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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巴黎也许是爱情之都，而奥克兰则是情人云集的城市，从它的毛利语名称Tamaki Makaurau 中可见一斑。事实上，这里的情人们是如此钟情于这片美丽的土地。在奥克兰这座城市，海水总是近在咫尺，无论是险峻而美丽的西岸冲浪海滩，还是闪着金光，岛屿无数的豪拉基湾。奥克兰的码头上密布的135000艘游艇，为这座城市赢得了最为持久的称呼 — 千帆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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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克兰概述

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约有120万人口，占新西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以上。奥克兰拥有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的两个气势磅礴的港口构成一处狭窄的地峡，一座座火山峰点缀其间。 

奥克兰全景(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奥克兰在这种奇特地形上建造起来的奇特的大都市，而这种复杂的地形又在其南北两端分别形成

了威地马塔和马努考两个良港，奥克兰自殖民地时代起，就一直被作为新西兰的中心，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奥克兰同时也是一个多坡道的城市，市区里面坡道很多，对漫步市区的旅游者而言，其众多坡道

所构筑的三维空间，能够得到通过地图难以想像的一种新鲜的印象，同时，又能够得到意外的体

能锻炼。正如它的地形一样，奥克兰也充满着大都市所特有的变化和缤纷色彩。忙碌的行人和汽

车、沿海周边的繁华气息，以及汇集于海边幽静的住宅区、美丽的海滩等，多彩多姿的城市情致

，构成了许多不加矫饰的风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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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奥克兰不可不做的几件事

   

1、奥克兰博物馆—面对毛利珍品肃然起敬

奥克兰博物馆是一座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现代穹顶的雄伟希腊式庙宇。博物馆的首层全面展示了

太平洋和毛利工艺品，绝对是游人必须参观的地方。精华展品包括一艘25米长的战舟，以及一间

来自泰晤士地区保存至今的雕刻会议室，游客可以走进会议室参观。

除此之外博物馆里每日上演三场毛利文化表演，是游人了解毛利文化不错的选择，票价是$20/人

。 

奥克兰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门票：成人/儿童 $5/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坐落于奥克兰中央公园（Domain）内

电话：09-309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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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aucklandmuseum.com

如何到达：从市里步行至此需要大约30分钟，或者可以乘坐Link Bus到附近的奥克兰医院下车。

   

2、山羊岛海洋保护区—与鱼儿共泳

山羊岛海洋保护区在奥克兰市北部地区，政府于1978年创建了这座新西兰首座海洋保护区，在后

来的30年的时间里，这里的海洋俨然成为了一座巨大的水族馆。游人只需踏进其膝高的水中，就

可以看到甲鱼（snapper,一种带蓝色斑点和鱼鳍的大鱼）、蓝色的小丑鱼和斑纹的黑立鱼四处游来

游去。保护区的周围到处都是潜水区，这里海水能见度可至少达到10米。如果你够幸运甚至可以

遇见海豚。保护区内有多家公司经营着不同的旅游项目。 

玻璃底船   (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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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这艘船都会准时准点的带你进行山羊岛环岛游，欣赏海底生物。环游持续45分钟，从

海滩边出发，当海浪太大时，这艘船也许不会出发，请提前致电咨询。

票价：成人$20儿童$12

电话：09-442 6334

网址：www.glassbottomboat.nz

Potiki Adventures

这是一家专门组织皮划艇和浮潜的公司，公司业务包括了租装备以及到奥克兰市中心进行接送。

价格：成人$185;儿童$95

电话：09-845 5932

网址:www.potikiadventures.com

   

3、伊登山—纵览奥克兰全景

伊登山是奥克兰最高的锥形火山丘（196米），也是各国游客来到奥克兰必游的地方。当游人站在

伊登山山顶，俯瞰奥克兰全景，美不胜收。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山上观赏奥克兰灯火辉煌的夜

景时，又是别有一番感觉。 

MT EDEN山空中图(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8 / 35

http://www.glassbottomboat.nz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89&do=album&picid=35899


�������

奥克兰：千帆之都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对对称的火山口，非常引人注意，但游人最好不要走进里面，因为那个地方

在当地人心里是非常神圣的。但您可以随意探索这座山的其他地方，包括一个山寨露台以及贮藏

窖的遗迹都清晰可见。

   

4、使命湾—将浪漫进行到底

(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奥克兰人，奥克兰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他肯定会告诉你是使命湾。使命湾是

