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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堡 (Marlborough) 拥有
非常适宜葡萄生长的土壤和
气候，是新西兰最大的葡萄
种植区，也是享誉世界的长相
思葡萄酒之乡。此外，马尔堡
还盛产国际大厨所钟爱的顶
尖海鲜食材。从绵延的葡萄
山谷到宁静的避风港湾，马
尔堡风光秀丽，多姿多彩。

马尔堡位于新西兰中心地带，扼守南阿尔卑斯山门
户，拥有航空、公路和轮渡等多种交通方式，与各大
城市和国际机场紧密相连。马尔堡坐落于群山环抱
之中，终年享有充足的阳光和宜人的天气，全年都
适合观光旅游。

除了以上诸多优势之外，马尔堡还拥有丰富多样的
住宿选择和可赚取佣金的活动及景点，一年四季
皆有美景可赏，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喜好和预算档
次。

马尔堡地区旅游局竭诚为您提供本地区各类信息、
最新动态与旅游创意，欢迎您将马尔堡安排到客户
的新西兰旅游路线中。 

祝愿您的客户在马尔堡
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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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旅程

地理
马尔堡位于南岛最北部，享有新西兰的中心位置， 
交通便利，海陆空全通。

飞机
马尔堡机场 (Marlborough Airport) 距离布兰尼姆 
(Blenheim) 市中心7公里。 此外，游客也可以选择
Sounds Air航空往返皮克顿机场 (Picton Airport) 的 
航班。机场距离布兰尼姆10分钟车程，游客可搭乘 
计程车、机场班车或自行租车前往。

公路
从基督城 (Christchurch)、尼尔森 (Nelson)或西海岸 
(West Coast) 驾车前往马尔堡，享受一段风光无限的
公路之旅。请记得提前为相机充满电哦。此外，游客 
也可以坐大巴往返马尔堡。

渡轮
游客可搭乘蓝桥渡轮 (Bluebridge) 或Interislander岛
际渡轮从惠灵顿 (Wellington) 出发，3小时即可到达 
港口小镇皮克顿。

火车
太平洋海岸号 (The Coastal Pacific) 火车从基督城发
车，前往布兰尼姆和皮克顿。运营时间：10月至次年 
4月。

前往马尔堡
马尔堡峡湾 (Marlborough Sounds)  
长达1,500公里的蜿蜒海岸线、宁静的避风港湾、历史遗
迹、海洋保护区以及栖息着奇异鸟等新西兰本土物种的珍
贵岛屿自然保护区……邀您尽情感受马尔堡峡湾之美。宁
静的水域是海豚、鲸鱼、海豹和海鸟的家园，也是巡游及
划皮划艇的好去处。夏洛特女王步道 (Queen Charlotte 
Track) 始于库克船长钟爱的新西兰登陆点——船湾 (Ship 
Cove)，沿着郁郁葱葱的山脊蜿蜒起伏，总长达70公里， 
适合徒步或骑行。 
 

布兰尼姆 (Blenheim) 

布兰尼姆是马尔堡地区的主要中心。它沿风景如画的泰
勒河 (Taylor River)、欧巴瓦河 (Opawa River)和瓦罗河 
(Wairau River) 而立，坐拥威瑟山 (Wither Hills) 的多条徒
步和山地自行车道，并分布着一系列出色的咖啡厅、餐馆和
商店。全球知名的奥玛卡航空文物中心 (Omaka Aviation 
Heritage Centre) 同样位于此地。该中心收藏了不少非常 
罕见的战斗机和纪念文物，藏品均来自两次世界大战。 
 
皮克顿 (Picton) 

皮克顿是一座热闹非凡的港口小镇，遍布咖啡馆、餐馆、画
廊和专卖店，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精彩活动。从海滩到博物
馆、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欢迎来此探索丰富多彩的海洋历
史和生态体验。皮克顿是探索马尔堡峡湾的理想驻点，周围
的步行和自行车道也非常值得一游。 
 
哈维诺 (Havelock) 

享誉世界的绿唇贻贝之都。哈维诺是进出肯尼普鲁峡湾 
(Keneperu Sound)、罗盘峡湾 (Pelorus Sound) 和马郝 
峡湾(Mahau Sound) 的入口。沿着公路开车一小段距离，
就是《霍比特人》中小矮人乘坐木桶漂流的取景地。《史矛 
革之战》(The Desolation of Smaug) 则是在附近的罗盘 
桥 (Pelorus Bridge) 拍摄的。 
 
