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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概述 Introducing Wellington

惠灵顿位于新西兰北岛的西南部，是新西兰的首都。它扼库克海峡，是往来南北二岛的交通

枢纽，也是新西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惠灵顿因地势较高，依山傍海紧靠库克海峡，

故常有海风侵袭，因而又有“风都”之称。但是惠灵顿真正走入大家视野，估计是从《指环王》

的首映开始。这里也是《指环王》的拍摄地和后期制作所在地。不管你是爱看电影，还是爱

那秀丽的自然风光，惠灵顿都是非常值得前往的目的地。

惠灵顿必体验 Highlights

漫步葡萄庄园赏好酒

位于惠灵顿的怀拉拉帕（The Wairarapa) 是有名的葡萄酒产区，被誉为葡萄酒之乡。而其

中马丁堡更是不容置疑的酒业中心。成片的葡萄酒园和葡萄酒厂让你一站就能品尝到当地各

种品类的美酒，如果遇到中意的口味，你还可以现场购买，贴心的庄园主还能帮你邮寄到家。

帕里瑟角登灯塔

帕里瑟角 (Cape Palliser) 是新西兰北岛的最南角。一面是陡峭的悬崖，一面是汹涌的大洋。如果想

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双腿，不妨登上253级陡峭台阶，登上帕里瑟灯塔顶，享受更多惊艳的海岸景观。

咖啡之都乐享生活

惠灵顿是享誉全国的咖啡之都，有许多时尚的咖啡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咖啡，人均

拥有咖啡量甚至都超过了纽约。想知道为什么这里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只用在午后到

街头看看路边咖啡馆里优哉游哉喝咖啡的当地市民，你就知道了。

复古缆车游首都

不坐一下著名的小红缆车，你的惠灵顿之旅就不算完整。惠灵顿三面环山，一面朝海。不少

景点和住宅都建在半山腰上，小红缆车就成为了大家的代步工具。乘坐小红缆车沿路而上，

可以参观到不少著名的景点，如维多利亚山观景台、植物园、卡特天文台、议会大厦和西兰

蒂亚（可搭乘免费接驳车前往）。

1 乘 坐 缆 车 地 址：Wellington Cable Car, Cable Car Lane, 280 Lambton 

Quay, Wellington Central,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2 缆车每隔 10 分钟一班。周一至周五上午 7:00 至晚上 10:00，周六早上 8:30 至

晚上 10：00，周日及节假日早上 9 点至晚上 9 点。具体班次运行时间表请戳一下

网站：http://www.wellingtoncablecar.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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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惠灵顿一年四季的气温都比较

温和，最佳旅游时间是从温暖的 11 月到次年的 4

月，平均最高气温在 20 摄氏度左右。5-8 月则比

较寒冷潮湿，日平均气温在 12 摄氏度。

消费与汇率  惠灵顿使用的是新西兰元，根据

2014年7月份最新汇率，1人民币相当于0.1898

新西兰币，1 新西兰币相当于 5.2693 人民币。

惠灵顿消费水平略高于国内的大中型城市。去餐

馆吃饭一道主菜要 13-34 新西兰元不等。交通方

面，2 新元可以买到一张公交车票，环览全城；

租一辆自行车大概要 35 新元。看一场电影大人

要 13 新元。住宿的话，一晚城区标间住宿大概是

110 新元。

穿衣指南  惠灵顿夏天凉爽，最高气温在 20 摄

氏度左右，所以夏天带上短袖长裤和一件外套就

足够了。冬天阴冷潮湿，所以应该适当增添厚的

裤子，长袖及外套。另外，惠灵顿还被称为风之城，

常年多风，建议出行的时候多备一件防风外套。

惠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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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s景点
惠灵顿景点大致集中在市中心以及郊外。市中心的景点大多以历史观光