奥克兰人气最旺的海滩也是距离奥克兰市中心最近的海滩，她位于Tamaki Drive的中部。这条风景

优美的道路两旁种满了新西兰圣诞树，夏天的时候人们在这里慢跑、骑自行车或滑旱冰。海滩上

有一个标志性的喷泉，历史悠久的传教屋，众多的餐馆和酒吧。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一个全奥克

兰有名的冰激凌店，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里，都会看见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海滩旁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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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奥克兰最有名的百万豪宅区了，新西兰大部分的富豪，明星大多住在这里。

如何到达：在市中心乘坐745—769路汽车可到达

   

5、奥克兰火山场—探密奥克兰最神秘的地方

有的城市会因地处火山的阴影中而备感艰辛。奥克兰伫立在50座火山上，而且这些火山并为燃烧

殆尽，最近一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00年前的郎伊托托火山的爆发。不过不用太担心，像这种情况

在过去2万年里也只发生了19次。

奥克兰的火山是锥形或山丘的，一些内含水体，还有一些已被完全开掘。现在奥克兰人正在积极

的将火山申报为世界遗产。多数火山清晰的显示了古代毛利山寨的景象。

奥克兰著名火山场包括：惠灵顿山、阿尔伯特山、洛斯基山、霍布森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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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奥克兰旅游景点

   

1、一树山（One tree hill）

一树山在新西兰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是这片地峡上的重点山寨，而且是新西兰最大的

要塞。当你驾车或者步行至山顶（182米）可以饱览360度的无敌景致。顶峰是约翰.罗根.堪培尔之

墓，他在1901年创立了奥克兰市，并要求在此建立了一座毛利人的纪念碑。附近是最后一棵“独

树”的树桩。 

(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游人可以用几个小时探秘三个火山口以及周围的康沃尔公园，这里有繁茂的大树，历史文明的村

舍。信息中心里有令人着迷的互动式展览，阐述了以前这里的山寨全貌是怎样的。

门票：免费

如何到达：从市中心Customs St可乘坐328路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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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其实在山顶上已经没有一树山赖以成名的那棵独树了，在1994年一些毛利激进分子袭

击了这棵松树，政府在2000年时把这棵奄奄一息的松树铲除了

   

2、西部温泉

 奥克兰动物园

奥克兰动物园是一座宽敞、自然资源丰富的绝佳现代动物园。动物园里有夜间红外线照明设备，

为游客提供了难得的目睹几维鸟觅食的机会。外国引进的大型动物通常是动物园里最受欢迎的，

孩子们尤其喜欢看老虎和大象这些动物。除此之外新西兰本地的大蚯蚓和品种繁多的本地鸟类也

很值得一看。

门票：成人$18；儿童$9

电话：09-360 3800

网址：www.aucklandzoo.co.nz

西部温泉公园（Westerm Springs park）

这座公园坐落在奥克兰动物园旁边，奥克兰市民周末最喜欢去的休闲地方之一。公园的中央是一

个湖，由熔岩流汇流而成，在1902年之前这里是奥克兰的主要水源。每天有超过400万升的湖水在

沸腾。

来这里玩耍的孩子们和成群结队被面包养的胖胖的鸭子挤来挤去，这里是全家一起野餐的好地方

，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世外桃源，奥克兰的华人还给这里起了个形象的中文名字—鸭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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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交通和技术博物馆

这座占地19公顷的博物馆，延伸超过两个场地，是火车爱好者的天堂。

在一号场地，可以欣赏到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的本田50摩托车以及刻意搭建的先祖村。

在二号场地展示着罕见的军用和商用飞机，一辆古老的有轨电车。

门票：成人$2；儿童$1

旅人提示：每30分钟会有一辆电车穿梭于一号场地和二号场地，电车还途径公园和动物园。

如何到达：在市中心乘坐任何一辆途径Great North Rd

往西行驶的公共汽车15分钟可达到（票价：成人$3.2;儿童$1.8）

 

   

3、奥克兰艺术馆（Auckland Art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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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各个城镇都能看到不同规模的美术馆，奥克兰市立美术馆是最大的一家，建于1888年。

此馆以法国城堡风格建造，其欧洲展品中陈列着众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丰富的新西兰艺术

永久收藏。

(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地址：Wellesley街和Lorne街的交界处

电话：64-09-3791349 

开放时间：10:00~17:00

门票：免费

网址：www.aucklandartgallery.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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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空塔（Sky Tower）

