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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毛利人的传说中，惠灵顿是毛伊的鱼嘴，历来称为“Te

Whanga-Nui-a-Tara”,惠灵顿在19世纪中期有发达的毛利文化。

代表毛利文化的新西兰国花

惠灵顿有新西兰声望最高的博物馆Te Papa,在那里你能发现数不清的毛利文化中的仿造品和展览，

传统的现代的都有。除此之外惠灵顿还有着数量惊人的高档饭馆、咖啡馆、酒吧、商店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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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灵顿概述

惠灵顿是新西兰的首都，同是也是艺术和文化之都。当地有历史建筑、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美食

和现场娱乐节目。是四季都适合旅游的胜地。

惠灵顿的部分魅力在于亲近大自然。城市中心位于美丽的海港和森林覆盖的丘陵之间。野生动物

保护区、岛屿、海边渔村、海滩和地区公园提供了广阔的户外娱乐空间。 

(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长期以来，惠灵顿在与奥克兰竞争新西兰最重要城市过程中，惠灵顿以其丰富的文化艺术而自豪

。而且，近年来。惠灵顿作为新西兰充满活力的电影业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牢固的地位，

并获得了“惠莱坞”的称号。电影《指环王》系列作品及其他作品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惠灵顿的

国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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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惠灵顿不可不做的几件事

   

1、去Te papa感受新西兰民族创造力

Te papa博物馆是去惠灵顿旅游的必游景点，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新西兰博的博物馆”，这里

是了解新西兰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热情互动窗口，被新西兰人随意地换做“咱们的地方”她凌驾在

惠灵顿的海滨码头，已经成为该国的象征—新西兰国家和民族创造力的典型代表。 

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在这里众多的珍藏中，有大量关于毛利文化的藏品，如：毛利人会堂；专为儿童建造的可现场参

与的“探索中心”；重建的欧洲人定居点；等等。除此之外高科技产品的展示和陈列很是让人深

刻：比如一个模拟蹦极跳和地震中摇晃的房屋。

电话：04-381 7000

门票：免费

网址：www.tepapa.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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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55 Cable St

旅人提示：Te papa博物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大，即使你在里面转上一整天，也不可能转完全部展

室。二楼有一个咨询台，游人可以来到这里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展室的位置。

   

2、乘坐红色的缆车—带你来到惠灵顿花园

看惠灵顿很多照片，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小巧的红色缆车，这正是惠灵顿最主要的景观之一。 

惠灵顿植物园(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通常游人在维多利亚峰山底乘坐这种红色缆车登山，伴随着甜蜜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小火车爬上

了峭壁，从兰顿到达Kelburn.最后到到终点。终点的缆车博物馆向人们讲述着这种缆车从1902年至

今的发展历史。

在山峰上的另一边就是面积广阔的惠灵顿植物园，这个占地25公顷的大花园包括受保护的天然灌

木和松树林，还有专门的植物收藏，并能在此鸟瞰漂亮的城市风貌。天文爱好者还可以游览山峰

上另外一个景点卡特天文台。

惠灵顿植物园

电话：04-449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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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免费

网址：www.wellington.co.nz

登山缆车

电话：04-472 2199

收费：成人/儿童 $2.50/1

卡特天文台

电话：04-472 8167

开放时间：10:00-17:00

   

3、在剧院看电影—感受王者归来的感觉

这是一座充满君王气派的大剧院，建于20世纪20年代，2003年时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随着《指

环王》系列电影的首映式在这里举行，这里越来越有名气，并且成为了全世界《指环王》粉丝所

向往的地方。很多电影迷不远万里来到惠灵顿，为的就是在这里能看上一场电影。

现在这里主要放映一些主流电影，游人只需多花几美元，就可以享受豪华皮面座椅。影院一楼是

个叫Blondini’s 的爵士乐酒吧，可以在这里喝杯酒，慢慢回味电影的剧情。

电话：04-384 7656

票价：成人/儿童 $15/9

营业时间：11:00-深夜

网址：www.deluxe.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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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影子的白日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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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惠灵顿景点

   

1、惠灵顿城市和海洋博物馆

博物馆以前是海港货仓，在这里游人可以清楚的看见惠灵顿自毛利人定居以来的社会状况。游人

在这里还会感受到充满想象的互动式体验。这里的亮点包括“太太”号海难的感人纪录片，另外

通过全息摄影演员和其他特效，古代毛利人的传奇故事被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

门票：免费

电话：04-4728904

网址：www.museumofwellington.co.nz

地址：Queens Wh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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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2、国家板球博物馆