类景观为主，郊外则是纯天然的自然景观。在这个城市里，他有被树林

茂密的山坡环绕的华丽海港，有超级山顶观景台，有成片的葡萄酒庄园，

也有数量惊人的各色公园及博物馆。不管你待几天，总能找到属于你自

己的旅游景点。

国会大厦建筑群 Parliament House

这是在惠灵顿非常有名的建筑群，由三栋建筑组成，分别是哥特风格的

国会图书馆，灰奶油色庄严的议政厅，以及最夺人眼球的蜂窝式设计的

办公大楼。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使得这三个建筑既互相独立又形成了一

个有趣的整体。而其中由英国建筑大师 Basil Spence 爵士设计的圆形办

公大楼更是成为了新西兰标志性建筑，也成为了惠灵顿不可错过的一大

景点。国会大厦也面向公众开放，还会有专人讲解，大家甚至还能进到

部分办公区域进行参观游览。

  RexHuang  

地址：Bowen St

网址：www.parliament.nz

开 放 时 间： 周 一 至 周 五 10:00-16:00； 周 六 10:00-15:00； 周 日

11:00-15：00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 Te Papa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是南半球最大博物馆，地处市中心，创建于 1963 年。

里面关于毛利文化的藏品丰富，还有毛利会堂以及太平洋的艺术展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博物馆里，里面高科技展览或许能

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可以体验在运动中摇晃的房子。除了这些常

设展览，这里还会举办一些知名的短期展览，而这些展览是需要单独付

费的，参观博物馆是免费的。

地址：55 Cable St

网址：www.tepapa.govt.nz

开放时间：周四 10:00-21:00，其余时间 10:00-18:00

联系方式：（64-04）3817000

维多利亚山 Mount Victoria, Willington

非常好的可以俯瞰城市和海港的地方，也是曾经的新西兰总理办公室所

在地。可能登上维多利亚山的时候你会感到稍微有点熟悉，没错，维多

利亚山还是电影《指环王》的拍摄取景地。如果不愿意爬山，你还可以

驱车直接前往山顶，世界就在你的脚下。

  歌歌诗诗走天下  登上维多利亚山顶的瞭望台，从各个方向俯瞰惠

灵顿真是美极了。

地址：惠灵顿市区西南部维多利亚山

到达方式：2 路公交可以前往。

城市与海洋博物馆 Museum of Wellington City and Sea

建于 1892 年的城市与海洋博物馆是一个在保税仓库上建立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既不是综合性博物馆也不是专题性博物馆，而是将威灵顿的

社会历史和航海历史结合起来，以富有想象力的互动式体验展出，运用

夸张的特效技术为我们呈现城市与海洋的历史。

地址：Civic Sq,Wakefield St

网址：www.museumofwellington.co.nz

开放时间：10:00-17:00

惠灵顿动物园 Wellington Zoo

威灵顿唯一一座动物园，建于 1906 年，距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

史，是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动物园，同时这座动物园还有一个独特的称

号——世界上最棒的稀有动物动物园。园内饲养着新西兰的国鸟几维鸟

（Apteryx，又称鹬鸵）以及其他濒临灭绝的动物。

地址：200 Daniell St

网址：www.wellingtonzoo.com

开放时间：9:30-17:00（最晚入场时间 16:15）

门票价格：成人 20 新元，儿童 10 新元

到达方式：乘坐 10 路或者 23 路公交皆可到达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98106.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2900285.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4大洋洲系列