伦维克 (Renwick)  
伦维克遍布葡萄园，盛产全球知名的马尔堡优质葡萄酒，方
圆5公里内就有20多家葡萄酒庄。游客可以骑自行车、驾车或
乘坐旅行大巴探索马尔堡葡萄酒之乡，亲自领略马尔堡葡萄
酒的独特之处。 
 
阿瓦蒂利(Awatere) 和太平洋海岸( Pacific 
Coast) 

沿着金色山丘、粉红色盐池太阳能发电站和阿瓦蒂利山谷
的葡萄园开车兜风，美妙风光尽收眼底。一侧是白雪覆顶
的山脉，一侧是蔚蓝的太平洋。其中塔普恩努克山 (Mount 
Tapuae-o-Uenuku) 是本地区的最高峰，也是毛利传说中
的圣地。此外，游客还可以经由阿瓦蒂利探访新西兰最大的
高地牧场——摩斯沃斯牧场 (Molesworth Station)。

基督城

马尔堡

飞机：
从奥克兰出发：1小时
20分钟
从基督城出发：50分钟
从惠灵顿出发：20分钟

公路：
从尼尔森到布兰尼姆：1小时 
45分钟
从布兰尼姆到皮克顿：25分钟 
从布兰尼姆到基督城：4小时
30分钟

惠灵顿

渡轮：
从惠灵顿到皮克顿： 
3小时皮克顿

哈维诺

布兰尼姆

奥克兰 

火车：
从基督城到 
皮克顿：5小时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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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体验

在马尔堡峡湾乘坐游船或

体验皮划艇，跟随邮船去探

寻海鲜生长的地方，参观野生

动物自然保护区与水下观测

馆，您甚至还可以与海豚一

同畅游。

徒步或骑山地自行车游览
夏洛特女王步道沿途的原始
森林。当地旅游公司会帮您
将行李运送至当晚入住的酒
店，方便您尽情欣赏马尔堡
峡湾美不胜收的旖旎风光。

在葡萄园餐厅大快朵颐， 

惬意享用一顿悠长午餐，然

后前往各式酒窖，品尝马尔 

堡闻名于世的葡萄酒，而用

于酿酒的葡萄就采摘自您所

在的葡萄园。

漫步在充满活力的海港小

镇皮克顿。在海岸边领略本

地区海洋文化历史，悠然探

访林立的咖啡馆、餐馆、画

廊和步道。

入住四周葡萄藤环抱或马尔

堡峡湾临水而立的居所，享受

一段惬意的悠闲时光。

游览世界闻名的奥玛卡航
空文物中心，参观两次世界
大战遗留的罕见文物和战斗
机，通过维塔工作室 (Weta 
Workshop) 的人体模型复原
场景，了解背后的精彩故事。 

摩斯沃斯高地牧场是新西

兰最大的农场，拥有无限迷

人的风光及历史。

开启一段自驾观光之旅，

沿途探访本地食品生产者，

游览一系列国家级花园，拜

访艺术家或沿着伊兰酒庄 

(Yealands) 的怀特路 

(White Road) 驱车赏景。

在每周举办的马尔堡农贸市

场尽情品尝本地新鲜农产

品：奥拉帝王三文鱼 ( Ora 

King Salmon)、云雾之湾蛤 

(Cloudy Bay Clams)、绿唇

贻贝 (Greenshell™ Mussel)、

本地奶酪、野猪肉和鹿肉等。

乘坐飞机、直升机或是复古

复翼飞机来一场空中观光飞

行，鸟瞰马尔堡广袤无垠的壮

丽风光。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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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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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12月1日到2月28日

平均气温12-30摄氏度， 53-80华氏度

夏季的马尔堡活力四射，乐趣十足。您可
以用一整天的时间在海湾体验帆船、皮划
艇、立式单桨冲浪或划船。步道散步、清
凉河流、绳索秋千、吊床、水上及水中活
动，是属于马尔堡的夏日美妙时光。

