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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无可否认，岛屿湾（The Bay of Islands）很美，是新西兰的顶级旅游胜地之一。首先让你对新西兰

心驰神往的电影镜头，无疑是这种挥之不去的特写：乘坐小艇漂浮在碧波荡漾的海上，周围144个

未开发的岛屿不期然地映入眼帘，时光慵懒悠闲，阳光灿烂。

(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岛屿湾的与众不同在于它引人入胜的历史和完美的旅游基础设施。Paihia有全国条件最好的经济型

住宿地。可在这之后，当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乘船游旅行团吵吵嚷嚷地争相从你的钱包捞钱的候，

经济型就被抛弃了。如果你不想出海游览，来这里就没有了意义，既然如此，那就准备掏钱吧。

岛屿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毛利人称它为Pewhairangi，他们从迁徙至新西兰之处就在此定居，

作为英国在新西兰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在拉塞尔），他是欧洲殖民地的诞生地。《怀唐伊条约》

（Treaty of Waitangi）正式在此起草，并由46位毛利人酋长于1840年首先签署。如今这条约仍然是

维持新西兰种族关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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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岛屿湾不能不做的N件事

   

1、在岛屿湾不出海就等于白来了一趟

探索岛屿湾的最好方式是航海。如果来到岛屿湾地区不出海等于白来了一趟，在岛屿湾旅游集散

地（PAIHIA）有多家旅游公司经营出海业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伪装成船员（无需经验）

，或者下午参观岛屿、日光浴、游泳、玩玩浮浅、乘小艇瞎玩，坐船来到一个无人的小岛抓螃蟹

和钓鱼，这里推荐一些一日游的船只。 

(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Ca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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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50英尺长的双体帆船，提供海豚游和烤肉午餐。

电话：09-402-8040

网址：www.sailingdolphins.co.nz

票价：成人$85；儿童$45

Gungha

一艘漂亮的65英尺海洋快艇，船员非常热情，提供新鲜的三明治。

电话：0800-478-900

网址：www.bayofislandssailing.co.nz

票价：$85

On the Edge

新西兰最快的商业双体帆船，船速能超过每小时30海里，船上还有一个有售酒执照的酒吧。

电话：0800-397-567

网址：www.explorenz.co.nz

票价：成人$115；儿童$79

 Phantom

一条50英寸长的竞赛性单桅纵帆船，以可口的饭菜（最多10人，可自带酒食）著称。

电话：0800-224-421

网址：www.yachtphantom.com

票价：成人$99；儿童$50

R Tucker Thompson

一艘壮观的大船，提供一日游，含烤肉午餐。由一家公益信托机构经营，以教育为核心。它跟His

toric Place Trust和自然资源保护部合作，全年提供特殊航海服务。

电话：0800-882-537

网址：www.tucker.co.nz

票价：成人$120；儿童$60

She’s a Lady

这里你可以尝试跪板划水（kneeboarding）漂流或者划一条可爱的底部透明的小艇。

电话：0800-72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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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bay-of-islands.com

票价：$85

关于学习航海

如果你有兴趣专心学习航海，那么推荐个航海教程给你。

Great Escape Yacht Charters

这里开设航海课，包括两天的课程（$345），可以跟租用三天游艇（$590）相结合。

电话：09-402-7143

网址：www.greates.cape.cn.nz

游艇租金：$160-390/天

旅人提示：

如果您决定了在岛屿湾坐船出海，最好出发去岛屿湾之前就预订座位，因为这里的出海项目实在

太热，常常被订满。

   

2、跟海豚一起在水中撒欢儿

海豚游全年都有，你可以登上一艘船周游各岛，也可以观赏海豚，跟他们一起畅游。游客能成功

看到海豚的几率很高，如果没有看见，经营者通常会免费让您再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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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Mr.Simple 提供)

能否与海豚共游取决于天气和海面状况。如果海豚有幼儿，共游就会受到限制。除了能遇到宽吻

海豚和普通海豚，你也许会看到普通的鲸鱼、逆戟鲸或者企鹅。所有的经营者所收取的费用都有

一部分交给自然资源保护部用于海洋研究。

Dolphin Discoveries

是第一家在岛屿湾开创海豚游的公司，费用包括4小时的游览，如果你想游泳，要另付$30。

电话：09-402-8234

网址：www.dolphinz.co.nz

票价：成人$79；儿童$39

   

3、海底潜水探索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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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Mr.Simple 提供)

