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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塔 

"鸟瞰全城"

天空塔像针一样刺穿天空，是新西兰最高的人造建筑之一，也是巨大的天空
城以及奥克兰赌场综合大楼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体验从上往下看的风景，
游客们被提供了不仅仅一个观景台，而是两个观景台，提供了奥克兰的全景
。第一是高度为186米(610英尺)，而天窗位于60层，正好在主天线下方，提
供奥克兰不断扩张的城市景观和无限视野。天空塔还设有餐厅、酒吧和刺激
的娱乐设施，如空中漫步和高飞跳跃。空中漫步涉及漫步行走于一个平台,环
绕在塔高192米(629英尺)的天空塔上,而天空跳跃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敢尝试的
项目,提供游客一次飞跃天空塔的机会，安全地被受引导电缆控制的，防止弹
跳者在阵风时撞向塔身。

 +64 9 363 6000  skycityauckland.co.nz/s
ky-tower/

 enquiries@skycity.co.nz  Corner Victoria and
Federal Streets, 奥克兰

 by ChewyPineapple   

新西兰奥克兰美术馆 

"全面艺术藏品"

奥克兰艺术美术馆收藏并展示了新西兰最大规模、最全面的收藏品和国际艺
术。 这座维多利亚式建筑物于1888年首次对公众开放，采用法国城堡风格。
艺术馆里的临时和永久的展览，展示了早在14世纪艺术家的作品。这座优秀
的美术馆是由本土艺术家和国际艺术家创作的永恒艺术作品的家园。
画廊设有其他便利设施，如图书馆、商店和咖啡馆。

 +64 9 379 1349  www.aucklandartgallery.
com/

 kiaora@aucklandartgaller
y.com

 Corner Wellesley And
Kitchener Streets, 奥克兰

 by MartinStr   

奥克兰鲸鱼和海豚野生动物园 

"鲸鱼和海豚"

奥克兰鲸鱼和海豚野生动物园是所有热爱激动人心的海上观光的人们的天堂
。栖息着公园的众多鲸鱼和海豚，可以愉快地度过沉浸在各种海洋动物知识
中的一天，更多地了解它们的性质。野生动物园的建立是为了帮助你度过一
段美好的时光，被水和美丽的海洋生物包围。你可以把你的亲人带到一起，
花上一整天在一个人造的公园里欣赏这个大自然的恩惠，收回一个充满回忆
的袋子。

 +64 9 357 6032 (Tourist
Information)

 whalewatchingauckland.c
om

 info@awads.co.nz  175 Quay Street, 奥克兰

 by ulleo   

老锡玩具店 

"复古玩具和娃娃"

在帕内尔村一个迷人的旧世界购物中心，旧锡玩具店是老式玩具和娃娃，收
藏品，和其他好奇心收集的东主，安德鲁麦克伦南，花费他的大部分时间买
卖这些奇妙的玩具和娃娃。电池供电的时钟，中国娃娃的动作数字，锡制玩
具和塑料玩具，这些都在老锡玩具店。

 +64 9 358 0016  237 Parnell Road,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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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中央公园 

"艺术中央公园"

市中心往东走一小段路，就可以看到新西兰最古老的城市公园-奥克兰中央公
园。中央公园由霍布森总督于1840年创立，设有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室外
植物园林 冬季花园，一个圆形大厅(在夏季周末观看免费音乐会)，雕塑，草
坪保龄球，凉亭和其他休闲活动。该区域是大型音乐会的举办地，比如在公
园里举行的可口可乐圣诞音乐会，届时将有30万人涌入公园，欣赏音乐和烟
花。

 +64 9 301 0101 (City Park Council)  www.newzealand.com/int/feature/a
uckland-domain/

 20 Park Road, Grafton, 奥克兰

 by MichaelGaida   

儿童书店 

"镇上最好的儿童书店"

每个喜欢儿童书籍的人都会喜欢这个商店。这是由前教师谁爱他们卖的是显
而易见的运行。他们有广泛的标题，主题和流派。图片和故事书的收集特别
令人印象深刻。有许多教育书籍，玩具和其他资源，如游戏，拼图和音乐盒
。为儿童提供的特别参考书目以及新西兰分部。有一个围栏，如果你想和平
浏览，这是方便的。距奥克兰市中心仅5分钟路程。