亮点

亮点

骑山地自行车游览长达70公里的夏洛特 

女王步道，在沿途众多特色住宿中选择一 

家下榻。

驾车或骑山地自行车穿越广袤的摩斯沃 

斯和彩虹高地牧场。这两个牧场在春末和

夏季开放。

到马尔堡葡萄酒之路 (Marlborough 

Wine Trail) 上的酒庄细细品尝今年份的 

长相思葡萄酒，您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批 

享受到如此口福的幸运儿。

坐游船或包一艘船尽情探索广阔的马尔堡

峡湾水域。

欣赏街道两旁盛开的樱花。 
 

夏洛特女王步道从船湾起，至阿纳基瓦止。

您可以悠然而行，尽情欣赏一路旖旎风光。当

地旅游公司会帮您将行李运送至当晚入住的

酒店。

在夏洛特女王峡湾的避风水域，与海豚一

起游泳。

花上几小时甚至是一天的时间来坐皮划艇

探索峡湾美妙风光，累了便在沿途露营地或

精品酒店休息。

在《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小矮人木桶漂

流取景地——罗盘河惬意戏水。这里的河水

犹如水晶般清莹透彻，流淌在原始森林的环

抱之中。  

随意找一张吊床，带上一本好书，在阴影遮

蔽处放松身心。

春季  9月1日到11月30日

平均气温6-20摄氏度， 42-68华氏度

凉爽怡人的早晨和温暖晴朗的下午，马尔堡
的春天将令您深深为之陶醉。在本地的果树
和藤蔓萌生新芽之际，最新一批长相思葡萄
酒于春季倾情上市。马尔堡正是凭借这款优
质的葡萄酒，在世界葡萄酒产区中占有一席
之地。

万物生长之际，也正是新西兰隆重的花园节
——马尔堡花园节 (Garden Marlborough) 
举办的时机。从太平洋海岸地带到马尔堡峡
湾的中心，大大小小的私家花园静候您的来
访。马尔堡的春天是属于美食家的季节，各
家餐馆和咖啡馆纷纷推出新鲜可口的应季美
食供游客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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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3月1日到5月31日

平均气温6-25摄氏度， 42-75华氏度

如果您觉得马尔堡的夏天已经美极了，那
么气温宜人、色彩明快的秋日会让您更加
惊喜。秋天的马尔堡正是葡萄收获之际，
酒庄地窖弥漫着发酵葡萄酒的香气，到处
都是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

亮点

亮点轻嗅金色葡萄藤蔓的芬芳，尽情品尝帝王

三文鱼、绿唇贻贝、蛤蜊、胡桃、藏红花、 

野生鹿肉和高地羊肉等新鲜农鲜产品。

带上您的相机，记录马尔堡色彩缤纷的 

迷人秋天。

参加本地区的葡萄酒之旅，观看一年一度

的葡萄收获盛景。

趁着好天气，不如探访幽径、悠然漫步或

是骑自行车参观一系列酒庄。

参加定点出发的游船或是包船探索马尔堡

峡湾。

冬季  6月1日至8月31日

平均气温0–16摄氏度，32–60华氏度

冬日降临，蓝天明净如洗，水面波光粼粼。

扬帆或巡游到宁静的马尔堡峡湾享用一顿午
餐，在熊熊炉火旁悠然小酌一杯当地的黑比
诺葡萄酒，或是前往本地滑雪场所在的山上
享受运动乐趣。

参观葡萄园酒窖，与熊熊炉火相伴，啜饮当

地美味的黑比诺葡萄酒。

开车两小时内即可抵达彩虹滑雪场，痛快享

受超棒的单双板滑雪和雪橇体验。

在马尔堡峡湾宁静的水域旁度过一整天的

悠闲垂钓时光。 

探索本地的步道和自行车道。

悠然躺在吊床，手捧一卷好书，将马尔堡峡

湾风光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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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和美食是令马尔堡游客
络绎不绝的主要原因。马尔堡
拥有140多家葡萄酒厂，本地葡
萄酒产量达到新西兰总量的
77%。此外，这里到处都是一
流餐厅、精品食品生产商和令
人赞不绝口的美味海鲜。