如果您喜欢板球运动，这个博物馆是您必去的景点。这里有关于新西兰板球历史和发展状况的丰

富影视资料和展品，介绍了板球是如何到这块殖民地，1894年在新西兰举行的第一场国际比赛等

等。1743年爱丁顿球棒的真品是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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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球运动员(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门票：成人$5儿童$2

电话：04-385 6602

网址：www.nzcricket.co.nz

地址：Old Grandstand, Base Reserve

   

3、惠灵顿城市画廊（City Gallery Wellington）

这个画廊定期会举办不同主题的当代展览，内容有绘画、雕塑、摄影、多媒体，应有尽有、这里

的作品多数是新西兰艺术家的作品，有时也会出现国外艺术家的作品。

门票：捐赠入场（所得捐款用来举行大型展览）

开放时间：10:00-17:00

电话：04-801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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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ity-gallery.org.nz

地址：Civic Sq, Wakefield St. 

City Gallery Wellington(图片由网友 @影子的白日梦 提供)

   

4、New Zealand Film Archive Mediaplex

Mediaplex收藏了从1895年至今超过9万部新西兰电影、电视剧和录像作品，从1895年电影发明以来

的作品，到今年最新的连续剧，应有尽有。从周三至周六，这里的电影院将放映珍藏的经典老电

影。这里充分显示了惠灵顿电影爱好者对影视艺术的热忱。

门票：门票免费，看电影是$8

开放时间：9:00-16:00

电话：04-384 7647

网址：www.filmarchive.org.nz.

地址：Taranaki st和Gluzneet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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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西兰美术学院学院画廊

这是一家紧跟潮流的画廊，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当代美术的一个阵地。当这里不展出美院毕业生的作品的时候，画廊就会对外出租，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作品都会在这里露面。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电话：04-499 8807

网址：www.nzafa.com

地址：1 Queens Wharf

   

6、新西兰国家图书馆

这里拥有全新西兰最丰富的藏书，同是这里还有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内有关于新西兰早期

殖民的丰富资料，包括历史书，地图，报纸和照片。该图书馆经常组织各种文化活动。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9:00-17:00

电话：04-474 3000

网址：www.natlib.govt.nz

地址：Cnr Molesworth&Aitken Sts

图书馆画廊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9:00-17:00

 国家档案馆

档案馆在国家图书馆一个街区之隔，是新西兰传统档案的官方守护神。里面展示了一些意义重大

的国宝，包括新西兰的立国文件《怀唐伊条约》原件。

门票：免费

电话：04-499 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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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9:00-17:00

   

7、旧圣保罗教堂

这座教堂完工于1866年，它的外表维护的很不错，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而内部更精致的让人震

惊，堪称早期英国哥特式木制建筑的典型代表。它以富丽堂皇的彩色玻璃窗闻名，另外这里经常

举办关于惠灵顿早期历史的展览。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电话：04-473 6722

网址：www.oldsaintpauls.co.nz

地址：34 Mulgrave St

   

8、惠灵顿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里又名卡罗里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动物保护区没有肉食动物，位于城市以西2公里的群山之中，区内栖息着30多种当地鸟，新西兰的大蜥蜴和巨大的沙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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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大蜥蜴(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电话：04-920 9200

门票：成人/儿童 $12/5

网址：www.sanctuary.nz

如何到达：可以乘坐3、18、21、22、23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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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惠灵顿周边景点

   

1、哈特谷（Hutt Valley）

哈特河是惠灵顿两大卫星城—上哈特区和下哈特区的西侧边境，这里除了几个森林公园，还有距

离惠灵顿最近的露营地和博物馆。从惠灵顿到此处有便捷的火车和公交车。

佩托尼博物馆

这座码头矗立在到处都是贝壳的下哈特区的码头上。这里的展品和展览讲述了该地的移民和殖民

故事

门票：捐赠入场

电话：04-568 8373

开放时间：正午—16:00

网址：www.petonesettlers.org.nz

New Dowse

这里主要展示新西兰艺术、手工艺品和设计作品。它的旧馆本来就不错，最近翻新的新馆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门票：免费入场

电话：04-570 6500

开放时间：10:00-16:30

网址：www.dowse.org.nz

地址：35 laings rd, lower hutt.