惠灵顿植物园 Wellington Botanic Gardens

建在一座 V 字型的山岭上，占地 25 公顷，是乘坐小缆车必须经过的景点。

一走进公园就有一种被绿色植物包围的感觉，里面种植的花草种类繁多，

有中国的山茶花、阿根廷的“魔鬼之手”、非洲的雪松、北美的鹅掌楸、

荷兰的郁金香、日本的樱花等等，当然，还少不了新西兰本地土生土长

的松柏榆柳蕨，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植物园。

  杨歌   

门票价格：无需门票即可进入。

交通方式：乘坐缆车或者 3 路公交前往。

卡特天文台 Carter Observatory

卡特天文可以算得上是最梦幻的天文台了。全圆顶的天文仪可以定期提

供虚拟游览当地天空表演，如漫步在星河一般。还有新西兰最好的天文

望远镜，有天文奇观的时候天文台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天文爱好者一起来

看星星。

地址：40 Salamanca Rd

网址：http://www.carterobservatory.org

开放时间：周二，周六 10:00-21:30, 其余时间 10:00-17:30

门票价格：普通展览成人 18.5 新元，4-16 岁儿童 8 新元。更多套餐价

格请查阅官方网站。

联系方式：（64-04）9103140

威塔岩洞 Weta Cave

这里可不是什么自然景观哦。如果你喜欢看《魔戒》，也是大导演皮特杰

克逊粉，那么这可是不容错过的景点了。这里是有名的威塔特效公司的所

在地，《金刚》和《霍比特人》也是在这里制作的。现在一部分开放给了

游客参观，由小型博物馆，剧场和纪念品商店组成。小型博物馆放的是电

影曾用过的道具和布景，相信看过电影的影迷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剧场则

放映了 20 分钟的小电影，里面能看到大胡子导演本人，最后一定不能错

过电影主题的纪念品商店，在商店里，有很多电影周边的纪念品，比如甘

道夫的法师袍和魔杖，你可以挑选几个心仪的道具带回家给你的小伙伴么。

地址：Camperdown Rd 和 Weka St 交叉路口 ,Miramar

网址：www.wetanz.com

开放时间：9：30-17:00

联系方式 :(64-04)9094000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这个图书馆建成于 1965 年，外表看上去方方正正，现在是亚太地区最

重要的图书馆之一。这个图书馆里除了有数量庞大的藏书，还有多媒体

科技，弹出式展览以及音乐厅，是一处寓教于乐的好地方。

地址：Molesworth St 和 Aitken St 交叉路口

网址：www.natlib.govt.nz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 8:30-17:00，阅览室 10:00-17:00（公众假期不

开放）

联系方式：（64-04）4743000

西兰蒂亚 Zealandia

这是一座建在山丘上的生态保护区。在这个保护区里沿着 30 公里长的步

道探索，你还能观赏到 30 多种原生鸟类，包括罕见的巨水鸡、鞍背鸦，

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生鳄蜥和可爱的小斑点奇异鸟。到了动物园，你还可

以报名参加日行团和夜行团，有工作人员带领你参观并讲解。

   

地址：Waiapu Rd

联系方式：（64-04）9209200

网址：www.visitzealandia.com

票价：园区门票成人 17.5 新元 / 人，5-18 岁小孩 9 新元 / 人。具体参

团费用信息请参考网站。

开放时间：10:00-17:00（圣诞节当天不开放）

到达交通：每天园区都有在市内的接驳巴士，上车地点在惠灵顿信息中

心（Wellinton i-Site, 详细信息见下文实用信息部分）

惠灵顿周边

卡皮蒂海岸 Kapiti Coast

卡皮蒂海岸有着宽广的无人海滩，是惠灵顿郊区的延伸，也因为迷人的

海景成了当地市民夏天的游乐场。而其中卡皮蒂岛更是这条海岸线上最

主要的景观，岛上没有食肉猛兽，只有数量繁多的鸟类，其中不少品种

都是大陆罕见的，是鸟类爱好者的乐园。

卡皮蒂岛每天限 86 位游客进入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和获取许可

证。网上预订链接：www.doc.govt.nz。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652738.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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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Coastlands, Rimu Rd

