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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ITY BRIEF

城市印象1

南极出发点、花园之都、反季滑雪

基督城（Christchurch）坐落于新西兰南岛东岸，是
新西兰的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进入南极的必经之
路，素有“南极门户”之称。它拥有纯净优美的自然
风光，清澈的雅芳河从市中心蜿蜒流过，两岸的住
宅建筑规划整齐，城市内遍布花园绿地，宛如一座
清新的“花园城市”。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基督城

所属大洲
大洋洲 

外文名
Christchurch

所属国家
新西兰

官方语言  
 英语 毛利语

面积 
 约 607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基督城植物园 雅芳河 天主

教堂 坎特伯雷博物馆 哈格雷
公园

人口 
约 38.9 万人

特色美食 
羊肉、毛利菜、奶油蛋白酥

南航航班信息 
南航已开通广州 - 基督城

的直飞航班

Tips
新西兰由南岛和北岛两部分组成，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以及著名的奥克兰

城市就位于北岛，而南岛主要城市有基督城、达尼丁、因弗卡吉尔、纳尔逊、

蒂马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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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185 把椅子缅怀逝世者
用特殊的方式纪念地震罹难者，也成就了一件了不起的艺术作品。

去纽布里顿图书馆欣赏海景  
360度无死角的海景景观，在一个图书馆内就可以实现。

去国际南极中心体验在南极的感觉
不用去南极也能看到企鹅，更能感受到南极的暴风雪。

去新摄政街感受西班牙风情
在新西兰的土地上，与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泛舟在雅芳河上
阳光明媚，湖面波光粼粼，看小鸭子成群结队游过，享受一下午的英式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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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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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Travel Calendar

新西兰展示周 基督城圣诞游行 基督城南岛美酒美食节  世界街头艺术节

November

1
 August

末
December January

初 初

基督城的传统节日包括元旦（1 月 1 日）、复活节（通常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圣诞（12 月 25 日）、女王生日（6 月第一个星期一）、
劳动节（10 月第四个星期一）等，每年 11 月中旬还有基督城及坎特伯雷地区的周年纪念日， 本市节庆活动也比较多。

基督城内一年一度最热闹
的节庆盛会，整个城市都
被笼罩在节日的喜庆之中。
届时游客可以观看赛马比
赛，参观 时装 秀、农牧 业
展等多种活动，还可以品
尝花式美食，大快朵颐。

为庆祝圣诞到来的游行活
动，人们都会走上街头观
看小丑表演、花车展示，甚
至是明星互动活动，阵容
强大，热闹非凡。

出自新西兰岛知名葡萄酒
产区的葡萄美酒、令人垂涎
欲滴的当地美食，还有欢乐
的音乐及表演等，让基督城
的夏天更加恣意畅快。

世界一流的街头艺术表演
家、音乐家、喜剧演员、杂
技演员齐聚基督城，精湛的
表演和展示绝对让每个人
大饱眼福，也让整个城市沉
浸在欢乐的氛围之中。

注意事项

按照新西兰规定，在圣诞节、复活节前的周五、复活节周日以
及 4 月 25 日澳新军团日下午这三天半时间内，除便利店、加
油站和药店以外，其余商店不得营业，前往游客需要提前了
解清楚情况。

最佳旅行时间

新西兰位于南半球，12 月 - 次年 2 月正值基督城夏季，景色
最为优美，是新西兰最美的季节，适合游玩。

穿衣指南

夏季（12月 -次年 2月） 春（9-11月）秋季（3-5月） 冬季（6-8月）

昼夜温差大，旅客需备好厚衣物 温度适宜，比较凉爽 干燥寒冷，要注意防寒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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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 3日英伦浪漫之旅

推荐行程

旅游天数：3天
    适合谁：想要出境度假的短途旅行者
行程亮点：玩转最具英伦范儿的基督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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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国际南极体验中心
早晨在广州乘坐南方航空 CZ617航班飞往基督城，下午

到达基督城。先在机场附近的国际南极中心停留，参观图片展
和水族馆，看看南岛特有的水下动物。穿上防寒服，在模拟的
南极暴风雪中，提前感受一把有着南极氛围的城市。随后乘坐
南方航空的专车接送服务到达市中心酒店休息，方便第二天
游玩市中心的各大景点。

大教堂广场－基督城植物园－雅芳河－哈格雷公园－新摄
政街

早起前往教堂广场，在 Canterbury Cheese mongers店铺
吃个早餐，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休闲生活。

接着，步行至基督城植物园。作为世界顶级的植物园，这里
溪流环绕，花团锦簇，有着上万品种的植物，光玫瑰就有 250种
之多，被种植于多个附属花园、温室之中。漫步植物园中仿佛来
到秘密花园，有着数不清的珍奇植物等待发掘，相信总能找到
一款你喜欢的。

