

 观看剪羊毛表演 

 在湖畔花园里漫步

  在“上校之家”享用可口的早茶或下午
 TSS 厄恩斯劳号游船往返



独立自行车之旅
骑上自行车，以适合您的节奏探索瓦卡
蒂普湖盆地的宁静之美。	

 包地图和零食 / 饮料券，在 TSS 厄恩斯劳号游船上领取

 穿过乡村宁静的公路，地形大多平缓起伏

适合经验丰富的自行车骑士。 

请联系我们，索取时间表。

请参加我们的小型自行车探险队，
畅游瓦卡蒂普湖西南岸。

经验丰富的导游将等候在瓦尔特峰，将您开车送到马

佛拉湖。您可以沿着宁静的乡村道路骑行，穿过山毛

榉树林和开阔的草丛地带。

一路上可以欣赏福恩河、周围山脉和瓦卡蒂普湖顶端

的厄恩斯劳雪山怡人美景。

在传统牲畜看管员的小屋里吃午餐，或者在骑车途中休

息时间里进行其它活动，这些都是拍照留念的极好机会。

 小团出发（每名导游带 9 个客人）

 提供优质山地自行车和安全头盔

 包野餐式午餐、热饮和下午茶

  有辅助车辆，这意味着骑自行车时间长短由您来决定

 包湖上 TSS 厄恩斯劳号往返游船

为时7小时30分

瓦尔特峰  

有导游的 
自行车之旅

出发-返回         季节

有导游的自行车之旅

上午10点-下午5点半 11月-4月

需要身体比较健康，3-4小时悠闲骑行（15-35公里）， 
如果需要可提供随行面包车。 
适合10岁以上或身高150厘米以上者

瓦尔特峰有导游的自行车之旅由真实旅程和环山自行车旅

游有限公司共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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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穿过美丽的起伏地带，欣赏瓦卡蒂
普湖和周围山脉的壮观景色。	

如想增加一些探险体验，请参见 40 分钟有导游的骑马之旅，

带您穿过美丽的起伏地区，到观景台观看瓦卡蒂普湖和周围

山脉的壮观景色。

 小团出发，每名导游带 6 位客人

 40 分钟骑马

 包含可口的传统上午或下午茶

 包含湖上 TSS 厄恩斯劳号游船往返

参加身心放松和增长见识的一日游，	
享受壮观美景和友善的同行者。

跟导游一起乘坐游船穿过瓦尔特峰，然后乘坐现代小巴通过

沿途有美景的便道来到马佛拉湖。在探索瓦卡蒂普湖西边怡

人美景时，您会了解到这长满金色草丛的高地农业开拓传统。

在美丽如画的马佛拉湖区享用野餐式午餐，然后步行穿过山

毛榉森林，电影《指环王》的许多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回到瓦尔特峰后，您将观看农场表演，享用下午茶，然后乘

坐游船回皇后镇。 

 现代小巴之旅

 小团出发（每名导游带 11 位客人）

  包含野餐式午餐和下午茶

 包含湖上 TSS 厄恩斯劳号往返游船

为时7小时30分钟

适合各种能力的人，甚至初次骑马者，年龄 5 岁或以上，体重最多

100 公斤。包含安全头盔和雨衣。

出发-返回       季节

上午10点-下午1点半  
中午12点-下午3点半  10月-4月  
下午2点-下午5点半

为时3小时30分

瓦尔特峰 
骑马旅行

马佛拉  

高地乡村之旅

出发-返回    季节

上午10点-下午5点半 10月-4月

马佛拉高地乡村之旅由真实旅程和游牧远征公司共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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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学校假期期间，部分行
程儿童可免费同行

条件限制，请浏览我们网站了解详情。

www.realjourneys.co.nz/kidsgofree

2014年，真实旅程购买“上校之家”
周围的那片构成瓦尔特峰农场的土地，
随后开始一项重大资源保护工程。
公司开始将侵入本地的非本土树木和杂草从这片土地上（155

公顷）清除，在此之前这些侵入本地的非本土树木和杂草一

直迅速蔓延，越过瓦尔特峰和周围的奥塔哥中部地区。现在

正在种植一片片本土树木，从海的前滩到“海滩之角”，沿

途开辟出一条供公众步行的小径。

瓦尔特峰 

治理工程

我们从瓦尔特峰去除的东西
道格拉斯野枞木、荆豆、金雀花和其它有害植物。

我们带回来的东西
一个独特的环境、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探险的感觉。一旦松

木都清除后，最秀丽的湖畔土地将重新种植树木，随着一片

片本土树木的生长以及步行和自行车小径的建成，这块土地

将焕然一新。将开发出露营地，而其它地点将恢复放牧功能。

儿童 
免费 
同行

条件限制，请浏览我们网站了解详情

当您同时购买两个或以上不同的活动项
目时，所有价格较低旅游项目可享受全
价基础上 20% 的折扣

多  重 
打  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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