岛屿湾提供了一些优质的亚热带潜水活动，在Cape Brett角附近的Deep Water

Cove湾，113米长的新西兰皇家海军护卫舰“坎特伯雷”号（HMNZS Canterbury）就沉没在这里

。它的顶部就在水下10米处，浮浅者都能看得到。当地的经营者也到卡瓦利岛附近海域的“彩虹

勇士”号残骸组织潜水，这里坐小船到Paihia约一小时。

Dive HQ

提供结合“彩虹勇士”号和暗礁的潜水游（$205），或者到“坎特伯雷”号上进行两次潜水，价

格是相同的。

开设各种PADI潜水课程，并可以租用全套设备。

电话：09-402-7551

网址：www.divena.com

   

4、无产阶级的浪漫海上之夜

穷游的途中想给她/他一个永生难忘的浪漫夜晚，好主意就是在海上过夜。过夜巡航游（OVERNI

GHT CRUISES）绝对可以满足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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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最便宜的方式就是乘坐ROCK号

。ROCK号以前是一艘车辆轮渡，现在是一座属实的漂浮旅馆，有四床宿舍、双床双人间和普通

双人间，当然还少不了酒吧。私人间每人另加$20。轮船下午5点出发，含一顿美味的烤肉和海鲜

晚餐，伴有现场音乐；第二天一整天都在参观岛屿、钓鱼、乘坐小艇、作浮潜和游泳。

电话：0800-762-527

网址：www.rocktheboat.co.naz

价格：22小时巡航游$168/人

再推荐一个Ecocruz号

，小贵。航行时间为三日两夜，重点项目就是登上一条72英尺长的远洋游艇Manawanui号，主要

探索海洋环境。费用含住宿、很棒的食物以及钓鱼、玩划艇和浮潜等活动。

电话：0800-432-627

网址：www.ecocruz.cn.nz

价格： $495/人

   

5、感受另类的大师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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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kawa只是新西兰一个普通的小城，就在Paihia南边的SH1国道上，但这里的公共厕所是由生于

奥地利的艺术家兼生态设计师弗里登斯里希�亨德特瓦萨尔（Friedensreich Hunderwasser）设计的

，亨德特瓦萨尔从1973年一直到2000年去世，都生活在卡瓦卡瓦附近的一座没有电的，孤零零的

房子里。

新西兰最受摄影者喜爱的厕所都是典型的亨德特瓦萨尔风格——有许多起伏的线条，装饰着陶瓷

马赛克和色彩鲜艳的瓶子，屋顶种着草和植物。他的其他作品可以在维也纳和大阪这样天各一方

的城市里看到。厕所对面的小餐馆也是他的设计，里面是有关其作品的书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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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塞尔（RUSSELL）

尽管一度无聊到被称为“太平洋的地狱”，但那些到了拉塞尔并亲历此地放纵生活的人难免会有

些遗憾和失望——他们以前竟然错过海滩上的纵酒狂欢达170年之久。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可

爱的历史小城，到处都是小餐馆、礼品店以及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馆。 

(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在被称为“地狱”甚至“拉塞尔”之前，这儿被叫做Kororareka（意为“可爱的企鹅”），一个设

防的Ngaouhi部落村庄。19世纪早期，部落才允许它称为“长白云之乡”的第一个欧洲人定居点。

很快，他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那些粗野之人，如逃犯、捕鲸人还有酗酒的船员。到19世纪30年代

，许多捕鲸船都曾停泊在这个海港。1835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把拉塞尔描写成一个遍地“社会渣滓”的地方。

1840年《怀唐伊条约》（The Treaty of Waitangi）签署后，Okiato（现在的汽车轮渡始发站）成为

总督驻地和临时首都。1841年首都正式迁到奥克兰，放弃了当时名叫“拉塞尔”的Okiato。“拉

塞尔”一名也最终演变成Kororareka——多少也好过Bruce或者Barry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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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用信息

自然资源保护部游客中心

很好的展示了40个独立区域，他们在岛屿湾运营。

电话：09-403-9005

网址：www.doc.govt.nz

营业时间：9：00-17:00

拉塞尔预定和信息中心

电话：09-403-8020

网址：www.russell-information.co.nz

营业时间：4月至9月   8:30—16:30

          10月至3月  8:00—20：00

医疗中心

电话：09-403-7690

 

   