Staglands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养育着一种罕见的蓝鸭子。

门票：成人$14儿童$7

电话：04-526 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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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10:00—17:00

网址：www.staglands.co.nz

   

2、卡皮蒂海岸（Kapiti Coast）

卡皮蒂海岸拥有辽阔的沙滩和一看就想畅游的海水，是惠灵顿的夏季游乐场和郊区延长线。它的

得名，源于附近的卡皮蒂岛。

Kapiti Coast(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位于塔拉鲁阿岭的塔拉鲁阿森林公园，沿着海岸线形成一个生动的背景，并拥有一些休闲散步和

长途徒步的路线。

从惠灵顿出发去卡皮蒂海岸，是一条轻松而热门的一日游路线，但是如果你想过几天清净的日子

，或准备继续北上，那里有高质量的住宿地也可以逗留。

公共汽车

Inter City 

                                               18 / 30

http://www.staglands.co.nz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89&do=album&picid=35707


�������

惠灵顿：指环王之旅
运营从惠灵顿到北帕默斯顿的班车（$34,2.25小时，每天六班）

电话：04-385 0520

火车

Tranz Scenic

连接了惠灵顿和奥克兰，并在帕拉帕拉乌穆停靠

电话:0800 872 467

 

   

3、怀卡奈

在位于帕拉帕拉乌穆向北约5公里的Waikanae，有条岔道可以去Nga Manu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一

个占地15公顷的鸟类保护区，许多地方都可以野餐，烧烤，丛林徒步，有几维鸟、猫头鹰和新西

兰大蚯蚓的夜眠房舍。每天下午2点，游客可以喂食那些贪婪的鳗鱼。

门票：成人$10儿童$4

电话：04-293 4131

开放时间：10:00-17:00

网址：www.ngamanu.co.nz

地址：281 Ngarar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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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惠灵顿的交通

飞机

惠灵顿是新西兰的国际交通枢纽，在国际航班的登机厅有个带触摸屏的信息亭，还有个外币兑换

处、ATM机、租车处、咖啡馆、商店等。如果是在这里转机或者是搭乘早间航班的话，是不能在

机场候机厅里过夜的。

 新西兰航空公司（Air New Zealand）

运营惠灵顿往返新西兰主要城市的直航

电话：0800 737 000 04—474 8590

营业时间：9:00-17:00

网址：www.airnz.co.nz

Qantas

运营惠灵顿往返奥克兰的航班（$69,每天5班）

电话：0800 808 767

网址：www.qantas.co.nz

Soundsair

航班从惠灵顿出发，飞往皮克顿（$79起，每天6—8班），凯库拉（$125起，每天2班）、纳尔逊

（Nelson，$75起，每天1班）和布菜尼姆（Blenheim,$79起，每天1班）。

船

在新西兰很多城市都可以乘船到达惠灵顿港或在莫尔伯勒湾航行。库克海峡以风高浪险而著称，

但渡船一般都很大，足够摆平这些风浪。船上有休息室、咖啡馆、酒吧、信息咨询台、甚至还有

电影院。从惠灵顿穿越海峡到达皮克顿有两种选择。

Bluebridge Ferries

每天早上3点、上午8点、下午1点和晚上9点从惠灵顿发船，从皮克顿那边发船的时间是每天早上2

点、上午8点、下午2点和晚上7点，12月到1月会酌情加班次，携带交通工具需额外交费。

票价：成人$55儿童$25

电话：0800 844 844

网址：www.bluebridge.co.nz

Interislander

票价：成人$72儿童$37

电话：0800 802802

网址：www.interislander.co.nz

旅人提示：预定门票有多种方式，旅馆、电话、网络、旅行社或零售售票处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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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内交通

公共汽车

班次很多而且高效的Stagecoach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30分之间的班车几乎涵盖所有郊区路线。大

多起点站都在兰顿码头的中转站，或者在位于Cambridge Tce附近的汽车总站。分颜色的公交路线

地图和时刻表非常有用，在信息中心和城内各种便利店都可以取阅。

小汽车

惠灵顿有很多单行道，因此交通状况有时非常不好，停车是一个大问题。主要几家租车公司：

Ace rental cars

电话：0800 535 500

营业时间：8:00-17:00

网址：www.acerentalcars.co.nz

地址：126 Hutt Rd

Apex Car Rental

电话：04-385 2163

营业时间：8:00-17:00

网址：www.apexrentals.co.nz

地址：186 Victoria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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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惠灵顿饮食

吃饭在惠灵顿绝对是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到处都是各种菜系的餐馆。美食爱好者可在古巴街找到

不错的餐馆，科特尼区域也有不少外卖快餐店，供应饭菜的咖啡馆，酒吧和饭馆。最好的海鲜饭

馆大多集中在城市的滨海地区，惠灵顿是全新西兰吃东西最贵的地区。 

   

1、正餐馆

 Chow

这个时尚餐吧提供泛亚洲美食，就餐处装修成20世纪70年代风格，有修长的盆栽植物，怀旧的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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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和低垂的橘色灯笼。花费：$9-$18/主菜