天空塔是南北球最高的建筑同时这里也是奥克兰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它看上去就像一支巨大的

针筒直插入天际。夜晚的天空塔更加美丽，每天晚上璀璨的灯光打照的天空塔，都会呈现出不同

的颜色。据说每天晚上天空塔所呈现的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除此之外天空塔里还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赌场，附带了若干的酒吧，餐馆和一个高级的酒店。

地址：Wellesley街和Lorne街的交界处

电话：64-09-3791349 

开放时间：10:00~17:00

门票：免费

网址：www.aucklandartgallery.govt.nz

   

5、奥克兰水族馆（Kelly Tarlton’s）

这个独特而有趣的水族馆建于一个以前积蓄雨水和污水的水池里，一条透明管道穿过蓄水池中间

，水族馆内有传送带，可以供游人观光之用。

整个水族馆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一个被称为Antarctic Encounter的冬日仙境。在这里，你可以走过斯

科特（1911年南极小屋）的复制品，也可以乘坐带暖气的Snow

Cat雪地车，穿过冰天雪地的环境。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看见巴布亚企鹅的生活情况。

地址：23 Tamaki Dr

电话：0800 805 050 ，09-528 0603

开放时间：9:00~18:00

门票：成人$30；儿童$14

如何到达：745~769路公共汽车从Britomart站开往这里。（成人$2;儿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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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尔伯特公园和奥克兰大学

阿尔伯特公园（Albert Park）

阿尔伯特公园坐落在市中心东侧，拥山而建，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维多利亚式园林，每逢学期开始

后这里挤满了学生，其中一些激进分子会定时损坏格雷长官和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

奥克兰大学钟楼(University Clock Tower)

这个建筑是奥克兰建筑史上的奇葩。这座庄严的“象牙”塔向艺术运动致敬，在装饰中融入了新

西兰的花草和动物以及芝加哥学派建筑风格。钟楼通常都会对外开放，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一定要

进去转转。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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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大学钟楼(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17 / 3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99&do=album&picid=35915


�������

奥克兰：千帆之都
7、德文波特(Devonport)

德文波特在奥克兰北岸北岛的尽头，从市里乘轮渡即到，是令人愉快的一日游旅游目的地。这里

优雅奇特，却没有令人厌恶的娇饰之气，保留着乡村气息。

海军博物馆（Navy  Museum）

这里展示了新西兰海军的历史

地址：Spring St

门票：捐赠入场

电话：09-445 5186

开放时间：10:00-16:30

 德文波特博物馆（Devonport Museum）

博物馆保存了德文波特地区公民社区的历史

地址：31a Vauxhall rd

门票：免费入场

电话：09-445 2661

   

8、维多利亚山

维多利亚山曾是一座毛利山寨，现在新西兰海军在此驻守。山上驻有炮台，而且还布满地道，这

些设施始建于19世界末，当时是为了防御俄罗斯的威胁，在二次大战期间这里得到了扩建。

地址：Mt Victoria, Takarunga

开放时间：6:00—22:00

如何到达：来往德文波特的轮渡每30分钟从奥克兰轮渡码头开出一班。（往返成人$9;儿童$4.40）

旅人提示：这里非常适合自助游游客进行参观，但是游客在参观前请去信息中心获取德文波特古

道的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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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岸海滩（North Shore Beaches）

北岸海滩是一连串适合畅泳的海滩总称，从North Head 延伸至长湾（Long

Bay）.海湾里的岛屿成为了风景如画的背景，并且保护着海滩免受强烈海浪的冲击。

Cheltenham 海滩：从德文波特步行很快就能到达。

Takapuna

海滩：距离海湾大桥最近的海滩，这里是奥克兰的邦迪海滩，而且也是建筑物最为密集的海滩。

St Leonards 海滩：在Takapuna海滩附件就是St

Leonards海滩了，这里是男同性恋者喜欢聚集的地方，在涨潮时候人们必须攀登到岩石上。

   

10、奥克兰植物园

奥克兰植物园占地65公顷，有数个主题公园组成，这里有很多濒危植物以及蜂拥而至的新郎新娘

们。

地址：Hill Rd ，Manurewa

电话：09-267 1457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0—18:00

如何到达：自驾车可取道南方告诉公路，在Manurewa 出口处驶下并按照路牌前进。

          乘坐火车到Manurewa，然后沿着Hill Rd步行，或者乘坐66路公交车（$1.60）

   

