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Auckland"
Home to a rich Maori heritage, Auckland has become a harmonious harbor-side mosaic of culture over the years. It is known as the

world's largest Polynesian city, and impresses visitors with its multicultural spirit, and diverse natural att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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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动物园 

"与动物亲密接触"

奥克兰动物园旨在提高新西兰本地和外来动物物种的藏量，提高他们的生活
水平。在这里，感觉就像与草原上的稀有白犀牛一起行走，与在麦当劳雨林
中的猴子一起游泳，甚至是在河马河中游泳一样。动物园中还有野餐设施和
咖啡厅。这里还有很多为公司或私人游客所设的扩展和教育项目。

 +64 9 360 3800  www.aucklandzoo.co.nz/  aucklandzoo@akcity.govt.
nz

 Motions Road, Western
Springs, 奥克兰

 by Bob Linsdell   

奥克兰战争博物馆 

"国家级宝库"

在这家博物馆的楼梯上，你可以看到从纪念碑前院到Domain的景象，还有奥
克兰和怀特玛塔港。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众多新西兰毛利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t
aonga（宝藏）。互动性的发现中心特别适合青少年和儿童。而这里心中的伤
痕展览更展示了新西兰的战争历史。还有二十分钟的毛利文化表演，包括歌
曲、舞蹈、木棍游戏、武器展览和毛利战争表演。这里的礼品店和书店、咖
啡厅也相当出色。

 +64 9 309 0443  www.aucklandMuseum.com  info@aucklandmuseum.com  Domain Drive, The Auckland
Domain,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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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伊托托岛 

"奥克兰最高的火山"

高约260米（850尺），朗伊托托岛是奥克兰最大也是最年轻的火山。这座火
山600年前喷发过，现在已经被重生的灌木覆盖着，当然还有青葱的桃金娘科
常绿树和贫瘠的熔岩。如果天气好的话，可以从山峰上观景，可以看到北面
凯瓦岛和东北的大屏障岛和小屏障岛。游客可以乘坐Fullers渡轮来到这里。
沿着平整的山径走大约45分钟就到了。这里还有一辆拖拉机和一辆拖车，送
游客上山，可以在渡轮交接处预订服务。

 +64 9 979 7070  Rangitoto Island,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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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塔 

"赤道以南最高的建筑物"

天空塔高328米，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顶部的景色壮观。一些有机玻璃块允
许勇敢的立场，直视街道。塔上有小吃店和旋转餐厅。如果你想冒险，你甚
至可以通过电线从天空塔跳下来！

 +64 9 363 6000  www.skycityauckland.co.
nz/Attractions/Skytower.
html

 skytower@skycity.co.nz  Corner Victoria and
Federal Streets,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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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y Tarlton南极水下通道 

"鲨鱼和黄貂鱼就在头上"

这条水下通道是观察各种海洋生物的好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巨型的鲨
鱼、疾驰的黄貂鱼，还有很多在新西兰海域可以找到的海洋生物在头上游过
。这里还有一个移动的地板，让人更方便地观察海洋生物。喂养时间尤其刺
激。这里以企鹅和南极洲的其他生物为卖点。每位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这些
大自然的奇迹两小时。这里还有咖啡厅与礼品店。

 +64 9 528 0603  www.kellytarltons.co.nz
/index.htm

 info@kellytarltons.co.nz  23 Tamaki Drive, Orakei,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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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域 

"艺术领域"

从市中心往东走一小段路，就是新西兰最古老的市政公园。该地区由霍布森
总督于1840年创立，拥有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室外设计的冬季植物园Win
tergardens，夏季周末的免费音乐会，雕塑，草坪碗，自助亭等。该领域是
在公园可口可乐圣诞节巨大的音乐会的地点，当30万人堵塞了一晚的音乐和
烟花。

 +64 9 979 7070  20 Park Road, Grafton,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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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公园 

"体育场"

作为新西兰最大最重要的体育场馆之一，伊登公园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一直是
许多体育赛事的举办地。夏季期间，体育场在冬季和板球场举办橄榄球比赛
。能容纳48,000观众的人群，这里提供的设施是最好的。除举办各种体育赛
事外，体育场还用于各种文化，社交和娱乐目的。

 +64 9 815 5551  www.edenpark.co.nz/  mdixon@edenpark.co.nz  Reimers Avenue, Kingsland,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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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艺术馆 

"全面艺术藏品"

这个艺术馆收藏了新西兰最大和最全面的新西兰艺术和外国艺术品。开业与1
888年，这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充满的法国堡垒的风格。这里展出了从十四世
纪以来的各种藏品，还会举行外国展览。这里每天都会提供免费的导游服务
。而这里的研究图书馆、礼品店和咖啡厅都很好。入场费：长期展览免费。
特别展览会收取一定的入场费。

 +64 9 307 7700  www.aucklandartgallery.
govt.nz/

 gallery@aucklandartgalle
ry.govt.nz

 Corner Wellesley And
Kitchener Streets,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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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赫科岛 

"海滩，远足径和葡萄园餐厅"

怀赫科岛（Waiheke Island）距奥克兰市中心仅半小时车程，是奥克兰的一
个卧室社区，但保留了其独特的氛围。凭借Oneroa的咖啡厅和酒吧，中心的
葡萄酒厂和Onetangi的美丽海滩，Waiheke是一个绝佳的度假胜地。巴士在大
部分道路上运行，并提供汽车出租服务。骑自行车是一个有趣的方式看到岛
屿，山提供了挑战和伟大的远景。有许多住宿从孤立的精品保护区到温馨的
住宿加早餐。

 +64 9 372 1234 (Tourist
Information)

 www.waiheke.co.nz/  waihekeislandtourism@gma
il.com

 Waiheke Island,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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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山 

"Trig站"

奥克兰火山地区的一个较大的金属矿物锥体，伊甸园（196米）有三个陨石坑
，广泛的存储，防御和居住土制遗迹。由毛利人称为Maungawhau，或Whau树
山，山。伊甸园是奥克兰调查的主要触发点。 Mt Eden可通过公路和小径前
往奥克兰Hauraki海湾及其他地区。坐公共汽车在山上下车，或从火车站步行
十到十五分钟。奥克兰爱乐乐团每年一度举办夏季Matinee音乐会。

 +64 9 979 7070  www.aucklandnz.com/discover/moun
t-eden

 Mount Eden Road,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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