 +64 9 376 7283  www.dorothybutler.co.nz
/

 shop@dorothybutler.co.nz  Corner Jervois Road and St
Marys Road, Ponsonby,
奥克兰

 by By amira_a   

鱼雷湾海军博物馆 

"海浪监护人"

鱼雷湾海军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文件，图像和许多其他新西兰海军勇气的证
据。这个博物馆非常适合孩子们，因为它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精彩的寻
宝游戏和Aye Spy。展品展示了从海军卫兵的服装到使用的船只和船只，以及
他们使用的武器，使得这些经验具有很高的启发性。所以，请花一些时间和
你的年轻人一起参观鱼雷湾海军博物馆，以获得丰富的学习经验。

 +64 9 445 5186  navymuseum.co.nz/  info@navymuseum.co.nz  64 King Edward Parade,
Torpedo bay Devonport,
奥克兰

 by Peter Harrison   

西部春天 

"享受漫步在湖边"

被毛利人称为Waiorea的西泉，在七万年前三王火山的熔岩充满了原始河床时
开始流动。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西泉是奥克兰的主要淡水来源。
它是通过一个巨大的蒸汽动力梁发动机穿过城市，现在是邻近的MOTAT（运输
和技术博物馆）的核心。泉水包含一系列淡水湖泊，由仍然活跃的泉水填补
，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水禽。在奥克兰动物园的围栏的最西端，有一个很棒的
大型游乐场。

 +64 9 379 2020  www.aucklandcouncil.govt.nz/park
s-recreation/Pages/find-park-
beach.aspx

 859 Great North Road, Western
Springs,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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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动物园 

"与动物亲密接触"

奥克兰动物园致力于改善新西兰最大规模的本土动物物种，以及外来动物物
种的生活环境。在这里，你可以感觉就像是和稀有的白犀牛一起在普里德兰
散步，和猴子一起在麦当劳雨林里荡秋千，几乎和河马河的动物们一起游泳
。动物园设有野餐设施和咖啡馆。这里还有为游客和当地旅游团提供的户外
活动和教育项目，也可用于公司和私人活动。

 +64 9 360 3805  www.aucklandzoo.co.nz/  info@aucklandzoo.co.nz  Motions Road, Western
Springs, 奥克兰

 by Pseudopanax at English
Wikipedia   

凯利塔顿水族馆 

"鲨鱼和黄貂鱼就在头顶游过"

水下曲线隧道可以让你在巨大的水族馆内观察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大鲨鱼
，滑翔的黄貂鱼和许多在新西兰水域发现的鱼类，鱼儿们在你的上方和旁边
，随着移动的地板带着你前进。喂食时间特别刺激。南极馆的特点是欣赏活
企鹅和南方大陆上的生活娱乐。最好留出两个小时来充分欣赏这些有趣的综
合景点。这里还设有咖啡馆和礼品店。

 www.visitsealife.com/auckland/  info@kellytarltons.co.nz  23 Tamaki Drive, Orakei, 奥克兰

 by JOSHUA COLEMAN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由Courteneys Kidzspace 

"玩具和品脱大小的家具"

Coutenay的木制玩具和儿童家具丰富多彩和有吸引力的范围。桌椅，玩具箱
，摇马，手推车，书架，画架和桌子都制作得很漂亮。他们注重细节和安全
- 例如，他们的玩具箱考虑到小手指在盖子和顶部之间具有间隙，并且在手
推车上使用橡胶无刮擦轮子。这些产品坚实耐用，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保持
良好的外观。

 +64 9 524 0737  sales@kidzspace.co.nz  25 Cornwall Park Avenue, Epsom,
奥克兰

 by Phillip Capper   

MOTAT（运输和技术博物馆） 

"技术与社会历史"

这座迷人的博物馆的中心是从西泉（Western Springs）向奥克兰的早期居民
输水的旧泵房。这座博物馆内有一座宏伟的工作梁式发动机（世界上仅有的
三座之一），还有许多老式和老式的道路车辆以及早期的奥克兰建筑。各种
显示功能农业，林业，医疗，牙科，摄影和电讯技术。位于2号场地的老式电
车展示了历史悠久的飞机，包括世界上唯一的Solent Mark IV飞船。

 +64 9 815 5800  www.motat.nz:443/  enquiries@motat.org.nz  1002 Great North Road,
Western Springs, 奥克兰

 by PIRO4D   

伯肯黑德游泳池和休闲中心 

"征服高地"