11、市民剧院（Civic Theatre）

奥克兰市民剧院开业于1929年，是世界上仅存的七间“氛围剧院”之一，它经历了电影的黄金时

代得以保存至今。观众席的设计呈现着浓郁的摩尔式建筑风格，天花板是南半球天际。剧院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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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到处洋溢着印度风格，大象和猴子图案遍布了你所能想象的任何区域。

现在剧院主要用于举办音乐剧表演，大型表演的首次公演以及电影节等活动。

地址：位于Queen St和Wellesley St 交叉口路口

电话：09-309 2677

网址：www.civictheatre.co.nz 

(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12、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

这里是一座天主教堂，同时也是奥克兰最迷人的建筑之一。这座教堂建于1907年，是一座富丽堂

皇的哥特复兴式建筑，教堂内磨光的木头，比利时的彩绘玻璃，为这座最近装修过的教堂又平添

了几分温暖。教堂的左手边是古老的忏悔室，这里是关于教堂历史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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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43 Wyndham St

电话：09-303 4509

开放时间：7:00—18:00

网址：www.stpatricks.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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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奥克兰周边景点

   

1、豪拉基湾诸岛

豪拉基湾，在奥克兰和科罗曼德尔之间延绵，在这中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岛屿。有些岛离市区仅

几分钟，是绝妙的一日游目的地。怀希基岛沉浸在美酒当中，而朗伊托托火山岛也是不容错过的

，大巴里尔岛则需要你付出更多体力才能一睹风采，但它的确是一个远离现代生活的世外桃源。

如何到达：在奥克兰码头有多艘轮渡到这些岛屿，有一些从德文波特、半月湾、Gulf Harbour港开

出。如果不坐轮渡,还有24小时水上出租车服务。（奥克兰到怀希基岛最低收费$167；朗伊托托$96

）

   

2、PIHA海滩

Piha海滩位于奥克兰西区，它很受奥克兰人的欢迎，但它的危险性又让人难以置信，在这里有猛

烈的浪头和强势的潜流。这里是奥克兰年轻人冲浪的乐园，这片美丽而崎岖的海滩长久以来受到

当地年轻人的欢迎。虽然这里很有名，但这里没有超市、酒吧、银行或加油站，只有一家小型的

综合商店兼餐馆。 

                                               22 / 35



�������

奥克兰：千帆之都

(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如何到达：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但有穿梭船只每天往返。

食宿

Piha Domain Camp

这是一片露营地,是一处相当完善的露营地沙滩，价格非常便宜。

价格：成人/儿童$10/6 木屋：单/双/双床$50/60/85

地址：21 Seaview Rd

电话：09-812 8815

Piha Lodge

这家家庭式的旅馆有设备齐全的单元房、一个露台，可欣赏一流的景色。房主是个很健谈的人，

这里提供DVD播放机、天空有线电视、热水按摩浴，还有受人称道的早餐。

地址：117 Piha Rd

价格：$80-$200

电话：09-812 8595

网址：www.pihalodge.co.nz

   

                                               23 / 3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89&do=album&picid=35919
http://www.pihalodge.co.nz


�������

奥克兰：千帆之都
3、长湾地区公园

长湾是奥克兰东海岸的最北端，是人气旺盛的全家野餐与旅游地点，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

往，沿着海岸线步行往返需要3个小时。

如何到达：从市中心的ALBERT 街发车前往长湾（成人/儿童$6.50/3.80），电话：09-366

6400网址：www.maxx.co.nz.

          自驾车可以在Oteha Valley Rd

出口驶下北方高速公路，一直前往布朗斯湾，然后跟着路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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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奥克兰餐饮

因为城市的规模庞大和族群多样性的缘故，就餐饮质量和可供选择的空间而言，奥克兰毫无疑问

是新西兰最好的。又因为奥克兰有大量的亚洲留学生，为迎合这些学生，这里的亚洲餐馆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

Tanuki’s Cave

驴友点评：这家时髦的清酒吧隐藏在一家更正式的餐馆里面，供应美味的烤肉和其他日本小吃。

地址：319 Queen St，奥克兰市中心

电话：09-379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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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

驴友点评：极其浪漫的就餐氛围，餐厅温暖舒适，灯光有些忧郁，菜单诱惑着你去挑战自己的感

官，服务快速。主菜：$29-35

地址：St Patrick’s Sq, Wyndham St.