下午泛舟雅芳河上，随河水穿城而过，船桨划开波光粼粼的
湖面，看阳光与碧绿涟漪融成绚烂的金粉，看野鸭休闲地成群游
过，感受由草地、花园、小动物和清澈河流所构成的英式田园风情，
不由让人感慨基督城的确不负“花园城市”的美誉。

然后去哈格雷公园散步，徜徉在童话般的自然景色中，看繁
花盛开，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远离商业与世俗，静静享受基督城的
美丽与静谧，充分放松身心。

晚上坐有轨电车去新摄政街，漫步于琳琅满目的文艺小店和
西班牙式建筑之间，品味咖啡与精美的甜点，感受一下浓郁的西
班牙情调，顺便买点手信带回家。

坎伯雷博物馆－纸板大教堂－ 185把椅子－纽布里顿图书馆
早起前往坎特伯雷博物馆，这座建筑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

馆内珍藏着基督城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透过多种毛利文物、艺术作品
和动物标本的展览，可以看到渗透其中的基督城文化精髓。

接着步行至纸板大教堂，在欣赏它色彩斑斓的外观、流畅的建筑
线条、精妙的三角顶设计之余，也为其一流的纸板抗震能力所震撼。
在教堂内静静待上一阵，为地震受难者祈祷，可以读懂教堂本身所传
达出来的地震城市的意志与精神。

然后坐公交至 185把椅子，看看当地人为了纪念地震罹难者所用的
特殊纪念方式。在这 185把椅子中，有老年人的椅子，有年轻人的工作椅，
甚至有婴儿摇椅，感受上百生命定格在这椅上的时刻，给人带来心灵的
触动，更让人为基督城这座曾经受过地震创伤城市的人文关怀所感动。

晚上在 Lone Star Cafe & Bar餐厅点一份烤羊排，外焦里嫩、汁香
浓郁的羊排极大能调动你的胃口，不禁大快朵颐。享用完地道又美味
的当地晚餐，圆满结束三天美好的基督城之旅，乘坐南方航空 CZ618
航班返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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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Visa

签证办理

新西兰旅游签证（单次往返旅游签）
签证有效期 

90 天
入境次数

   有效期内单次

停留时间 
30 天

申办费用  
 1120 元

是否需要面签 
否

建议办理时间 
至少提前 20 天办理

新西兰旅游签证（五年多次往返签证）
签证有效期 

 5 年
入境次数
   可多次

停留时间 
 1 个月

申办费用  
在线申请约 1134 元人民币，书面申

请 895 元人民币

是否需要面签 
否

建议办理时间 
至少提前 20 天办理

       申请步骤：
Step 1 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在线填写下载）
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audiences/chinese/
visiting/visitor-visa
中国游客签证申请
中国访客补充表
访问签证审核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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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2 提交签证申请
提交签证申请的方式有两种：
1 亲自提交
2 邮递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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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签证处会通知您前来领回相
关材料。如果您事先要求以邮递方式寄回材料，签证处将会
做邮寄处理。

 

    申请地点：新西兰驻中国各领事馆
北京新西兰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东方银座写字楼 8 
层 J、K、L 室

电话：010-65326688 转 309

领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山东、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和新疆

上海新西兰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13 号久事商务大厦 2 层

电话：021-62797368

领区：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福建、湖北、湖南

新西兰访问签证包括新西兰旅游签证、探亲访友签证、商务签
证、短期学习签证、参加体育比赛签证、新西兰配偶签证以及
新西兰商务签证，前往奥克兰旅游的游客需要办理新西兰旅
游签证。

自 2017 年 5 月 8 日起，符合以下要求的中国游客最多可申请
五年多次往返的旅游签证：
前往新西兰旅游、探亲或进行商务活动的中国公民。但是移
民局不保证每份申请都能获得 5 年签证，将根据每一份申请
的自身情况而定。签证期限将不会超过申请人护照的有效期。

1

出行须知3

Tips
现 新西兰已开通网上申请签证 渠 道，不需亲自前往签证地便可在线

申请（但是电子签证必须为单人旅游签证申请），具体申请步骤可看

官 网：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audiences/chinese/

visiting/visitor-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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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延期

当地护照遗失

新西兰目前不能办理延期，但是从 2017 年 5 月 8 日开始，新
西兰对中国开放五年多次往返旅游签。若超出旅游签证有效
时间，办理延期续签需至少在签证过期前 20 天向新西兰移
民局提交续签申请，办理在线申请，提交材料分别为护照原件、
2 寸照片 2 张、INZ1111 表格和续签解释信。

如护照在基督城遗失、被盗，请尽快向基督城警方报警，并向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申请办理。