伯肯黑德游泳池和休闲中心被称为是攀岩最好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娱乐中
心，为那些希望征服高地，当然在受保护的环境。这里的攀岩墙已经建成，
保持了实际的攀岩模式，所以对于那些对攀岩感兴趣的人来说，它们就像破
冰攀岩一样。在伯肯黑德游泳池和休闲中心体验惊险刺激的一天。

 +64 9 484 7290 (Tourist
Information)

 aucklandleisure.co.nz/l
ocations/birkenhead-pool-
and-leisure-centre/

 eotc@aucklandcouncil.gov
t.nz

 46 Mahara Avenue,
Birkenhead,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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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沃尔公园 

"在Greenlane储备"

康沃尔公园于1901年由市长洛根·坎贝尔爵士（Sir Logan Campbell）向市
政府提出，将其维持为“为新西兰人民娱乐休闲的公共场所”，康沃尔公园
保留了早期奥克兰的农村特色，放牧牛羊。康沃尔公园拥有位于经过修复的
胡亚小屋游客中心的颇受欢迎的茶馆，以及奥克兰最古老的房屋（1841年）
的相思小屋，于1920年迁至公园。奥克兰天文台位于曼努考公园入口附近。

 +64 9 630 8485  www.cornwallpark.co.nz/  huialodge@xtra.co.nz  Manukau Road, Epsom

 by Public Domain   

Stardome天文台 

"天上的星星"

多媒体，激光和天文馆都是Stardome天文台提供的各种“教育”的一部分，
该天文台是1967年开放的天文台的一部分。导演是专业天文学家伊恩·格里
芬（Ian Griffen），展览之后，观众可以通过天文台的望远镜之一（最大的
是50厘米）。一家商店提供纪念品，玩具和海报。除了娱乐节目之外，天文
台还开设了小行星研究项目。检查网站的时间表。

 +64 9 624 1246  www.stardome.org.nz  info@stardome.org.nz  670 Manukau Road, 奥克兰

 by Rhett Wesley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虚拟现实工作室 

"卷轴与真实"

虚拟现实工作室是每个孩子的地方，如果他们喜欢街机游戏的快感。这个地
方有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八个具有专属设施的街机房。这个地方是你走进一
个新的维度。想要体验迷人的体验，请访问虚拟现实工作室。

 +64 0275303554  www.virtualrealitystudi
o.co.nz/#studio

 info@virtualrealitystudi
o.co.nz

 2a/161 Stoddard Road,
Mount Roskill, 奥克兰

 by PublicDomainPictures   

红地毯之旅 

"梦想成真"

如果您是J. R. R. Tolkien，“魔戒”和“霍比特人”的粉丝，而中土世界
对您来说不是一片幻想之地，那么红地毯之旅就是您新西兰行程中的必经之
路。这个旅游公司是全国最好的之一，因为他们全面的指环王之旅。成立于2
002年，他们热情的员工和导游将使您的旅程像朝圣和追求。探索电影中的地
方，如Trollshaw森林，Pelennor领域和霍比屯。去看看限制在公众面前的地
方，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以及像角色那样去旅行的地方。令人兴奋的，绝
对值得一生的红地毯之旅提供14天，10天和2-3天的旅行。

 +64 9 410 6561  www.redcarpet-
tours.com/

 info@redcarpet-tours.com  2 Wilmington Place,
Forrest Hill, 奥克兰

 by Alexas_Fotos   

永远的朋友 

"一个孩子的天堂"

熊朋友永远是一个建立你自己的泰迪的经验。这家商店被认为是镇上最好的
玩具商店之一，让孩子们有机会想象力地创造自己的毛茸茸的朋友。在这里
，孩子们从头开始，从泰迪熊的皮毛到眼睛和其他配件。熊朋友永远是你的
孩子的梦想店，当谈到泰迪熊，所以访问这里知道为什么它是最好的之一。

 +64 223440880  www.bearfriendsforever.
co.nz/

 info@bff.co.nz  201 Lincoln Road,
Henderson,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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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柯蒂斯公园 

"一个生态友好的公园"

尽管占地94公顷（232英亩）的巴里·柯蒂斯公园（Barry Curtis Park）的
发展预计于2022年完成，但该公园拥有众多的特色和景点，值得一游。这包
括艺术石雕和艺术装置，池塘和溪流，大型圆形剧场和露天活动场所。一些
孩子们参观公园，利用多功能运动场馆和维护良好的游乐场。被称为“绿指
”的网络的一部分，正在逐渐演变成城市公园，而不会影响生态和自然栖息
地。