2、关于交通

汽车轮渡

到达拉塞尔最快的乘车方式是搭乘汽车轮渡。如果你从南面过来，可以走风景优美的拉塞尔公路

作为替代。

价格：汽车和司机 $10；摩托车和司机 $5；普通乘客成人 $1，儿童 $0.5。（上船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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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每10分钟就有1班从Opua（距离Paihia5公里处）开往Okiato（距离拉塞尔8公里左右）。

营业时间：6:50—22:00

 定时乘客轮渡

如果你是徒步从Paihia到拉塞尔，那么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是搭乘定时乘客轮渡。

价格：单程 成人/儿童$6/3；

往返成人/儿童$10/5。（上船买票）

班次：每20分钟一班船；晚上1小时一班。

营业时间：通常从7:20—19:30

          10月至5月7:20—22:30

   

3、值得一逛的景点

拉塞尔博物馆（Russell Museum）

规模小但是很现代化。这里有很不错的毛利展区，包括按1:5的比例制成的库克船长的“奋进号”

（Endeavour）巨型模型和一卷10分钟长的关于该城历史的录像带。

电话：09-403-7701

门票：成人 $5；儿童 免费。

开放时间：10:00—16:00

最古老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

拉塞尔声称拥有新西兰的一些最古老的建筑，包括国家最古老的教堂——基督教堂，建于1836年

。查尔斯�达尔文曾为它的建造捐款。它上面有1845年战争中留下的步枪和加农炮弹坑，在迷人

的墓地里，最大的纪念碑是献给Ngapuhi部落铁腕酋长Waka

Nene的，他来自霍基昂阿，曾在北部战争中跟Hone Heke进行过顽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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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Pompallier

这是一座建于1842年的夯土建筑，以容纳罗马天主教传教团的印刷厂，该厂印刷的毛利文书籍多

达40000本，这实在是令人吃惊（听听见多识广的导游的介绍，你就能明白这个数字的真实含义了

）。在19世纪70年代，这所房子被改建成私宅，但现在已经修复成最初的样子。这是天主教传教

团在西太平洋幸存的最后一座建筑。

电话：09-403-9015

门票：成人 $7.50；儿童 免费。

开放时间：10:00—16:00

旗杆山（Maikl）

俯瞰拉塞尔。是Hone Heke四次砍断旗杆的地方。这里的风景值得你爬上山去。在退潮时顺着海

滩走拖船道西边的那条小路，或者在涨潮时沿着Welington St街往上走，都可以上山。

夏季，如果天气允许的话，Kahu’s Hire出租小艇或小舢板，每小时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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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滩（Long Beach）

长滩也叫Oneroa Bay

Beach海滩，是一条平坦的徒步或自行车小道，向左拐（面朝大海方向）可以前往驴湾（Donkey

Bay），这个小海湾是非正式的裸体主义海滩。

   

4、美食

对于一个如此沉迷于小餐馆文化的国家和如此适宜观光的城市来说，拉塞尔的餐饮选择未免过少

，但并不妨碍我们美美地享受拉塞尔地道的生活态度。

Fidel’s Pizza

有几张餐桌。最好抓一张木烤披萨饼，然后到海滨跟海鸥抢着吃。

电话：09-403-8869

价格：中等的披萨$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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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8:00—15：00

Waterfront Café

是一个卖腊肠卷和方蛋糕之类食品的地方，但它的早餐是拉塞尔最棒的。

电话：09-403-7589

价格：主菜$12—18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正午到深夜

Tuk Tuk

泰国织物装饰的桌面，泰式菜肴充斥着菜单。风和日丽的日子。在门外选一张桌子坐下，细细品

味拉塞尔慵懒的生活。

电话：09-403-7111

价格：主菜$15—24

营业时间：10:00—23：00

Kamakura

这是拉塞尔最最华丽的餐馆。明亮而通风，有海滨别墅的感觉。环太平洋烹饪法成功吸收了亚洲

菜肴的特点，并做成色味俱佳的菜肴。

电话：09-402-7771

价格：午餐 $14—21；晚餐$28—35

   

5、住宿

作为陷阱众多的旅游胜地，这里体面的中档旅馆很少。这里有若干经济型小旅馆，但在旺季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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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预定。如果不考虑经济型，那么拉塞尔也有非常好的豪华型旅馆。