网站：www.naturecoast.co.nz

联系方式：（64-04）2988195

到达方式：自驾车友沿着 SH1 公路向北行驶，大约 30 分钟就可到达；

也可从惠灵顿乘坐通勤火车前往。

怀拉拉帕 Wairarapa

位于惠灵顿的东北部，得名于附近一处 8000 公顷的怀拉拉帕湖，怀拉

拉帕的意思是波光粼粼的水。该地区以牧羊业为主，有着闲散的牧场风光。

使之更有名的是这里的美食美酒文化——怀拉拉帕是新西兰有名的葡萄

酒产地。一个接一个的葡萄酒庄园，使得这个地方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

的好去处。

网址：http://www.wairarapanz.com/

到达方式：从惠灵顿车站每天有火车前往。具体班次请查看：http://

www.metlink.org.nz/timetables/train/WRL/outbound

马丁堡 Martinborough

马丁堡是怀拉拉帕下面的一个小镇，拥有绿树成荫的广场和迷人的古老

建筑，但是这个小镇之所以出名，却是因为它大片大片的葡萄酒庄以及

品质优良的葡萄酒。每年 3 月这里还会有葡萄酒丰收节，喜欢品酒的游

客千万不要错过。

地址：18 Kitchener St 

联 系 方 式：(64-06)3065010 或 者 电 邮 至 martinborough@

wairarapanz.com

帕里瑟角 Cape Palliser

帕里瑟角位于北岛的最南端，天气晴朗的时候还能看到新西兰的南岛部

分地方。一面是大洋和黑色的沙滩，另一面则是荒山和陡峭的悬崖。在

帕里瑟角的南端还能看到北部地区面积最大的海豹繁殖区，拍照的话请

注意不要站在海豹群中间，不然很有可能看上去温顺可爱的小海豹会对

你来个突然攻击哦。来到帕里瑟角，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帕里瑟角灯塔，

登山 253 级陡峭的台阶，有一种世界都在你脚下的豪迈感。

  
住宿 Sleep

惠灵顿的住宿大体分为汽车旅馆，青年旅舍和酒店，主要集中在市里和

周边景点。总的来说，市里的住宿价格比较贵，但同时住宿水准也比较

高；市区外的住宿则相反。而汽车旅馆则主要集中在周边。需要注意的

是每年的 12 月到次年的 2 月都是当地的旅游旺季，如果是这段时间前往，

请提前预定住处。

阿波罗汽车旅馆 Apollo Lodge Motel

地理位置优越，离国家博物馆就是步行距离，房间都是一水的简约欧式

装修风格，配有干洗和烘干服务，每天早晨还能将欧陆式早餐送至客房内。

停车位较多，比较适合开车自驾的游客。

地址：49 Majoribanks Street, 维多利亚山 , 惠灵顿

价格：双床一室公寓 140 新元 / 晚

网站：www.apollolodge.co.nz

惠灵顿城市生活酒店 Citylife Wellington Hotel

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从这里出发可以轻松前往市区内的各大旅游，

购物和餐饮点。酒店房间设施齐全，每间客房都有迷你吧台，小厨房，

并提供一流的服务。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当地餐厅还能外送晚餐至客房。

地址：地址：300 Lambton Qua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6011

价格：一室公寓 188 新元 / 晚

YHA 惠灵顿酒店 YHA Wellington

可以算的上是惠灵顿最好的青年旅舍了，公共区域内有两个大厨房，用餐

区，游戏室，阅览室和电影放映室。除去完善的配套设施，酒店接待处还

提供各种当地旅游预订服务和意式浓缩咖啡，一定能得到宾至如归的享受。

地址：292 Wakefield Street, Wellington, New Zealand

价格：双人间 89 新元 / 一晚

网站：www.yha.co.nz

餐饮 Eat

惠灵顿丰富的生活使它拥有新西兰最令人兴奋的餐饮场所，有一千多家

餐厅、咖啡馆和酒吧。无论想品尝什么风味的饭菜，都能找到适合的餐厅。

尤其是在夏天，周一至周四，沿街的饮食店彻夜开放，现场表演娱乐活

动丰富多彩。 

特色美食

毛利菜

惠灵顿的土著居民毛利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仍旧保持着饮食传统。特色

毛利菜包括淡水鳗，羊肉鸟（小的黑海燕，味道象鱼）和海鲜，如 PIPI、

TUATUA 贝和 KINA（多刺的海胆）。著名 HANGI 是将肉、海鲜和蔬菜（包

括农作物的根茎，KUMARA），放于土炉中蒸热的石头上。象许多波利尼

西亚的食物一样，HANGI 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

羔羊肉

惠灵顿的一大特点是盛产绵羊。羔羊肉味道鲜美，肉质嫩滑，是当地人的

最爱。当然，羊肉也有无数种烹调方法，尤其以烤羔羊肉或羔羊排为最。

来到惠灵顿不妨点上一份羊排，搭配一杯红酒，享受舌尖上的惠灵顿。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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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设在一个 20 世纪 20 年代的银行建筑里，但你不需要从银行破门而入。