电话：09-368 4129

顶好烧腊店

驴友点评：顶好应该是背包客必青睐的烧腊店。这家店的餐点真的是味美，料多，价钱又实在。

如果你的食量大的话，相信你会喜欢上这家店的。对一般女生而言，它的份量多到可以当成两餐

吃。

地址：Shop 1 Commerce Street

Sunshine (阳光酒家)

驴友点评：这一家比市里多数的中餐馆更高级，在周末的午餐时间挤满了来喝茶的食客。套餐:$2

0 .

地址：39 Market Pl

电话：09-302 3322

越南美食家（自助火锅）

地址：38 East Tamaki Road, Papatoetoe

电话：64-09-2787286

营业时间：10:30~22:00（17：00以后供应火锅），周二休息

Euro

驴友点评：这是一家彻头彻尾的漂亮餐厅：拥有富有想象力的现代新西兰菜式、漂亮的服务员以

及迷人的环境。海港景色还不是最大的亮点，他们真正吸引人之处在于端出来的一道道菜。主菜$

32-39

地址：Shed 22, princes’ wharf.

电话：09-309 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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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车会

地址：Manukau Road和Greenlane Road交界的Alexandra Park，1楼入口左边

电话：64-09-6386998

营业时间：11:00~15:00

驴友点评：吃遍奥克兰，还是这里的最好吃，比较卫生，而且有大量停车位。虾饺、烧麦、鸭下

巴、凤爪、蛋塔，太多招牌菜了。但是这里算是饮茶里中高价位的，两个人去吃个40~50元很正常

。

Gina’s Pizza & Pasta Bar（意大利菜）

地址：209 Symonds Street

电话：64-09-3022061

驴友评价；有朋友生日的话一定要带到这边，所有的帅waiter会一起帮你唱生日快乐歌

Nishiki Japanese（日本料理）

地址：100 Wellington Street, Freemans Bay

电话：64-09-3767104

驴友点评：奥克兰公认最好吃的日本料理，一定要先订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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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奥克兰住宿

Skycity hotels（4星）

地址：Victoria 街和Federal街拐角处

电话：64-09-3636000

价格：227新元/标准间

  网址： www.skycityauckland.co.nz

Skycity hotels

 Hilton Auckland（5星）

地址：Princes Wharf, 147 Quay Street, Auckland

电话：64-09-9782000

价格：345新元/标准间

邮箱：auckland@hilton.com

网址：www.hilton.co.nz

背包客的选择

YHA Auckland International

地址：5 Turner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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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4-09-3028200

价格：床位23元起，房间82元起

YHA Auckland City

地址：City Road和Livepool Street的交界处

电话：64-09-3092802

价格：床位21元起，房间66元起

 

 Verandahs

地址：6 Hopetoun St, City Centre, Auckland

电话：64-09-3604180

价格：50元/单人间，32元/双人间，23元/床位

Auckland International Backpackers

地址：2 Churton St, Parnell, Auckland

电话：64-09-3584584

价格：45元/单人间，28元/双人间，20元/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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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奥克兰交通

飞机

奥克兰国际机场

奥克兰国际机场在市中心以南21公里处，有一个国际候机楼和一个国内候机楼，俩个候机楼各有

一处旅游信息中心。每20分钟有辆穿梭巴士往返于两个候机楼。

电话：09-275 0789

网址：www.auckland-airport.co.nz

航空公司：

新西兰航空公司

全国最大的航空公司，航线遍及全国所有有机场的城市和世界主要城市。

电话：09-336 2424

网址: www.airnewzealand.co.nz

Great Barrier Airlines

这家航空公司主要经营从奥克兰去大巴里岛和whitianga的业务。

电话：0800 900 600

网址：www.greatbarrierairlines.co.nz

Pacific Blue

主要航线可去往首都惠灵顿和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这家航空公司的票价普遍低廉，深受年轻人

所喜爱，但飞机上不免费提供食物。

电话：0800 670 000

网址：www.pacificblue.co.nz

长途汽车

InterCity

新西兰最主要的长途汽车公司之一，他们的长途汽车几乎可以触及到新西兰所有较大城镇以及旅

游区，班车的始发站位于Sky City Coach Terminal（天空塔旁边）。

电话：09-623 1503

网址：www.intercity.co.nz

 Go Kiwi

每日运营上门接送的穿梭巴士，目的包括奥克兰、罗托鲁阿、陶朗阿、汉密尔顿、waitomo以及科

洛曼德尔半岛。

电话：0800 446 549

网址：www.go-kiwi.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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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汽车

奥克兰的公共汽车网络遍布城市每个角落，许多线路的终点站设在Britomart站。公共汽车站通常

设有电子显示屏，显示估计的候车时间。

内城的单程费用是成人50c，儿童30c，如果出了内城就要按$1.60/站来收费了。一日通票是$11，三

日通的票价是$25.