经济型

Wainui

很难发现，但很值得去找。这个现代化的林中静居之所只有两间客房，共享令人愉悦的公共空间

，它位于拉塞尔到汽车轮渡的途中，距离拉塞尔5公里左右，从Te Wahapu

Rd公路走，然后向右拐到Waiaruhe Way路。

电话：09-403-8278

网址：www.bay-of-isands.pelent.org

价格：$23/人左右

Pukeko Cottage

这个家常居所更像朋友的住处而非旅馆，它只有两个卧室出租，后花园有一辆大篷车，当然不脏

，但洁净程度也只符合生活朴素者的标准。身为艺术家的主人Barry经常来聊天，在谈话间隙，他

会拿壶丢向后花园烦人的八哥。

电话：09-403-8498

网址：www.pukekocottagebackpackers.co.nz

价格：$25/人左右

 拉塞尔十佳假日公园（Russell Top 10 Holiday Park）

这个树木茂盛的度假露营地有家小店，有良好的设施，美丽的绣球花和整洁的小屋以及漂亮的单

元房。淋浴很干净，但是用水计量。

电话：09-403-7826

网址：www.russelltop10.co.nz

价格：露营地 $40，小屋 $95—110，单元房 $15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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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档

Kororareka Lodge

是一家可靠而干净的旅馆，坐落在城区和海滩之间的山顶上。前面的客房可观赏风景，北面较便

宜的客房只有小窗户和共用的浴室。但有一个漂亮的公共休息室和露台弥补了不足。

电话：09-403-8494

网址：www.kororareka-lodge.co.nz

价格：单元房 $140—175

Commodore’s Lodge

前面的公寓面临滨水大道，令过往的行人羡慕不已，弥补了私密感不足的缺憾。宽敞、漂亮的单

元房是这里的流行式样，游泳池也真的很不错，还免费提供小艇、橡皮筏和自行车。

电话：09-403-7899

网址：www.commodoreslodgemotel.co.nz

价格：单元房 $150—650

Orongo Bay Homestead

这个美丽的木结构宅子（约建于1860年）是新西兰的第一个美国领事馆，当初选址谨慎，坐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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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拉塞尔平民区4公里左右的地方。现有4间豪华的客房，两间在宅子里面，两间在一个小湖的对

面，由谷仓改建而成。旅馆有一位令人愉快的主人，是著名的饮食评论家，因此你可以放心，早

餐定会让你难忘。

电话：09-403-7527

网址： www.thehomestead.cn.nz

价格：单人间 $400；双人间 650

   

6、购物

Entrance Gallery

是个真正的地方画廊，二十多年来，拉塞尔的艺术家们一直在这儿出售他们的作品。

电话：09-403-7716

 Just Imagine

充满绚丽的玻璃制品和绘画，这个画廊也为艺术迷提供每天必不可少的咖啡。

电话：09-409-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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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AIHIA和怀唐伊（PAIHIA&WAITANGI）

作为新西兰（与“长白云之乡”相对）的诞生地，怀唐伊在民族精神中占据着特殊而复杂的地位

。这在国庆节（即怀唐伊日，2月6日）期间庆祝、纪念、抗议和冷漠相混杂的状态中得到很好的

表现。

毛利酋长们和英国王室最初就是在这里签订了长期受到忽视并引发众多争议的《怀唐伊条约》，

它确立了英国主权之类的东西，具体从哪个立场来说，取决于你读的是英文版还是毛利文版本。

如果你有兴趣深入了解新西兰的历史和种族关系，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Paihia通过一座桥与怀唐伊相连，如果它不是岛屿湾的主要入口，那么早就成为一个枯燥的海滨小

镇了。

(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1、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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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湾信息中心(Bay of Islands-SITE)

在这里可以查询信息和上网。（每小时$4）

电话：09-402-7345

网址：www.northlandnz.com

开放时间：4至10月      8：00—17：00

          11月至3月    8：00—20：00

海洋大厦（Maritime Building）

有旅行社组织团队有，可上网（每小时$6），外面有巴士停靠站。

医疗服务中心

电话：09-402-8407

营业时间：周一、周三和周五 8:30—17:00；周二 8:30—00:30

 

   

2、关于交通

本地巴士

Paihia的所有巴士都停靠在码头旁的海洋大厦，并从这里发车。

 自行车租赁

Bay Beach Hire

如果想租自行车，那么就找这家租车公司。

电话：09-402-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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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baybeachhire.co.nz