平日午餐和剧院演出前的套餐 ($35，7：30pm 之前供应 ) 非常超值。

联系方式：04-8015114

地址：192CubaSt

费用：正餐主菜 34 ～ 40 新元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午餐，每天晚餐

购物 Shopping

惠灵顿不是购物之都，没有成片的大型购物广场，也没有巨型广告招牌。

有的是小巧精致的购物街，富有生活气息的街边市集，以及独特别致的

买手店。如果你想买些不一样的纪念品，不妨也到下面的街区走走逛逛。

购物街区

兰姆顿码头 Lambton

兰姆码头是惠灵顿主要的商业街，这里也是著名的“黄金英里”，拥有

大量的时装店、专卖店，由于不少商店定位高，导致这里的平均消费居

高不下，钱包富裕的游客不妨来这里走走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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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65-177 Lambton Quay, 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网址：http://kirkcaldies.co.nz/

古巴街 Cuba

离兰顿码头不远，离开兰顿码头后走几步就到。这里是惠灵顿有名的休

闲步行街，有很多二手唱片和书籍、怀旧服装和另类家具。平时古巴街

十分热闹，街道两边有很多行为艺术表演者，不定期会举行爱心义卖，

非常富有生活气息。

娱乐 Entertainment
总的来说，惠灵顿是一个特别休闲的城市。从午后开始，当地人已经切

换到了享受生活的节奏。不管是与三五好友在街边喝咖啡，还是到剧院

看场先锋戏剧，又或是感受下新新人类的疯狂排队，在惠灵顿你总能找

到消遣娱乐的好地方。

美酒

仰仗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惠灵顿的酿酒业今年大幅增长。尤其是

位于郊区的怀拉拉帕，是有名的葡萄酒之乡。除了葡萄酒，惠灵顿的啤酒

销量也是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独特的麦芽香味，美丽的黄金色泽以及厚

实细致的泡馍，成为了惠灵顿当地人的佐餐佳酿。

  杨歌  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

其他美食

除了本地特色餐厅，惠灵顿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风味餐厅。日本菜，

越南菜，法国菜各色料理百花齐放，绝对可以让你大饱口福。

巴士底狱咖啡馆 CafeBastille

《烹饪》杂志把它的头等奖颁给了这个优雅谦逊的法国餐馆。但这里不

接受预订。所以最好提前到，否则可能要等位。这里的菜品多是本地现

做，酒水种类丰富，工作人员知识渊博。尝尝这里的长年招牌菜红酒烩鸡

(coqauvin），然后用橘味糖饼来结束这一餐。如果以前你不爱吃法国菜，

吃过这一顿以后，你会开始喜欢的。

联系方式：04-3829559

地址：6MajoribanksSt

费用：一道主菜大约是 22-27 新元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正餐

Logan- Brown

尽管附近是性用品商店，这个餐馆仍然表现出品味，很适合高档宴会。餐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657540.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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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生活