 +64 9 301 0101  www.aucklandcouncil.govt.nz/EN/p
arksfacilities/premierparks/Pages
/barrycurtis.aspx

 201-203 Chapel Road, Flat Bush,
奥克兰

 by figwaffle   

彩虹之端 

"新西兰人主题公园"

这家主题公园占地有23公顷，有各种机动游戏、景点和娱乐设施。这家新西
兰最著名的主题公园就在玛努考市，离新西兰国际机场仅几分钟路程。这个
公园还有矩形的跳楼机、螺旋机和过山车，当然还有激流冲浪和吉百利国城
堡。一家人都可以在这里玩得开开心心。这里还有很多停车位和小吃摊档。

 +64 9 262 2030  www.rainbowsend.co.nz/  info@rainbowsend.co.nz  2 Clist Crescent, Manukau
City

 by Kathryn Greenhill   

奥克兰植物园 

"超级收藏的本地人和异国情调"

这座65公顷的花园于1982年开放，已成为奥克兰首屈一指的园艺展示。新西
兰本土植物和树木的全面选择，植物园是一个很好的场所，了解环境和植物
的一部分。有许多自我导游完整的信息标志，充分解释种植。对于外国人来
说，山茶花和玫瑰是特别有代表性的。花园就在南部高速公路的Manurewa出
口附近。到了春天，花园会看到Ellerslie花展。

 +64 9 267 1457  www.aucklandbotanicgard
ens.co.nz/

 botanicgardens@arc.govt.
nz

 102 Hill Road, Manurewa,
Manukau

 by  UGC 

Snowplanet 

"里面在下雪！"

Snowplanet是奥克兰自己的室内滑雪胜地，是带孩子们的绝佳去处。提供无
尽的乐趣，度假村包括多个地形斜坡，教练和指南为第一次的时间，甚至餐
厅和酒吧，当你疲惫不堪。开放的团体预订，Snowplanet也是许多企业在他
们当天的场地或孩子期待着难忘的生日。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提前打电话或
看看他们的网站。

 +64 9 427 0044  www.snowplanet.co.nz/  info@snowplanet.co.nz  91 Small Road, Silverdale

 by By amira_a   

Silverdale先驱村庄 

"了解过去"

西尔弗代尔先锋村（Silverdale Pioneer Village）享有壮丽的地理位置，
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坪。这里有一个迷人的历史教堂，真正增加了
整个博物馆的美丽。在花园里的树木提供了阴凉的野餐地点，博物馆打开了
区的文化过去的大门。带上你的孩子一起去一个家庭聚在一起，因为博物馆
是一个了解过去的日子的好地方。

 +64 9 426 8272  www.silverdalemuseum.or
g.nz/

 sdhs@vodafone.co.nz  15 Wainui Road,
Silverdale, 奥克兰

https://unsplash.com/photos/fSlCxR0dnZY
https://unsplash.com/photos/fSlCxR0dnZY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auckland/788180-巴里-柯蒂斯公园
http://www.flickr.com/photos/zoinks/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auckland/50718-彩虹之端
http://www.flickr.com/photos/sirexkat/300913968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auckland/55959-奥克兰植物园
https://cityseeker.com/zh/auckland/680588-snowplanet
http://www.flickr.com/photos/amira_a/7205089854/sizes/o/in/photostream/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auckland/1136740-silverdale先驱村庄


 by PhotoMIX-Company   

狂野的怀赫科 

"家庭乐趣"

野外的怀赫克会戴上多个帽子，证明它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怀赫科岛啤酒厂
，一个休闲的户外餐饮餐厅和酒吧，野生葡萄园和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这个家庭友好的地方是一个有趣的一天的好地方。用手工啤酒或精品葡萄酒
品尝美味的汉堡和比萨饼。了解他们如何通过参观酿酒厂或酿酒厂酿造酒精
。为更多的户外体验参加有偿的活动，如射箭，泥人拍摄，野生Woozey和Wil
dtag（彩弹和躲避球的组合）。或者选择与您的孩子免费活动，如不确定性
，十字架，蹦床，巨型象棋，petanque，flingo和加州沙袋。无论您参观的
原因是什么，您都可以在怀赫克的野外找到一个难忘的旅程。

 +64 9 372 3434 (Reservations)  wildonwaiheke.co.nz/  82 Onetangi Road, Waihek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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