营业时间：9:00—17:30

前往奥克兰、旺阿雷和Kerikeri

Inter City

电话：09-623-1503

开往奥克兰：$50，4小时

开往旺阿雷：$25，70分钟

开往Kerikeri：$16,25分钟

前往Opononi

Kings

在它的Crossings Hokianga游览运营期间，有一班早上8点的巴士开往Opononi。

电话：0800-222-979

网址：www.kings-tours.co.nz

票价：$45

 Magic Travellers Network

到达Opononi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购买Magic Travellers Network Paihia到奥克兰段的“随意停”（hop-

on,hop-off）车票。可以在沿线任何地方随意上下车，包括Waipoua Forest森林和达加维尔。

电话：09-358-5600

网址：www.magicbus.co.nz

票价：$55，每周四班

前往拉塞尔

Urupukapuka Island Adventure

坐船去吧，这家公司提供从Paihia开往拉塞尔的渡船服务。

电话：0800-74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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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成人/儿童 $8/2

班次：10月至12月每天3班；1月至4月每天5班

   

3、值得一逛的景点

《怀唐伊条约》签署地

参观《怀唐伊条约》签署地是每条旅游线路必不可少的内容。怀唐伊到处都是文化的象征——有

殖民时代风格的条约屋（Treaty House）及精心修剪的花园和草地；周围的树林里栖息着各种原生

鸟类，能看到具有宗教意义的毛利whare棚屋、战船使得waka独木舟和三种旗帜：英国国旗、新西

兰国旗和毛利人的旗帜。你还可以从山边俯瞰这片宁静而美丽的土地。

电话：09-402-7437

网址：www.waitangi.net.nz

门票：$12

开放时间：9:00—18:00

旅人提醒：实行通票，包含门票、一次团队游和观看一次表演。5月至11月间一定要记得打电话询

问清楚。

票价是成人/儿童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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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圣保罗教堂（ST Paul’s Church）

Paihia的圣保罗教堂并不特别古老，建于上世纪初，但它位于新西兰的第一个教堂旧址上，原来是

一座简易的芦苇小屋，建于1823年。圣保罗教堂全由石头建成，是一座魅力十足的建筑。要注意

圣坛彩色玻璃上画的原生翠鸟（kotare）和“得人渔夫”，而蜜雀和斑鸠则塑造了威廉兄弟的形象

，正式他们俩在这里建立了传教站。

 奥普阿森林（Opua Forest）

森林就在Paihia后面，是一座人工林，里面有一小片贝壳杉树林和若干徒步小道，路程从10分钟至

5个小时不等。入口处的公路片有阶梯小路向上通往几个瞭望点。森林里有几棵巨大的贝壳杉。从

school路往上走20分钟左右，就能来到两个不错的瞭望点。从自然资源保护部办公室和信息中心可

购得一本小册子，上面详细介绍了奥普阿森林的所有步行路线。你也可以从奥普阿西边的Oromah

oe公路驾车进入森林。

                                               25 / 4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219&do=album&picid=37069


�������

新西兰岛屿湾攻略
   

4、美食

Swiss Café & Grill

朴素大方，毫不夸张，但真的非常棒。这家滨水餐馆有户内和户外的座位可供选择。烛光增添了

浪漫的味道。

饭菜种类也很丰富，包括蔬菜咖喱、各种精心烹制的鱼和美味可口的瑞士爽心美食，如家制点心

等。

电话：09-402-6701

地址：48 Marsden路

价格：主菜 $19—30

Beach house

这个可爱的地方点缀着波利尼西亚花环，以及一幅太平洋岛屿的梦幻壁画。有可口的鲜果汁、全

日早餐和美味汉堡。从周四到周日，晚上都有现场音乐。

电话：09-402-7479

地址：16 Kings路

价格：主菜 $6—12

营业时间：8:00—深夜

Waikokopu Café 

首先吸引人的是它庄严的环境——旁边是池塘，背后是树林，还能俯瞰《怀唐伊条约》的签署地

。独特的场所配以新西兰的标志性菜肴——曾经广受欢迎的“炸鱼薯条”和热白咖啡，并搭配迷

你巧克力鱼一起出售。

电话：09-42-02-6275

地址：Waitangi Treaty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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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主菜$7—19

营业时间：9:00—17:00

Bay of Islands Swordfish Club

这家俱乐部酒吧有美丽的风冰啤和各种牛皮大话。它热心迎客，让他们喝得心满意足，价格当然

也很公道。

电话：09-402-7773

地址：Maesden路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 16:00—21:00；周五和周六 16:00—22:00

   

5、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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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