毋庸置疑，惠灵顿是新西兰夜生活最丰富的地方，拥有大量的俱乐

部、酒吧、演出中心和其他失眠症患者的避难所。如果要详细了解

演出，你可以在城中任何演出场所免费取阅每周出版的演出指南，此

外在咖啡馆和唱片店都有赠送。惠灵顿的娱乐场所集中在古巴街、

EdwardsSt 和科特尼区域，在凌晨时分，这些地方因丰富多彩的娱乐

活动而变得狂野。

DownstageTheatre 剧院

作为惠灵顿资格最老 ( 始于 1964 年 ) 的专业演出剧场，Downstage 在

惠灵顿戏剧界举足轻重。容纳 250 人的剧场有时也表演现代舞。

联系方式：04-8016946

位置：CourtenayPl 和 CambridgeTce 坡街街角

费用：35-40 新元

BATSTheatre 剧院

另类剧院 ( 非主流艺术之家 )，致力于上演新西兰最好的先锋和实验戏剧。

观众可以跟表演艺术家一起参与到演出当中。

联系方式：04-8024175

地址：1KentTce

费用：15-20 新元

StudioNine

超酷酒吧，拥有各国的 DJ 和漂亮的休息室，适合通宵狂欢 -- 前提是你

要有足够的精力。

联系方式：04-3849976

地址：9 Edward St

开放时间：周三～周六 20:00 ～深夜

Sandwiches

新新人类云集的 sandwlches，是疯狂一下的好地点，这里有懒洋洋的

酒吧和俱乐部，从周三到周六有现场表演 ( 爵士、电子乐和疯克灵歌 ) 和

顶级的 DJ。

联系方式：04-3857698

地址：8 KentTce

开放时间：周二一周六 15:00 ～深夜

节庆 Festivals

新西兰国际橄榄球联赛

橄榄球可以算的上是新西兰的国民运动了，基本每个新西兰小孩都会玩

点橄榄球。而新西兰橄榄球国家队也多次斩获世界冠军。在新西兰举办

的国际橄榄球联赛更是世界顶级的七人制橄榄球赛。每年的比赛门票都

非常抢手，观众多得让人头疼。到惠灵顿旅游如果正好赶上这一盛事，

不妨也去凑凑热闹。

时间：2 月份

网站：www.sevens.co.nz

新西兰国际艺术节

每两年举办一次，长达一个月的艺术文化节集戏剧、舞蹈、音乐、视觉

艺术和文学等各种活动。还有各种国际一流的文艺表演，是新西兰两年

一次的文化盛事。

时间：2-3 月

网站：www.festival.co.nz

马塔里基

这是为了庆祝毛利人新年而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欢庆活动。有毛

利人舞蹈，音乐等免费活动给公众参与。

时间：6 月

网站：www.tepapa.govt.nz

惠灵顿特色美食节

让人胃口大开的美食盛宴，这是一个惠灵顿大部分餐厅都会参与的节日，

有不同种类的美食佳肴，各国风味的看家菜等着你。

时间：8 月 15 日 -8 月 31 日

网站：www.wellingtononaplate.com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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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堡美食节