里士满山脉 (Richmond Ranges) 和怀劳平原 (Wairau  

Plains) 之间是新西兰规模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专产长相

思葡萄品种。漫长的葡萄成熟季催生了出色的传统酿造

法，其他优质葡萄品种包括霞多丽、雷司令、灰皮诺和黑

比诺。

游客可以尽情游览35家以上的葡萄酒庄，包括国际知名

葡萄酒品牌和世代传承的小型精品酒坊。马尔堡还拥有

众多精品啤酒厂，为马尔堡美食大餐锦上添花。您可以驾

驶私家车、乘坐长途客车或骑自行车来亲自体验这些乐

趣。从当地i-SITE游客信息中心领一份或下载一份葡萄酒

庄路线图，或是参加一个导游团。

马尔堡地区还以盛产樱桃、草莓和杏子等农产品以及优

质香草和蔬菜而闻名。游客可在农户庭院或定期举办的 

周日农贸市场处选购。马尔堡峡湾海量供应扇贝、小龙

虾、绿唇贻贝、牡蛎、帝王三文鱼等众多美味多汁的海鲜。

游客随时可在当地众多咖啡馆和餐馆享受海鲜大餐。

品尝葡萄酒和啤酒，少不了佳肴相伴。马尔堡餐厅和咖

啡馆提供风味各异的美食。马尔堡美食选择丰富多样， 

包括高档餐厅、休闲咖啡馆、当地酒吧各色小食和民族

特色美食，适应游客不同口味偏好。

亮点

藤蔓缠绕的著名葡萄酒庄餐

厅，度假村波光粼粼的水边以

及皮克顿海港小镇，处处都是

享用美食的理想之所。

探访精品啤酒厂和多德森 

啤酒花园 (Dodson's Beer 

Garden)，品尝新西兰顶尖 

精酿啤酒和苹果酒。

在水果成熟的季节，享受采摘

樱桃、苹果和莓果的乐趣。

从农户或在马尔堡农贸市场

购买新鲜大蒜、芦笋等季节性

特产。

参观绿唇贻贝之乡哈维诺，享

受一顿美味的海鲜午餐，包括

带壳烹饪的多汁贻贝以及丰盛

的海鲜大拼盘。

美酒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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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堡位于南岛顶端，一向是
户外爱好者、观光团及大自然
爱好者的圣地。

马尔堡湾由四处风格迥异的峡湾组成——夏洛特女王、

凯内普鲁、罗盘和马郝峡湾，从而构成新西兰长达1500

公里的海岸线。

马尔堡峡湾曲折蜿蜒的水道和避风港湾非常适合划船、

钓鱼和潜水。从夏洛特女王峡湾 (Queen Charlotte 

Sound) 的主要海滨城市皮克顿或罗盘湾的哈维诺出发，

乘游轮或皮划艇游览，欣赏美丽风景。租一艘船自由行 

或在导游陪伴下跟团游都是不错的选择。例如，您可以 

参加全球闻名的邮船巡航。这些邮轮通常为那些风景优

美的偏远地区运送邮件和重要物资。

在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Mikhail Lermontov号沉船残骸

处潜水，感受令人难忘的深海捕鱼体验。当然，您也可以

暂时抛开俗世喧嚣，去峡湾深处那些只能乘船或直升机

进入的众多豪华酒店中放松身心。

马尔堡峡湾水温低、水域深、水质良好，为海鲜养殖与丰

产提供了完美的保障。绿唇贻贝是马尔堡水产养殖业的 

重头戏，新西兰70%以上的出口即来自本地区。新西兰

75%养殖帝王三文鱼（又称“奇努克三文鱼）同样来自马

尔堡峡湾渔场。到访本地的游客可以跟团参观海鲜渔场，

品一品当地美食，佐一杯屡获殊荣的马尔堡长相思葡萄

酒。

标志性的夏洛特女王步道位于马尔堡峡湾内，游客可以

花上一天或是几天时间步行、骑山地车或坐海上皮划艇

尽情游览。这条70公里长的步道从历史悠久的船湾一直

延伸到阿纳基瓦，沿途尽是旖旎多彩的风光，包括郁郁

葱葱的森林、素来闻名的海湾和连绵起伏的山脊。沿途

住宿选择丰富多样，从背包客旅舍到高档精品酒店，应 

有尽有。所有接送和行李运送服务都可由水上出租车 

代劳。

亮点
租船或划皮划艇游览 

马尔堡峡湾的避风海湾。

和海豚一同在天然栖息地 

畅游，了解更多海豚的奇闻 

趣事。

享用马尔堡帝王三文鱼和 

绿唇贻贝，再配一杯最新年 

份的长相思葡萄酒。

在水下观测馆探寻海中奥 

秘，或者在洛克马拉度假屋 

(Lochmara Lodge) 喂一 

喂亲人的黄貂鱼！

选择一家俯瞰马尔堡峡湾 

的精品酒店下榻。

马尔堡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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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堡峡湾是众多新西兰本土
野生动物的家园。在这里，它们
不用担心天敌的威胁，生活得 
无忧无虑。 