电话：04-382 8585

营业时间：正午-深夜

地址：45 Tony St

Sweet Mothers Kitchen

这里供应的饭菜几乎跟小时候妈妈做的味道一摸一样，这里的食材都是从美国南部运过来的。尝

尝这里的“新奥尔良男孩儿，以墨西哥玉米煎饼为主的早餐”,或农场放养的鸡下的蛋。饭店里播

放着“猫王的歌曲”。

电话：04-385 444

营业时间：8:00-深夜

地址：5 Courtenay Pl

Tulsi

这里有惠灵顿最好的黄油鸡，在选择食辣级别时请选择：微辣、中辣、新西兰辣或者印度辣。

电话：04-802 4144

价格：主菜$13—$17

营业时间：11:30—深夜

地址：135 Cuba St.

   

2、小餐馆

Midnight Espresso

位于古巴街的一幢大房子里，稳重端庄，适合读报品咖啡和哲学冥思。在麻袋做的艺术品和金属

雕塑之间，品尝一下素食主义者的膳食。

电话：04-384 7014

价格：套餐$5—$14

地址：178 Cuba St

 L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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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一座非常怪异的老式楼房底楼，供应日式鱼饼，用柠檬和柠檬香草顿的鸡肉，是个颇受欢迎

的小餐馆，这里开起来非常的宽敞明亮。

电话：04-499 6666

价格：午餐$9—$16 晚餐$15—$27

地址：Victoria St和 Wakefield St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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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惠灵顿住宿

 City Life Wellington 

citylife hotel

位于市中心的公寓，服务好的能把客人宠坏，从单间到三个卧室的公寓，各种房型都有。

电话：0800 368 888

价格：双人/单人 200/150

网址：www.citylifewellington.nz-hotels.com

地址：300 Lambton Quay.

Cambridge Hotel

质量最好的酒吧兼旅馆，位于一座优雅的传统建筑中，价格合适，厨房设施很齐全，还有天花板

很高的豪华浴室。

电话：04-385 8829

价格：单/$59

网址：www.cambridgehotel.co.nz

地址：28 Cambridge T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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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惠灵顿购物

兰顿码头

这是作为著名的“黄金英里”，拥有大量的时装店、专卖店等一系列诱人烧钱的地方，一不小心

就能把你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花光。

Kirkcaldie&Stains

这是一家始于1863年的百货公司，定位高端，堪称新西兰对纽约和伦敦等世界时尚中心的呼应，

只要看见那个头戴高帽、身着大衣的光鲜门卫，你就是找到地方了。

古巴街

离兰顿码头之远，这里是卖二手唱片和书籍、怀旧服装和另类家具的地方。

惠灵顿有大量怪异有趣的非主流时装店和设计商店，比较有创意的包括

Frutti

街头休闲服装、聚会服装、以及设计师独家的设计作品

电话：04-384 6965

地址：176 Cuba St

Hunters&Collectors

出售非日常生活服装和二手皮革服装（朋克、轮滑和非主流服装），还有鞋子和各种饰品。

电话：04-384 8948

地址：134 Cuba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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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惠灵顿推荐行程

两日游行程

第一天

上午开车去维多利亚峰或者乘缆车到山顶，参观惠灵顿植物园，观赏惠灵顿市全景。

中午在古巴街的特色小餐馆中享受美食。

下午参观Te Papa的毛利文物和纪念品，然后前往惠灵顿城市和海洋博物馆。

晚上再Matterhorn酒吧喝上一杯，感受惠灵顿夜色之美。

第二天

早上在Café L’Affare 吃顿丰盛的早餐

上午吃过早饭后前往野生动物保护区，看看那里的新西兰大蜥蜴。

下午去“蜂巢”随便逛逛。

晚上去翻修一新的大使馆剧院看场电影。

四日行程

在两日行程后，离开惠灵顿市中心，到马丁伯勒开始葡萄酒厂的参观之旅，然后去帕利瑟角开始

寻找海豹的征程。第二天来到人迹罕至的卡皮蒂海岸野餐，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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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实用信息

紧急求助

惠灵顿警察局

电话：04 381 2000

网址：www.police.govt.nz

地址：Victoria St和Harris St交叉路口

惠灵顿医院

电话：04-385 5999

地址：Riddiford St,Newtown

参考网站

 Felling Great

www.feelinggreat.co.nz

Positively Wellington Tourism（惠灵顿市城市官方旅游网站）

www.wellingtonnz.com

Wotzon（惠灵顿周边旅游）

www.wotzon.com

邮政

邮政总局

营业时间：8:00-17:30

地址：Whitmore St和Waterloo Quay 交叉路口处

邮局

地址：43 Manners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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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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