马丁堡是有名的葡萄酒之乡，而马丁堡美食节是马丁堡葡萄园周边举办

的一日饕餮盛宴。在风景如画的庄园，醇厚的陈年每酿，再搭配可口的

佐餐，人生最惬意的享受莫过于此。门票非常抢手，订票信息请戳下面

的网站。

时间：11 月

网站：www.toastmartinborough.co.nz

线路推荐 Tours

惠灵顿市内精品一日游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 - 国会大厦建筑群 - 缆车之旅

早上先来到著名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Te Papa), 参观来自这个国家土著

文明的起源及历史，接着来到现在新西兰的政治中心—国会大厦建筑群，

欣赏这个国家标志性建筑—蜂巢式的办公大楼。下午太阳落山前坐上来

惠灵顿必体验的小红复古缆车，登上维多利亚山顶，360 度俯瞰城市，

欣赏日落，并结束一天紧张的行程。

惠灵顿全面体验三日游

D1：威塔岩洞—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国会大厦—卡特天文馆

威塔岩洞是大导演皮特杰克逊的工作室，在那里可以看到《指环王》制

作的全过程以及制作模型，是不少魔戒迷膜拜的圣地。参观完威塔岩洞，

怎么能不参观一下被誉为南半球最大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Te Papa)，

这个博物馆不管是从建筑本身还是里面的藏品都非常值得让人好好玩味

一番。完了去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国会大厦建筑群里好好逛逛，虽然

是这个国家的权利中心，但是却十分亲民，还有导游带你游览议会。接

着坐上小缆车，沿途经过观景台，植物园，来到卡特天文馆，来一次与

星空的亲密接触。

D2：卡皮蒂海岸—卡皮蒂岛

卡皮蒂海岸距离惠灵顿市区仅有 30 分钟的车程，大片无人海岸让人远离

城市的喧嚣。原生态的鸟类和海洋动物更是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来

到卡皮蒂岛，看大鸟成群飞过，见识一下在大陆罕见的动物物种。

D3: 怀拉拉帕—马丁堡—帕里瑟角

最后一天的行程是去惠灵顿东部的怀拉拉帕，来到酒业中心—马丁堡，

在一个接一个葡萄庄园里品尝美酒佳酿，傍晚时分，来到帕里瑟角—新

西兰北岛的最南端，登上帕里瑟角灯塔，看看海豹栖息地，启程回到惠

灵顿市内。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当地语言

新西兰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和毛利语。但基本英语就能通行。但是新西兰

的英语会有些口音，发音更偏英式发音。不熟悉的游客估计得适应一段

时间才能沟通自如。

电源

惠灵顿的电压是 230-240 伏，所以基本与我们国家制式一样，但是为了

以防万一，还是建议大家带上转换插头。

当地安全

惠灵顿算是世界上安全系数算高的旅游国家了，但尽管如此，大家晚上

住酒店还是要记得锁好门，贵重东西随身携带。

通讯及网络

到惠灵顿想打电话有两种方式，一是开通国内电话的国际漫游服务，优

点是不需要手机换看，缺点是电话资费较贵。还有一种就是办理当地的

电话卡。如果你的电话比较多，还是建议到当地购买电话卡。惠灵顿市

中心大部分地方都有免费 wifi，而惠灵顿信息中心也有互联网可以使用。

重要信息及电话

紧急电话：救护车，消防局和警察局电话都是 111，特别好记。

惠 灵 顿 意 外 和 紧 急 医 疗 中 心 Wellington Accident and Urgent 

Medical Center

地址：17 Adelaide Rd, Newtown

联系方式：（64-04）3844944

惠灵顿信息中心 Wellington i-SITE

地址：Civic Sq,Wakefield St 和 Victoria St 交叉路口

网址：www.wellingtonnz.com

联系方式：（64-04）8024860

邮政总局

地址：Whitmore St 和 Waterloo Quay 交叉路口处

开放时间：8:00-17:30

使领馆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地址： 2-6 Glenmore Street, Kelburn, Wellington,  New Zealand

网址：http://nz.china-embassy.org/chn/sgxxs/lxfs/

联系方式：（64-21）528663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作为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交汇点，惠灵顿在交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不少环岛游的游客都将这里作为了旅途的中转站。这边交通便利，

有机场，有火车站，有多座客运码头。不管是坐船，坐飞机还是自驾，

这里都能满足到你的需求。

航空

惠灵顿国际机场是新西兰三大国际机场之一，离市中心仅 8 公里。中国

内地目前没有直飞惠灵顿的航班，但是可以从澳大利亚转机。惠灵顿和

奥克兰，基督城有频繁的国内航班，惠灵顿到奥克兰需要 1 小时，到基

督城约需 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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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场搭乘巴士或的士到市中心需要 20 多分钟。机场还有到奥克兰的火

车和长途公交车，也有到南岛皮克顿（Picton) 的轮船，需要 3.5 小时。

惠灵顿车站附近的 Bunny Street 与机场国内线大厦间每隔 20 分钟有一

部班车，全程 30 分钟左右。

惠灵顿机场 Wellington Airport

地址：Stewart Duff Dr,Rongotai

联系方式：（64-04）3855100

网站：www.wellington-airport.co.nz

轮船

惠灵顿是跨岛渡船停靠的北部区港口城市，不少游客去南岛都选择在惠

灵顿乘船前往。可以在酒店预订渡船，也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直接跟运

营商订票。

Bluebridge Ferries

地址：50 Waterloo Quay

网址：www.bluebridge.co.nz

联系方式：（64-04）4716188

Interislander

地址：Aotea Quay

网址：www.interislander.co.nz

联系方式：（64-04）4983302

汽车

惠灵顿是公共汽车的交通枢纽，汇集了北岛北至奥克兰及其他主要城市

的交通路线。目前有 3 家公司来运营惠灵顿开往各地的长途班车，票价

不等，具体车次时间得上各自的网站进行查阅。

Intercity

网址：www.intercity.co.nz

联系方式：（64-04）3850520

Newmans

网址：www.newmanscoach.co.nz

联系方式：（64-04）3850521

Naked Bus

网址：www.nakedbus.com

联系方式：0900-62533

火车

除了长途汽车，不少游客也十分愿意搭乘火车游览北岛，周四至周日每

天还有城际快铁（Tranz Scenic) 往返于惠灵顿与奥克兰，全部行程是

12 小时，沿途经过原始森林，葱绿的田野，惊人惊叹的河流峡谷，对于

时间充裕的游客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城际快铁（Tranz Scenic)