其中包括王鸬鹚、大蜥蜴、壁虎、奇异鸟、鞍背鸟、本地鸽 

和黄冠长尾鹦鹉（又称“卡卡瑞奇鸟”）。

四周海域则栖息着海豚、黄貂鱼、海豹、小蓝企鹅乃至季 

节性迁徙而来的虎鲸。

马尔堡峡湾风景壮丽，提供众多野生动物主题的观赏活 

动。知识渊博的船长和向导热情分享奇闻趣事和本地信 

息，招呼您观赏沿途出没的海豚、海狮和海鸟。

此外，您也可以加入自然巡游之旅，参观莫图阿拉岛 

(Motuara Island)。这是夏洛特女王峡湾的四大自然保 

护岛之一，岛上无人居住。游客可以漫步至岛屿最高处， 

观赏企鹅筑巢箱、可爱的知更鸟和扇尾鸟，沿途一瞥鞍背

鸟、吸蜜鸟和卡卡瑞奇鸟。

从皮克顿乘船数分钟即可抵达由社区运营的开普普角峡

湾野生动植物保护区 (Kaipupu Point Sounds Wildlife 

Sanctuary)，同样值得大自然爱好者一游。在这个陆上 

保护区，您可以观赏到扇尾鸽、木鸽、新西兰黑秧鸡、银 

眼鸟、灰莺、吸蜜鸟、铃鸟和翠鸟等众多本地鸟类。

罗盘桥风景保护区 (Pelorus Bridge Scenic Reserve， 

毛利名为“Te Hoiere”) 是马尔堡一种濒危蝙蝠种群的 

栖息地。为数不多的长尾蝙蝠栖息在罗盘桥和营地周围 

的大森林中。罗盘桥还是马尔堡现存几片低地桃柘罗汉 

松林所在地之一。在欧洲人抵达新西兰之前，如今的这一 

片原始森林曾覆盖了本地区大部分低地。

历史悠久的怀劳泻湖 (Wairau Lagoon) 是新西兰已知最 

早的人类居住地，您可以在周围散步、划皮艇或是享受一 

场四驱越野之旅，还可以观赏90多种在这里的鸟类。这片 

浅浅的水域由大大小小的河道、沙洲及岛屿组成，面积约 

为2400公顷。岛屿地势低平，非常适合筑巢鸟类，如天鹅、 

黑背鸥和皇家篦鹭。

亮点

沿着生态步道观赏体验，或在

洛克马拉度假屋水下观测馆探

索水下生物的奥妙。

乘船巡游，参观名列夏洛特女

王峡湾四大自然保护岛之一的

莫图阿拉无人岛。

在怀劳泻湖的宁静水域划皮

划艇，探索曲折水道，观测90 

多种筑巢鸟类。

探索罗盘桥风景保护区，在清

澈水域中畅游或是划皮划艇。

参观长岛海洋保护区 (Long 

Island Marine Reserve)。在

这里浮潜或潜水，欣赏当地海

洋生物最美景象。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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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钓鱼、划船、游览海滩、
探险发现、散步和骑自行车...
马尔堡是家庭游玩的好去处。

无论在水晶般清澈的罗盘河游泳，或是在怀特湾潜水冲

浪，都是如此令人向往。此外，您还可以在码头、船上或

海滩边钓鱼，在马尔堡峡湾观察海豚、海豹和小蓝企鹅，

在海岛保护区濒危野生动物之间闲庭信步，乃至参观航

空中心或是通过空中运动，亲身感受马尔堡航天激情。

布兰尼姆附近的奥马卡航空文物中心是了解飞机鲜活历

史的理想选择。该中心的展览由《霍比特人》和《指环

王》同一幕后创意团队设计。随意搭乘布兰尼姆的河畔

火车 (Riverside Railway)，欣赏着沿途风景如画的泰 

勒河 (Taylor River) 便可轻松到达航空文物中心。

在皮克顿生态世界水族馆 (EcoWorld Picton 

Aquarium) 近距离接触本地大蜥蜴，观赏来自马尔堡 

峡湾的小蓝企鹅和鱼类。或者，您也可以和海豚一起游

泳，深入探索沿途观察到的各种海洋野生动物。返回皮

克顿后，不如来领略滩头的秀美风光。这里坐落着迷你

高尔夫球场、儿童游乐场和码头。

本地区设立了众多自行车车道，因而骑山地自行车也特别

适合阖家出行的游客。沿着拉兰吉普朋步道 (Rarangi  

Pump Track) 起伏的环线骑行，探索康德尔弯道 (Conders  

Bend) 趣味十足的森林步道，或是在威瑟山自行车公园 

(Wither Hills Mountain Bike Park) 车道悠然骑行，都

是不错的选择。

游览怀特湾 (White’s Bay)，尽情享受阳光、沙滩、冲浪

和游泳之乐。此外，您还可以在原始灌木丛中漫步，沿着

罗盘河游泳或华皮划艇。罗盘河是《霍比特人：史矛革之

战》中小矮人坐桶漂流的一处迷人取景地。

 

