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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保印墨及纸张印刷于新西兰

新西兰峡湾国家公园

神奇峡湾

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我们：

神奇峡湾是一片原始野生景观区，
它性情多变，一会儿是蓝天白云、
骄阳普照，一会儿又迷雾笼罩。

发掘新西
兰最大国
家公园的
心脏所在

皇后镇：88 Beach Street, Steamer Wharf 
蒂阿瑙：85 Lakefront Drive 
马纳普里：64 Waiau Street

 
任何咨询或预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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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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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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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峡湾风景旖旎，蜿蜒
曲折，比米尔福德峡湾长
三倍，地表面积大十倍。

神奇峡湾有崎岖的山峰、青翠的雨林和

曲折隐蔽的水湾，一定会让您心旷神怡。

没有直接的道路可以到达这里，所以

您来神奇峡湾的唯一方法是乘坐游轮

穿越马纳普里湖，然后乘坐大巴跨越

威尔莫特关口。对外隔绝使这个峡湾

别具特色，只有了解的人才会光临	

此地。

如果您想亲自体验神奇峡湾的原始美

景，请参加我们的游轮野生景观日间

之旅，或者参加游轮过夜之旅，在这

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们从皇后镇或蒂阿瑙有旅游大巴衔

接，方便前往马纳普里，而我们所有

的神奇峡湾活动都从那里开始。

欢迎
欢迎您沉浸在广阔的原始野
生景观区……



神奇峡湾�

游轮野生
景观之旅

为时7小时45分

出发-返回� 季节

从马纳普里出发������� 只有游轮

上午8点-下午3点15分	 11月-4月	
上午9点45分-下午5点15分	 5月-10月	
上午10点半*-下午5点45分	 11月-4月

从蒂阿瑙出发��������大巴 + 游轮 

上午7点-下午4点半	 11月-4月	
上午8点45分-下午6点	 5月-10月	
上午9点半*-下午6点半	 11月-4月

从皇后镇出发������  大巴 + 游轮

晚上6点55分到晚上7点45分	 5月-10月	
早上7点15分到晚上8点15分	 11月-4月

*如果从这些时刻出发，不会安排马纳普里地下电站参观活动

见13页

乘坐游轮进行三个小时的旅程，体验野生
景观，神奇峡湾的美丽会让您心旷神怡。 
到达神奇峡湾的起航处“深湾”后，您会立即登上我们宽敞

的特制双体船 -帕提亚探索号。在游轮航行期间，我们知识

渊博和友善的自然向导将与您分享其对该地区的丰富知识。

该峡湾是瓶鼻海豚和软毛海豹的故乡，这里经常会看到这两

种动物。在合适季节里，您还会一睹珍稀的峡湾皇冠企鹅和

小蓝企鹅。这里的亮点是体验峡湾的寂静之声。

所包括的项目 
	 乘坐游轮穿过马纳普里湖到达湖对岸的“西湾”

	乘坐大巴通过威尔莫特关口穿越雨林
	 	乘坐我们的豪华双体船 -帕提亚探索号进行三个小时的神

奇峡湾游轮之旅

	专业自然向导提供极具吸引力的讲解

	 	提供可口的野餐式或亚洲式午餐盒（请预订、在报到时

领取）

	船上提供免费茶和咖啡

	参观马纳普里地下电站 *

新西兰《孤独星球》旅游指南

“广阔的神奇峡湾是一
片壮观的野生景观区，
有崎岖的山峰、茂密
的森林和雨后隆隆奔
腾而下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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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免费
同行



神奇峡湾�

游轮过	
夜之旅

为时2天/1夜

在新西兰最原始和最美丽的野生景
观区度过一夜。

在神奇峡湾多留一些时间，您必会得到回报。该峡湾以其野

生动植物闻名。软毛海豹和瓶鼻海豚在水下暗深之处安家，

在合适季节，企鹅还会沿着崎岖的海岸边筑巢。打破这魔幻

般祥和宁静的只有鸟儿的呢喃或远处奔流的瀑布。

我们过夜的游轮峡湾导航者号是为神奇峡湾游轮之旅而特制

的。该游轮在设计上遵循传统做贸易的敞舱驳船，融合怀旧

年代的特色和所有现代的舒适。

在傍晚临近时，我们在避风港靠岸，让您可以与我们的自然

向导一起乘坐皮艇或小船探索海岸线。

出发�–�返回（第二天）� 季节

从马纳普里出发��������游轮过夜之旅

中午12点-上午11点45分	 4月-5月21日及9月-10月	
中午12点半-上午11点45分	 11月-3月

从蒂阿瑙出发��������大巴 + 游轮过夜之旅

上午11点-中午12点45分	 4月-5月21日及9月-10月	
上午11点半-中午12点45分	 11月-3月

从皇后镇出发��������大巴 + 游轮过夜之旅

上午8点半-下午3点半	 11月-5月21日及9月-10月

所包括的项目
	 船上烹煮三道式的自助晚餐以及熟食和欧陆早餐

	茶、咖啡和可口的零食

	一起乘坐小汽艇或手划皮划艇探索海岸线

	 		我们的大巴司机和自然向导提供精辟的讲解

峡湾导航者号
	 床位可容纳 70人

	私人船舱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四人同住的双层床船舱有共用的
卫生间

	持照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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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峡湾	
旅行路线