网址：www.tranzscenic.co.nz

联系方式：0800-872467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共汽车

频繁又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覆盖了整个惠灵顿地区，运营时间大概在

6:00-23:30，基本能满足游客的出游需求了。主要线路的起终点站都在

惠灵顿火车站和 Cambridge Tce 路口附近的 Courtenay Pl。车费从 2

新元到 13 新元不等，主要取决于目的地的远近。

 Metlink

网址：www.metlink.org.nz

联系方式：0800-801700

出租车

惠灵顿的出租车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出租车不能在街上叫，但是可

以在出租车车站等候或者提前电话叫车。出租车上车点有 Courteny 

Pl,Dixon St 和 Victoria St 交叉路口，Featherston St 和地铁站门口。

另外惠灵顿出租车的价格也非常高昂，位居全球第 4 高，8 公里需要花

费 33.82 新元。

租车

惠灵顿有很多单行道，交通路线非常复杂，而且停车位很贵。一般自驾

游的游客都是把车停在郊外在市内游玩采用公共交通。但是市内还是有

不少汽车租赁的运营商，但是价格会比奥克兰稍贵，一般一天是 40-80

新元的样子。

Ace Rental Cars

地址：126 Hutt Rd,Kaiwharawhara

网址：www.acerentalcars.co.nz

联系方式：（64-04）4711176

自行车

惠灵顿也是一个非常适合骑行自行车的地方，如果时间充裕又想锻炼身

体，不想找停车位。那么租辆自行车绕城一圈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On Yer Bike

地址：181 Vivian St

网址：www.onyerbikeavantiplus.co.nz

联系方式：（64-04)3848480

费用：30-40 新元一天，150 新元一周

出入境 Entry-Exit
前往奥克兰除了可以跟着团队出游，现在越来越多游客更喜欢自己办理

签证前往奥克兰自由行。在这一部分人中又有一部分人为了省事直接交

给中介办理，交给中介办理的好处就是方便，省心，但是价格却比自己

办理要贵。自己办理申请的话，确实步骤比较麻烦，但是也能享受到全

部行程 DIY 的乐趣。自己送签全部办下来的费用是 1080 元，如果不是

自己送签邮寄费用是 50 元。以下内容来自于新西兰旅游局的官方网站，

写的比较齐全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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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第 1 步：准备签证申请

以访客身份访问新西兰并在新西兰逗留不超过 12 个月的中国公民需要

填写以下三份表格：

1. 中国公民短期旅行签证申请（INZ 1188）PDF [420KB]

2. 中国访客补充表（NZIS 1027）PDF [162KB]

3. 访问签证审核清单（逗留期不超过 6 个月）PDF

完成上述表单并整理完毕证明材料之后，您就可以提交签证申请了。新

西兰移民局建议您至少于出发日期前 20 天提交申请。

第 2 步：提交签证申请 – 费用与送签方式

提交签证申请的方式有两种：

1. 亲自提交

2. 邮递

签证费用

访问签证的总费用为 1080 元（人民币），其中包含 860 元的签证申请

费和 220 元的办理手续费。

如果您希望我们通过邮递方式寄回您的护照，需要另外缴纳 50 元的邮

递费。

送签方式

根据您所在的城市区域，选择所需送签的城市。

北京

北京、甘肃、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

山东、陕西、天津、新疆、西藏

上海

上海、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江苏、江西、浙江、四川、重庆、河南、

贵州、云南

广州

广东、广西、海南

第 3 步：查询申请进度

一旦送签成功，您的访问签证申请会尽快得到处理，超过 70% 的申请在 

5 个工作日内得到批复、超过 80% 的申请在 10 个工作日内得到批复。

如果您希望随时了解审批的情况，可以在线查询申请进度（网址如下）：

http://www.newzealandvisachina.com/trackyourapplication.html

所有事项均处理完毕后，我们会通知您前来领回相关材料。如果您事先

要求以安全邮递方式寄回材料，那么我们就会帮你安排邮递寄回。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