亮点

参观奥玛卡航空文物中心，了

解两次世界大战中振奋人心的

英雄故事和航空发展史。属于

彼得·杰克逊爵士 (Sir Peter 

Jackson) 的一战罕见文物和

维塔工作室制作的人体模型是

该中心最大的展览特色。

在马尔堡峡湾码头、船上、 

海滩或独木舟上钓鱼，然后 

沿着罗盘河一路往下畅游。

在康德尔弯道、威瑟山或林科

公路 (Link Pathway) 部分路

段骑山地车。

参观皮克顿海洋博物馆， 

在布兰尼姆的波拉德公园 

(Pollard Park) 或布雷肖历 

史公园 (Brayshaw Historic 

Park) 游玩。

家人共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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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通过奥克兰、惠灵顿和
基督城国际机场的直达航班前
往马尔堡机场。此外，马尔堡
机场还设有私人飞机停机坪，
方便高端游客到访。

到访本地的游客可轻松享受独家五星级体验，也可以选

择定制行程，加入刺激的私人探险项目。

马尔堡地区拥有众多国际公认的优质餐饮品牌、世界闻名

的餐厅和奢华酒店。游客可以选择葡萄园掩映或俯瞰马

尔堡峡湾的精品酒店，在琳琅满目的美食餐厅大快朵颐，

享受世外桃源般的度假体验。此外，游客还可以参加私人

精品游，与美食美酒背后的酿酒商和食品生产商进行宝贵

互动。

如果您希望深度探索马尔堡峡湾壮丽风光，不妨租一艘

豪华游船日夜航行，游览大小各异、美丽宁静的海湾。马

尔堡峡湾不仅可以停泊度假村式过夜游艇，还设有方便

游客往返附近葡萄酒庄的直升机停机坪，无愧为放松身

心的理想之地。

在纯净水域捞上一尾活鱼，与世界著名的马尔堡长相思

葡萄酒堪称绝配。您甚至还可以雇一名私人厨师，尽情

享用来自马尔堡峡湾的美味海鲜。毋庸置疑，马尔堡地 

区是奢华与浪漫兼具的度假圣地。

亮点

租一艘豪华游船日夜航行，欣

赏马尔堡峡湾的美丽海湾。

乘坐直升机、包船或私人豪华

汽车，在导游的陪伴下开启马

尔堡风情之旅。乘坐复古复翼

飞机，享受私人飞行体验。 

尊享个性化日间水疗中心体

验，放松身心，重焕活力，尽情

宠爱自己。

下榻深藏于葡萄园或是俯瞰

马尔堡峡湾的奢华精品酒店。 

在马尔堡各式各样的美食餐

厅进餐，品尝最新鲜的当地优

质食材，搭配上好的马尔堡葡

萄酒。

纵情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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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第2天

马尔堡峡湾
前往马尔堡湾风景优美的海滨小镇兼港口——皮克顿。

在荒野向导 (Wilderness Guides) 的陪伴下步行、骑自行

车或划皮划艇游览夏洛特女王步道精华，或者结伴E-Ko

之旅 (E-Ko Tours) 与海豚同游，开启精彩旅程。当然，您

可以选择在上午好好放松一下，在皮克顿悠然享用一顿

午餐，随后参与巨浪游轮 (Beachcomber) 组织的神奇

邮轮之旅 (Magic Mailboat Cruise)，或是海鲜奥德赛巡

游，下午晚些时候再返回皮克顿。

提早到达？参加一场全天葡萄酒之旅，在导游的带领下游

览令人赞不绝口的奥马卡航空文物中心，在多德森啤酒花

园 (Dodson Street Beer Garden) 或莫阿啤酒厂 (Moa 

Brewery) 畅饮啤酒，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第1天

葡萄酒之乡
清晨到达马尔堡酒店，准备在上午晚些时候开启您的 

葡萄酒之旅。与探索马尔堡 (Explore Marlborough)、 

纳克莱坎葡萄酒之旅、马尔堡旅游公司或Sounds 

Connection旅行社一同开启您的马尔堡葡萄酒之旅， 

在导游陪伴下参观4-5个葡萄酒庄，沿途停下来进午餐。

从每天定时出发的旅游团到长途客车、豪华汽车或自行

车私人之旅，丰富多样的游览形式，由您随心选择。马尔

堡火车站 (Marlborough's Railway Station) 的葡萄酒站

点 (Wine Station) 可供游客品尝多达80种葡萄酒，更有

现场娱乐表演和美食拼盘等您来。

如果到访马尔堡恰逢周日，可别忘了游览农贸市场，选购

本地各色农产品。

马尔堡住宿选择——布兰尼姆市中心、葡萄酒庄或是海

滨城市皮克顿。 

行程推荐

时间不够？
欢迎探索我们最著名的 
特色景点、葡萄酒和 

马尔堡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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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马尔堡