真实旅程通过一项神奇峡湾旅客税金每
年向莱斯利·哈钦斯资源保护基金捐赠
$50,000。

乘坐大巴

从皇后镇出发      3 小时到达马纳普里

乘坐我们有玻璃顶的豪华旅游大巴，环绕瓦卡提普湖，穿过

绵延的农地，到达马纳普里镇。沿途我们的大巴司机会为您

提供详尽的讲解。

从蒂阿瑙出发      30 分钟到达马纳普里

一辆稍小的旅游巴士将参加我们神奇峡湾旅游活动的旅客送

到马纳普里。

可从大多数皇后镇和蒂阿瑙的住宿地点接客。偶尔可能用一

辆稍小的无玻璃顶的巴士代替。

从马纳普里出发 
您的神奇峡湾之旅最开始是乘坐游轮通过风景如画的马纳普

里湖，接着穿越新西兰造价最高的道路 -威尔莫特关口，

最后到达神奇峡湾的起航处“深湾”。

蒂阿瑙

马纳普里
威尔莫特关

神奇峡湾

米尔福德

皇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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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神奇峡湾旅游活动从马
纳普里出发。您可以自己开车到那
里，或者如果您想轻松一些，让我
们开车送您前往。

乘船
乘大巴



马纳普里湖

蒂阿瑙湖

North Arm

Crooked Arm

Deep Cove

Wilmot 
Pass

地下电站

Precipice Cove

神奇峡湾

马纳普里

Nee Islets

Secretary 
Island

Hall Arm

Commander Peak

First Arm

Bradshaw 
Sound

Dagg 
Sound

Cathedral  
Peaks

Kepler  
Mountains

游轮野生景观之旅和过夜之旅

旅游大巴穿越威尔莫特关口

* 根据天气状况游轮路线和隔夜停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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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峡湾
旅行路线

塔斯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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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纳普里�

地下电站
为时4小时

出发�–�返回� 季节� �

从马纳普里出发������� 仅限电站

下午1点半–下午4点半	 11月-3月和4月*

从蒂阿瑙出发��������大巴+电站

中午12点半-下午5点15分		 11月-3月和4月*	
*最低人数适用

注 :	马纳普里地下电站可能不是所有时候都能进入，我们保留改变
行程的权力。

兴建与运营
该电站是新西兰最伟大的

工程成就之一，从外面能

看到的部分只有地上的控

制楼、一个开关站和两条

输电线路。输电线路曲折

地穿过湖的源头处，与全

国电网相连接。

马纳普里湖位于海平面以

上 178 米，距离神奇峡湾

10公里，储存足够的水满

足发电所需。

庞大开发工程的一部分是在湖对岸的“西湾”下面兴建电站，

有一条螺旋形地下通行道、一条到达神奇峡湾的 9.8 公里尾

水隧道、以及一条在湖对岸的“西湾”与神奇峡湾之间的运

送工人和设备的道路。随时都有来自 22个国家的大约 1800

人参与工程工作。

水流过入口处，然后流下垂直的阀门。水的力量带动涡轮机。

七台涡轮机驱动七台发电机，发电机带动机器房里的变压器，

将 220,000 伏的电传送到上面的电站开关站。

参观马纳普里地下水电站也可包括在我们的神奇峡湾游轮
野生景观之旅中。

参观位于峡湾国家公园深处的新西兰最
大水电站。
马纳普里地下电站的兴建是为提供电力给位于 191 公里以外

布拉夫地区的克玛尔科炼铝厂。电站 1963 年开工，1972 年

完工。

要想参观电站，首先要乘坐游轮穿过美丽的马纳普里湖到达

湖对岸的“西湾”。然后乘坐大巴穿过 2公里（1.2 英里）

螺旋形隧道，观看巨大的地下机器房，了解电站背后的故事

以及电站如何利用涌流水的能量来发电。

从蒂阿瑙可提供大巴衔接，可从大多数住宿地点接客。也可

提供野餐式午餐（请提前预订）。



12

资源保护
保护，持续，成长

“	今天我比以往更相信，资源保护
是新西兰旅游业的真正基石。”	
莱斯·哈钦斯，真实旅程创始人，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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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旅程与资源保护部在众多项目上紧密合作。我们帮助

保护鸮鹦鹉、山蓝鸭、奇异鸟和各种企鹅品种。我们还与

资源保护部在其它项目上合作，包括在瓦尔特峰的一个重

要土地治理项目、在朦胧峡湾重建一个反映早期定居者的

标志性项目、以及在峡湾国家公园和斯图尔特岛的一些海

岸清理项目。

我们还致力于可持续性运作以及尽量降低碳脚印。从再循

环活动到顶尖科技投资，我们始终努力做到尽善尽美，保

护我们一尘不染的环境。

午餐选项
可提供野餐式、豪华野餐式午餐和亚洲式午餐盒。也可选择
素食。请预订。

应携带的物品
游轮日间之旅  
防滑鞋 / 靴、防水外套、保暖毛衣 / 羊毛外套、防嗮霜、太
阳眼镜、驱虫剂和照相机

游轮过夜之旅  
防滑鞋 /靴、防水外套、更换的衣服、备用裤子（水上活动）、
保暖毛衣/羊毛外套、防晒霜、太阳眼镜、驱虫剂、游泳衣（选
择性）、和照相机、仅带旅行包

一般性信息

儿童�
免费�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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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的折扣
条件限制，请浏览我们网站
了解详情

%
多重�
打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