Paihia是背包客称心如意的基地，因为这儿有高标准的旅馆，而且选择空间很大。Kings

路是“背包客路”，虽然还有些不错的青年旅社散落在其他地方。下面推荐的旅馆都很出色。

Mousetrap

在这个以航海为主题的旅馆里。有许多供人休息的小区域，各种客房都令人愉悦。提供自行车和

烤肉，正门外还有法式滚球。

电话：09-402-8182

网址：www.mousetrap.co.nz

地址：11 king 路

价格：$22—24/人

Pickled Parrot

这家友好的旅店四周热带植物环绕，维护得很好。它是背包客们坚定的支持者。有很酷的小公寓

。提供免费自行车。气氛很好，但店里那只鹦鹉偶尔会啄人。

电话：09-402-6222

网址：www.pickledparrot.co.nz

地址：Greys lane

价格：露营地每人$16,；房间$60

Base Pipi Patch

这个背包客旅馆是同类之中的佼佼者，有八张床位的宿舍，一个泡沫按摩浴缸和世界上最小的游

泳池。如果小厨房和休息室挤满了人，你可以到对面的酒吧去逛逛。

电话：09-402-7111

网址：www.stayatbase.com

地址：18 Kings路

价格：$26/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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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档

Te Haumi Homestay

这是家真正的家庭旅馆。在这里，你将会与好客的主人早上一起吃早餐，晚上一起品葡萄酒并且

细嚼慢咽。然而，一旦来到楼下舒适的客房，你将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全部私人空间。房间背对一

个自然保护区，可以观赏海湾的风景，晚上还能听见几维鸟的叫声。

电话：09-402-6818

邮箱：joshlefi@xtra.co.nz

地址：41b Te Haumi Dr

价格：单/双 $125/140

Bay of Islands Lodge

这个豪华隐蔽的私人居所，景色壮观。拥有一个别致的小游泳池，池畔是没有边际的，与周围的

景色巧妙的融为一体。还有个残疾人通道的漂亮房间。

电话：09-402-6075

网址：www.bayofislandslodge.co.nz

地址：SH11，Port Opua

价格：双人间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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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凯里凯里（KERIKERI）

Kerikeri的意思是“挖掘挖掘”，暗示这座城市其实是个洞。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周围肥沃的农

场上有许多挖掘的活动，Kerikeri以柑橘而闻名，也生产奇异果、蔬菜和越来越多的葡萄。如果你

在寻找新西兰人不愿意做的低薪高强度工作，就可以从这里开始打工度假。 

(图片由网友 @Mr.Simple 提供)

   

1、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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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保护部游客中心

电话：09-407-0300

地址：34 Landing 路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6:30

Keriker游客信息中心

图书馆可提供详细信息和上网服务（每小时$7.5）。

电话：09-407-0300

地址：34 Landing路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6:30

   

2、关于交通

 机场

Kerileri Airport

位于市区西南8公里处。新西兰航空公司每天大约有4趟航班从奥克兰出发，约40分钟。具体价格

可以到网站去看。

电话：09-407-7174

网址：www.kerikeri-airport.cn.nz

地址：Wiroa路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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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 City

公司的巴士从Cobham路图书馆对面的车站出发，每天开往奥克兰（$52）、Paihia（$16）和芒奥

努伊（$23）。

电话：09-623-1503

网址：www.intercity.co.nz

 

   

3、值得一逛的景点

Stone Stone

位于Kerikeri River河边，是新西兰最古老的石头建筑（1836年）。里面有各种商品，以前的居民都

在这家商店进行实物交换，既包括步枪和毯子，也包括日记和其他传教遗物。过去一条毯子价值

一头猪，而一支步枪可交换八头猪。传教士在武装Ngapuhi部落中所起的作用仍存有争议。

紧邻的传教所是该国最古老的木建筑，里面还保留了一些原来的家具杂物。这个地区包括店铺、

房屋和邻近的山寨，一直在争取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电话：09-407-9236

门票：$5/人；传教所 $7.5/人

开放时间：11月至4月 10:00—17:00

          5月至10月 10: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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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新兴的葡萄酒庄园

虽然北部地区不以葡萄酒闻名，但是Kerikeri River附近的三个葡萄园正在努力地改变这个现状。事

实证明，鲜为人知的红葡萄沙保仙（Chambourcin），以及品乐塔吉（Pinotage）和西拉（Syrah）,

都特别适合这里亚热带的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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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e Ake