第3天

丰富选择
继续我们的美食佳酿主题之旅，参观赛顿 (Seddon) 的伊兰
酒庄 (Yealands Estate)，该地距离布兰尼姆40分钟车程。沿
着“怀特路”自助游览，纵览葡萄园和库克海峡的如画风景。
该路线从酒窖开始，您可以在此领取一份指南地图。探索伊
兰庄园怀特路之旅鲜有游客到访的成排葡萄架，悠然穿行于
酒庄屡获殊荣的葡萄园区之间，探索酒庄种植与酿造奥秘，
与多莉羊、葡萄藤音乐和蝴蝶谷相伴。

如果您希望在美食佳酿之间来点放松内容，不妨去参观当地
花园，拜访艺术家工作室。

参观奥马卡航空文物中心，聆听两次世界大战航空英雄事迹，

亲身感受那一段鲜活历史。 

第2天

隐藏的惊喜
拜访马尔堡精品食品生产商，品尝他们的美味产品。无

论是橄榄油、蜂蜜、榛子、香草、屡获大奖的奶酪，总有

您中意的一款。在葡萄园餐厅享用午餐，随后在威瑟山

丘酒庄 (Wither Hills) 尝试混调美酒或是前往布兰特酒庄

了解顶级长相思背后的酿造之法。当然，您也可以选择

通过马尔堡旅游公司组织的海鲜奥德赛巡游 (Seafood 

Odyssea Cruise) ，尽情探索马尔堡峡湾之美。参观帝

王三文鱼养殖场、喂鱼并了解贻贝养殖知识。最后，享用

一顿三文鱼和贻贝大餐，再配上一杯马尔堡长相思葡萄

酒结束这美好的一天。

在布兰尼姆或海滨城市皮克顿过夜。

第1天

葡萄酒之乡
与马尔堡旅游公司 (Marlborough Tour Company)、

纳克莱坎葡萄酒之旅 (Na Clachan Wine Tours) 或

Sounds Connection旅行社一道，开启您的葡萄酒之

旅，探索葡萄园和酒庄精彩。品鉴本地各色葡萄酒，了解

马尔堡葡萄酒的历史，拜访世代传承的精品酒坊以及云

雾之湾 (Cloudy Bay) 等知名酒庄，然后在布兰特酒庄文

物中心 (Brancott Estate Heritage Centre) 或怀劳河等

葡萄园餐厅享用午餐。在赫尔佐格酒庄 (Herzog Estate) 

或阿尔布尔 (Arbour) 享用晚餐，结束完美一天。

在布兰尼姆或皮克顿的酒店过夜，亦可下榻本地豪 

华精品住宿加早餐民宿或葡萄园别墅。在马尔堡城堡 

(Chateau Marlborough) 的Quench餐厅、马尔堡 

精品酒店 (Marlborough Lodge) 或马尔堡风景酒店  

( Scenic Hotel Marlborough) 的Mondrians餐厅用餐。

纵情美食之旅 
从农家庭院到盘中珍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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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艺术与历史
参观布兰尼姆的奥马卡航空文物中心。 

无与伦比的收藏品和生动逼真的场景， 

为游客完美重现两次世界大战航空英雄 

形象。

用剩下的时间浏览一系列美术工艺画廊 

和当地花园，部分场所提供专门的旅游 

观光项目。马尔堡拥有五座国家级花园。

参观布雷肖公园和葡萄酒历史博物馆。 

从当地i-SITE游客信息中心领取一份美 

术工艺路线地图，进行一场自助游。

户外探险

第2天

在马尔堡峡湾 
划皮划艇
对于那些希望摆脱地点和时间限制，自 

由探索峡湾的游客而言，可以考虑租赁 

皮划艇。

马尔堡峡湾可供游客开展丰富多彩的皮 

划艇之旅。例如，前往分别距离皮克顿7 

公里和8公里的总督湾 (Governors Bay)  

和恩加库塔 (Ngaukuta)，或者从哈维诺 

划船3个小时到皮皮海滩 (Pipi Beach)。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请联系荒野向导。  

荒野向导可帮助您规划行程，根据天气 

条件和您的体力推荐最佳路线，并且确 

保初学者在出发前良好地掌握了皮艇 

安全知识。

探索马尔堡

文化遗产和 
本土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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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共欢