 租车

奥克兰有无数的洗车租赁公司，当自主游游客到达奥克兰后可以马上租辆交通工具环游新西兰或

者逛遍奥克兰，租期如果越长的话越可以得到优惠。

在奥克兰的老火车站对面，沿着Beach

Rd路聚集了一溜儿的租车公司，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主要的租车公司有：

A2B：电话：0800 222 929 网址：www.a2b-car-rental.co.nz

Britz NZ:电话：0800 831 900 网址：www.britz.co.nz

Budget：电话：0800 283 438 网址：www.budget.co.nz

Thrifty: 电话：0800 737 070 网址：www.thrifty.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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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奥克兰推荐行程

 奥克兰一日游行程：

上午：上午到达奥克兰市，从机场去市中心的路上游览奥克兰最高火山伊登山，可在此观赏到奥

克兰全景。然后去奥克兰中心公园，参观游览藏有大量毛利珍品的奥克兰博物馆。

午饭：在奥克兰市最高级的中餐厅阳光餐厅就餐，品味广东早茶文化

下午：去距离奥克兰市中心最近的使命湾游玩，路上经过奥克兰水族馆和迈克尔。约瑟夫。萨维

奇纪念馆。

晚上：吃过晚饭可去新西兰天空塔观赏夜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里面24小时赌场玩上一玩。

第二天乘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奥克兰三日深度游：

第一天：

上午：上午到达奥克兰市，从机场去市中心的路上游览奥克兰最高火山伊登山，可在此观赏到奥

克兰全景。然后去奥克兰中西公园，参观游览藏有大量毛利珍品的奥克兰博物馆。

午饭：在奥克兰市最高级的中餐厅阳光餐厅就餐，品味广东早茶文化

下午：去距离奥克兰市中心最近的使命湾游玩，路上经过奥克兰水族馆和迈克尔。约瑟夫。萨维

奇纪念馆。

晚上：可以去奥克兰著名的酒吧街K’road转上一转，感受奥克兰夜生活文化。

第二天：

上午：早上起来乘车前往位于奥克兰西区的Piha海滩，这个海滩以黑色沙滩而著名，同时

这里的海浪湍急是滑板爱好者的乐园。

中午：可在海滩旁边的小餐馆吃点吃的。（建议自带食物）

下午：乘车返回奥克兰市中心，路上会经过西部温泉，那里的奥克兰动物园，交通与技术博物馆

还有那成群结队的鸭子都是值得一看的。

晚上：吃过晚饭可去新西兰天空塔观赏夜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里面24小时赌场玩上一玩。

第三天：

上午：今天的目的地是奥克兰北部地区，乘车来打新西兰第一个海洋自然保护区山羊岛，乘坐这

里的玻璃底船出海，观赏水中的生物，还可以租赁潜水用具，自己直接下海潜水。

中午：拿出自带的食物找块绿地和朋友好好的野餐一顿。

下午：返回奥克兰市中心，路上经过奥克兰另外一个标志性建筑：“海港大桥”。回到市中心后

可逛一下QUEEN ST，买些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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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实用信息

书店：

Unity Books

很棒的独立书店

开放时间：8:30—19:00

电话：09-307 0731

地址：19 High St

Whitcoulls

这是一家连锁书店，里面的游记和小说值得一看。

开放时间：8:00—19:00

电话：09-356 5400

地址：210 Queen St

紧急求助：

救火车、火警、匪警（请拨111）

奥克兰中心警察局

电话：09-302 6400

地址：Vincent St和Cook St交叉路口

旅游信息：

奥克兰国内机场信息中心

电话：09-256 8480

奥克兰国际机场信息中心

电话：09-275 6467

奥克兰信息中心

电话：09-363 7182

新西兰信息中心

电话：09-307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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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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