有一个时髦的正餐厅和一个滚球场，并提供免费的葡萄园旅行团，还可以品尝葡萄酒。

电话：09-407-8230

网址：www.akeakevineyard.co.nz

地址：165 Waimate North路

发团时间：每天上午11点30分

Aroha Island岛生态中心

位于一个5公顷小岛上，在Kerikeri东北10公里处。经由一条穿过红树林的永久性堤道可到达此处

。这个岛是被盗褐几维鸟和其他原生鸟类的自然保护区，对它们那些没长羽毛的崇拜者们来说，

也是极好的野餐地之一。岛上有一个有趣的游客信息中心，可以租到小艇（$25/2小时）。

电话：09-407-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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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aroha.net.nz

地址：Rangitane Rd

   

4、美食

Kerikeri Bakehouse

在窗口占个位置，要上一份级帮的馅饼和咖啡，大块朵颐。

电话：09-407-7266

地址：Fairway Dr

价格：主菜 $3.40—6

营业时间：6:00—17:00

Fishbone

可爱的小店能煮出美味的咖啡，也提供富有想象力的意大利或新西兰风味食物。Dr

Seuss的崇拜者应该尝尝绿色鸡蛋和火腿。

电话：09-407-6065

地址：88 Kerikeri Rd

价格：套餐 $7—20

Ps：只提供早餐和午餐

Rocksalt

这是城里最受欢迎的夜总会，这个漂亮的酒吧有一座优雅的啤酒花园和一个闪烁的橙色霓虹灯。

电话：09-407-1050

地址：Kerikeri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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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二 11:00—21:00

          周三至周四 11:00—23:00

          周五和周六 11:00—2:00

   

5、住宿

经济型

Kerikeri Farm Hostel

与其说是座农场，不如说是个柑橘园，距离市区仅4公里，是一所安静的乡村别墅，仅能住12人。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无比亲切的地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树枝型灯架。

电话：09-407-6989

邮箱：kkfarmhostel@xtra.co.nz

价格：$38/人左右

Hone Heke Lodge

有一排平房单元房，主要满足当地果园工人的需要。注满一周有折扣。娱乐区还挺不错，有排球

、台球桌、乒乓球和烤肉架。不过，部分生活区有点破旧。

电话：09-407-8170

网址：www.neheke.co.nz

地址：65 Hone Heke Rd

价格：$50/人左右

中高档

Pagoda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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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崇拜亚洲神物的古怪苏格兰人建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旅馆的特征是将塔形屋顶移植到装

护墙板的小屋上。旅馆地产延伸至河边，佛像和7座帐篷星散各处。玉器展览屋本为展示那些现存

放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而建，现在是一套装饰漂亮的小型公寓。

电话：09-407-5471

网址：www.pagoda.co.nz

地址：81 Pa Rd

价格：四人帐篷 $95；房间 $150—20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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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程推荐

该从何处开始呢？首先祈祷好天气吧，因为大雨倾盆或者巨浪滔天都会叫人扫兴至极。当地会有

些行程短暂的主题旅行团，省心省事也不贵，比如Paihia和拉塞尔的信息中心预订的团，非常实用

。有几家主要经营团队游的旅行社会向背包客们提供优惠服务。推荐几个短程主题路线，视个人

情况自主选择。

1、 主题巡航游

要离开岛屿湾，你没法不乘船游览，许多大旅游船都渴望你搭乘，包括帆船、喷射艇和大型汽艇

。有时这些项目也会与海豚游合并。

Fullers经营全日游（成人/儿童 $82/41），包括游览Cape Brett角附近海域的Hole in the

Rock岩洞（条件合适的话还可以从洞中穿过），中途在Urupukapuka Island岛停留一小时。

2、 霍基昂阿和WAIPOUA FOREST森林游

去西海岸这些地点的交通工具很有限，所以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汽车或者时间比较紧，一日游就很