第2天

布兰尼姆
前往布伦尼姆，参观奥马卡航空文物中心。无与伦

比的收藏品和生动逼真的场景，为游客完美重现两

次世界大战航空英雄形象。在当地咖啡馆享用一顿

丰盛的午餐。下午在步道纵横的威瑟山农场公园散

步，俯瞰遍布葡萄园的怀劳平原。

如果您在周日到达，别忘了参观马尔堡农贸市场。一

路品尝摊位美食，聆听当地音乐家动人歌声，也可停

下来在波拉德公园游玩一番或是在葡萄藤村 (Vines 

Village) 享用午餐。

 

如果您希望来点不同的精彩体验，不妨来参加巨浪游

轮的邮船巡航之旅。这些邮轮主要向居住在马尔堡峡

湾僻静湾区的人士运送邮件和日常必备物资。

第1天

马尔堡峡湾
从皮克顿开启您的美好早晨，乘坐水上出租车前往

夏洛特女王峡湾的洛克马拉度假屋。这里的活动多

姿多彩：亲手喂养卡卡瑞奇鸟，寻访野生沙螽，在海

滩安全水域游泳，在避风海岸附近划皮划艇，探寻

新西兰艺术，喂黄貂鱼……您还可以参观水下观测

馆，不必弄湿身体便可探索海下多样生物，观赏在 

自然栖息地嬉戏的本地鱼类和小龙虾。在咖啡厅 

享受美食。

按时从洛克马拉度假屋返回皮克顿，参加E-Ko之 

旅的巡游活动，前往夏洛特王后峡湾的四大自然 

保护岛之一——莫图阿拉岛鸟类保护区，在向导带

领下漫步欣赏大自然。注意观察沿途出没的海豚和

海豹！

入住皮克顿游艇俱乐部酒店 (Picton Yacht Club 

Hotel)，欣赏皮克顿风景如画的滩头，包括水族馆、

博物馆、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游乐场和码头。

全新体验，俯拾皆是。

`        无限精彩， 
          等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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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天

丰富选择
乘船或直升机离开您的酒店，返回葡萄酒产区，与马尔堡 

旅游公司、Sounds Connection或探索马尔堡一起享受 

更丰盛的美食佳酿。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去参观本地全国级花园和艺术家工作 

室，抑或是游览奥马卡航空文物中心，欣赏彼得·杰克逊 

爵士的温纽特电影公司 (Wingnut Films) 和维塔工作室带 

来的展品，感受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航空英雄形象。在这里， 

您还可以尝试一次激动人心的复古复翼飞机或Yak喷气式 

战斗机飞行。

第2天

马尔堡峡湾
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是在马尔堡日间水疗中心来一场按

摩，彻底放松身心。安排一趟皮克顿私人行程，包下Tarquin 

MV游船探索马尔堡海峡。留在船上或是在千洞湾 (Bay of 

Many Coves) 稍作休憩，享用一顿美味的海鲜午餐，例如， 

帝王三文鱼、牡蛎和绿唇贻贝等，还可以佐上一杯您最喜爱 

的马尔堡长相思葡萄酒或产自单一葡萄园的黑比诺。 

如果您希望行程变得更有活力，不妨考虑在荒野向导的陪伴

下，跟随导游沿着夏洛特女王步道步行、骑自行车或划皮划艇，

在沿途度假屋休憩用午饭。

夜宿Tarquin MV游船，在马尔堡峡湾过夜，或是入住千洞 

湾、蓬加湾 (Punga Cover) 或旋律度假村 (The Sounds 

Retreat)，啜饮一杯本地葡萄酒，观看太阳缓缓西沉。

第1天

私人葡萄酒之旅
与马尔堡旅游公司、Sounds Connection、Escape to 

Marlborough、Hop 'n Grape开启一场葡萄酒庄私人之旅， 

或是参加探索马尔堡 (Explore Marlborough) 组织的私 

人自行车之旅，品鉴新西兰享誉全球的马尔堡长相思葡萄酒 

等诸多佳酿。落座屡获殊荣的葡萄酒庄餐厅，悠闲自在地享 

用一顿美味午餐，或者在云雾之湾与特别的朋友共同体验一 

场私人品鉴和美食盛宴。

入住葡萄藤蔓缠绕的马尔堡酿酒者酒店 (Marlborough 

Vintners Hotel)。亦可下榻马尔堡精品酒店，品味国际知 

名大厨乔希·布朗 (Josh Brown) 的手艺。

尊享五星级奢华体验或是来一场

顶尖美食佳酿的浪漫 
之旅，品味世界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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