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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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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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件限制，详情请查看官网。 有条件限制，详情请查看官网。

前往 

米尔福德 
峡湾

新西兰峡湾地区

米尔福德峡湾 
探索自然巡游 

新西兰峡湾地区

风景观光巡游
我们1小时40分钟的风景观光巡游 (Scenic Cruises) 提供 
丰富多样的国际风味午餐选择，方便您一边欣赏船外悬崖和
飞瀑的壮丽景色，一边乐享美食。船上全程播放多种语言的
解说 (指定出发班次)，千万别错过沿途的野生动物。我们时
尚现代的游船特别设计了开阔宽敞的观景船舱和大型甲板，
让您充分领略米尔福德峡湾的奇幻景致。

过夜巡游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度过一个与众 
不同的夜晚，在宏大壮阔的米尔福德峡湾醒来，迎接新的 
一天。船上设有独立卫浴或共用卫浴设施，船上厨师现场 
烹制豪华美食，船上还有持牌酒吧。在导游的陪伴下，观赏
野生动物，乘坐气筏艇、皮划艇或徒步探索海岸。过夜巡游
是一项含晚餐、住宿和早餐的终极米尔福德峡湾体验。

我们将为你提供与游船活动配套的多种 
交通选择，实现无缝换乘，带给你轻松 
无忧的旅程，尽情享受旅途的精彩。
•  豪华定制“子弹头系列”电影院式大巴 
    从皇后镇或蒂阿瑙出发

 • 大巴前排有高级座椅可选，有机会一览最佳美景， 
    费用另付

 • 机翼位于机身上方，安全可靠，让您尽享飞行观光之旅 
    从皇后镇出发 

 • 提供从大多数酒店的免费接送

米尔福德游船 
      无缝连接 
    豪华巴士与飞机 
      让你畅享舒适旅程

儿童 
免费

教冠峰

%
劲省

如需咨询或预订，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0800 65 65 01 
real journeys.co.nz 
contact@real journe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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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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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前往真实旅程游客中心 
时间最长 
   最惬意的 
  米尔福德峡湾巡游

蒂阿瑙

米尔福德 
峡湾

皇后镇

米尔福德

蒂阿瑙高地

荷马隧道
分水岭

镜湖

乘船 

乘飞机 

乘大巴大裂谷

猴溪

本册采用环保油墨和纸质， 
在新西兰印刷。

关注我们
的动态



探索自然巡游
我们的探索自然巡游 (Nature Cruises) 
提供多个灵活的行程可供选择，让您有充足
的时间观赏美景。
乘船探索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保护区， 
近距离瞻仰宏伟的瀑布，观赏沿途的野生动物，聆听随行的 
专业自然向导进行详尽的解说，航行需时2小时15分钟。

•  仅提供英文解说

•  提供免费茶水和咖啡

•  提供多种午餐选择 (请提前订购，费用另付)

•  持牌酒吧 (只收现金)，船上也出售小吃

•  水下观测馆选项 (费用另付，仅适用于自驾游客)

•  所有飞行加巡游套餐可享受免费野餐午餐

时长：2小时 - 2小时15分

从雄伟挺拔的教冠峰，到连接太平洋的
塔斯曼海，我们轻松愉快的巡游旅程将 
带您充分领略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
观”的米尔福德峡湾的壮美风光。

真实旅程景点集团 (Real Journeys) 是一家成立于二十
世纪50年代的家族企业。从最初创业到不断发展壮大的
今天，我们不忘初心，始终秉承爱护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经营理念，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无与伦比的观光体验。

米尔福德峡湾遍布高耸的悬崖和山峰。标志性的教冠峰 
(Mitre Peak) 巍峨雄壮，从海平面直接拔起，高达一千
多米。一座座瀑布飞流而下汇入峡湾，雨林依附在陡峭
的岩石壁上茂盛地生长。峡湾还是各种野生动物的栖身
之地，巡游途中将有机会看到宽吻海豚、新西兰毛皮海
狮、峡湾冠毛企鹅和小蓝企鹅。偶尔甚至还可能会看到
座头鲸。

您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电影院级别“子弹头”玻璃顶天窗
巴士前往米尔福德峡湾，或者从皇后镇直接搭乘观景飞
机，飞抵米尔福德峡湾。

到达峡湾后，我们还有多种精彩活动供你选择，定有一
个适合你。选择真实旅程，置身于这片世界奇境，开启
启迪心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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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湾的长度︰16公里

塔斯曼海

探索自然巡游 
与过夜巡游
风景观光巡游
米尔福德步道

日式冷便当
寿司、蒸虾、豆腐、照烧鸡肉、 
蔬菜、荞麦面条、米饭、裙带菜 
味噌汤

印度风味午餐
春卷、蔬菜炸馅角、生菜洋葱沙拉、
浓汁扁豆、蔬菜咖喱、米饭、印度 
炸圆面包片、芒果酱、原味酸奶、 
冰淇淋和水果什锦

野餐午餐
三明治、曲奇、奶酪和饼干、薯片、
时令水果、坚果、巧克力和水 
(还有素食套餐可选)

午餐选择

峡湾冠毛企鹅

米尔福德峡湾 

真实旅程 
一路同行

出发时间 - 返回时间                 季节 

从米尔福德出发     仅乘船巡游       

上午10:30 - 中午12:45   10月 - 4月** 
上午10:30 - 中午12:30   5月 - 9月** 
上午11:00 - 下午1:15   10月 - 4月* 
中午12:55 - 下午2:55   5月 - 9月** 
下午1:35 - 下午3:50   10月 - 4月 
下午4:15 - 下午6:30   11月 - 3月*

*还会在上午11:00和下午4:15使用MV辛巴达号游船。 
**水下观测馆选项可自费添加。

从蒂阿瑙出发      大巴 + 巡游

上午8:00 - 下午4:30   10月 - 4月 
上午9:50 - 下午4:30   5月 - 9月 
上午10:20 - 下午5:45   10月 - 4月

从皇后镇出发              大巴 + 巡游

上午6:55 - 下午7:45   5月 - 9月 
上午7:15 - 晚上8:00   10月 - 4月

从皇后镇出发              大巴 + 巡游 + 飞行

上午6:55 - 下午4:10   5月 - 9月 
上午7:15 - 下午5:10   10月 - 4月

从皇后镇出发              飞行 + 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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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免费野餐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