合适。

早上8点从Paihia出发前往森林，呆一小时。然后返回Opononi，选择小龙虾午餐（$65）或者海港

巡航游。接着到达拉维尼和Kohukohu，最后于下午4点返回Paihia。如果有可能，也可以停下来休

息一晚，然后再继续剩下的行程。

 3、 WAKA JOURNEY旅程及徒步奥普阿森林

要亲身体验毛利文化，一早就去找Waka Tai-a-Mai（电话：09-405-9990）吧，它将给你机会划一条

精雕细琢的传统waka（独木舟），长50英尺。行程从怀唐伊桥（Waitangi

bridge）出发，向上前往Haruru Falls瀑布，然后可以参观一个仿建的毛利村庄。在这里，Ngapuhi

部落的东道主们穿着传统服装，施展正宗的Karakia，也就是魔法哦，还有精彩的故事会。

下午就去徒步奥普阿森林好了（详细见奥普阿森林介绍）。

 4、 在Keriker著名的历史步道遛弯儿

就在Stone Stone后面的小山上，有条大约10分钟的著名历史步道，通往Kororipo

Pa村寨，这就是闻名于世的Ngapuhi部落酋长Hongi Hika的堡垒。在“步枪战争“中，Hika曾率领

大队战士从这里出发，让北岛大部分地区陷入了恐慌并屠杀了数千人。这条小道在漂亮的木结构

圣雅各圣公会教堂（St James Anglican Church）附近结束。

河对面是一个风景秀丽的保护区，里面同样有几条值得一逛的著名步道。4公里场得Kerikeri

Walkway步道通向27米高的彩虹瀑布（Rainbow Falls）,途中经过Wharepoke Falls瀑布和Fairy

Pools池。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从Wai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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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路出发的步道前往彩虹瀑布，大约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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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旅游小贴士

 1、 旅行的最佳时机

在新西兰，11月—4月是户外探险的成熟季节。夏季（12月至2月），新西兰人成群结队的去参加

美食节和美酒节、音乐会和体育赛事。如果你喜欢冰雪运动，那么记的6月至8月是滑雪的旺季。

不过要知道，一些温暖季节游人如织的海滨城市，比如岛屿湾附近，冬季可能会处于半休眠状态

。不要忘记新西兰是海洋性气候，天气变化万千，一年中任何季节进行徒步的游客都应该随时准

备应付各种气候条件。

 2、 旅行费用的问题

中国人从国内前往新西兰旅行，这里算是比较昂贵的旅行目的地。应当谨慎地决定把钱花在什么

上面。

新西兰的食品贵得惊人。在一家可爱的小餐厅吃顿热早餐平均都要差不多$16，而高级餐厅的主菜

至少$30。偏远地区的饮食价格更贵。

如果你进行少许观光，一天在外就餐一两次，住便宜的汽车旅馆或背包客旅社，每人每天的预算

至少在$130—150，还不包括包车和参加活动的开支。带孩子旅行显然花费将更多。不过博物馆、

剧院以及旅行社对未成年人往往实行优惠价格，还有许多户外景点是免费的。

穷游的话，如果你露营或者住在旅舍里，自己准备饭菜，控制住自己喝酒的欲望，独立参观各景

点，用巴士通票旅行，你很有可能每天可控制花费$75就能够生存。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或者集体

旅行可以降低费用。

文章里提到的所有花销都是用新西兰元计算的，1新西兰元大概换5元人民币。（汇率是实时变化

的）

3、 岛屿湾的节日和重大活动

Tall Ship Race

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拉塞尔举行。

 国庆节怀唐伊日（Waitangi Day）

2月6日在怀唐伊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

乡村摇滚音乐节（Country Rock Festival）

在5月的第二个周末举行。

 拉塞尔鸟人节（Russell Birdman）

一群狂人带着新奇的飞行装置，从码头跳进刺骨的水中娱乐众人。7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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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和蓝调音乐节（Jazz & Blues Festival）

在8月第二个周末举行。

 Weekend Coastal Classic

这是新西兰最大的快艇比赛，代称从奥克兰到岛屿湾，在10月的劳动节周末举行。

 4、 做一次负责任的旅行

在毛利语中“Toitu te

whenua”是关心土地的意思。在旅行中希望你能遵循以下的原则，保护环境。

尊重新西兰的森林和原生野生动植物，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破坏或带走植物都是非法的。

捡走垃圾。垃圾很不雅观，而且会滋生害虫和疾病。不要填埋或焚烧垃圾，而是要把你带进来的

东西也捡走。

在没有厕所设施的地方，请将排泄物填埋在远离道路、木屋、露营地和水道的浅坑里。

在远离水源的地方洗东西，保持河流与湖泊的情节。将废水排入土壤中，以过滤肥皂和洗涤剂。

如果你怀疑水受到污染，就将水煮沸3分钟，经过过滤或化学处理后再使用。

尽可能使用便携式炉子。篝火不要燃得太大，只使用干枯的树木，离开前一定要用水将火熄灭，

并检查灰中是否有火星。

尽可能顺着道路行走。获得许可后再穿越私人土地，在牲畜周围小心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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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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