办理需时：15 个工作日（需要提前在线预约）

申请步骤：

Step 1

准备资料：

在线填写完整的《护照旅行证申请表》、损毁护照和最近的
新西兰签证原件及复印件（如有）；

符合要求的护照照片 3 张；

申请人书面报告护照损毁、遗失或被盗情况（包含本人姓名、
出生地、出生日期、职业，新西兰地址、电话、原护照信息、家
庭主要成员及电话、护照损毁、遗失或被盗经过）；

填写完整的《补（换）发证件 / 非法移民身份核查表》

官网地址：

ht tp://w w w.chinaconsulate.org.nz/chn/zjf w/bz x z/
t1196817.htm

2

3 时差 Time Difference

基督城位于东十二区，夏令时（10 月至 4 月）当地时间比
中国快 4 小时，冬令时（4 月至 10 月）当地时间比中国快
5 小时。

通信 Communication

国家区号与城市区号 

新西兰国家区号 0064

基督城区号 03

 

1

Step 2

按预约时间，前往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递交材料：

申请地点：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NEW ZEALAND）

地址： 6 Glenmore Street Wellington N. Z.

电子邮箱： info@chinaembassy.org.nz

电话： 0064-4-4721382

传真： 0064-4-4990419

官网：http://www.chinaconsulate.org.nz/chn/zjfw/bzxz/t1196817.htm 

广州新西兰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广州天河北路 28 号时代广场中塔 9 楼 905 室

电话： 020-38910801

领区：广东、广西及海南

香港新西兰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香港湾仔告士大道 128 号祥业大厦 14A 室

电话：0085-2-30711380

领区：香港、澳门

Tips：

• 新西兰护照无加急服务

• 为应对护照丢失的情况，建议在出行前准备好证件照、护照复印件、身

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并与护照分开存放在行李以及随身包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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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卡2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自助游旅行者、
拨打电话较频繁的旅行者

旅行天数较短的旅行者

优势 接听免费，拨打费用便宜
便利店充值方便

无需换号码
联系方便

劣势 流量较贵，需订流量包 漫游收费较贵

资费

新西兰电信运营商主要有 3 家：
1、Vodafone：推荐购买有效期 60 天套餐，49$ 包含

200 分钟国际和当地通话，200 条免费短信，2GB 流量，
充值 20 纽币起（适合旅游游客）；

2、Spark：有效期 30 天的套餐，19$ 包含 100 分钟当地
通话，当地短信无限量，500MB 数据流量，国际通话和
国际短信需另外购买套餐，WiFi 1GB/ 天 , 充值 10 纽币

起（适合商务出行旅游游客）；
3、2 Degrees：有效期 30 天套餐，19$ 包含 50 分钟当
地通话（拨打 2 Degrees 的手机号码无限量），当地短
信无限量，500MB 数据流量，国际通话和国际短信需

另外购买套餐， 充值 10 纽币起；
旅行者可根据需求自行选择合适的手机卡和套餐。

1、中国移动：拨打电话 1.99 ￥/ 分钟，接电话 0.99 ￥/ 分钟，
发短信（中国境内）0.39 ￥/ 条，（其他地区）1.29 ￥/ 条；
2、中国电信：拨打电话 1.99 ￥/ 分钟，接电话 0.99 ￥/ 分钟，
发短信（中国境内）0.39 ￥/ 条，（其他地区）1.29 ￥/ 条；
3、中国联通：拨打电话 6.86 ￥/ 分钟（中国境内），2.86 ￥/
分钟（新西兰地区），接电话 2.86￥/ 分钟，发短信（中国境内）

1.26 ￥/ 条，（其他地区）2.26 ￥/ 条；

 购买途径 机场 前往各大营业厅开通

注意事项
购买套餐费用已包含卡本身的费用，Spark 和 2 

Degrees 的套餐卡都不包含拨往中国境内的通话和短
信，如有此方面需求，还需另开通国际套餐。

如想减少漫游费用，可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接收国内
短信及电话，另一部手机装上当地电话卡，再拨打回去。

基督城市区基本覆盖 WiFi，另基督城图书馆众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都有免费的无线网络可以使用，但小镇地区并不
普遍。

WiFi 租赁：如果在新西兰使用流量较多，可选择在国内进行 WiFi 租赁

租赁地点：各大机场

租赁价格：20-30 元人民币 / 天

WiFi 网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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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消费 Currency 
and Cost

货币：新西兰货币

货币兑换

参考汇率：（2017 年 4 月 17 日）

1 新西兰元 =4.834 人民币元

1 人民币元 =0.202 新西兰元

1 美元 =1.4192 新西兰元

新西兰元现流通的有 5、10、20、50、100 元等面额的纸币，
另有 1、2、5、10、20、50 分及 1 元，2 元，5 元铸币。

1

在国内

目前在国内能兑换新西兰元的银行只有中国银行，兑换币种
比较齐全，去之前建议进行电话咨询，咨询电话：95566

在基督城

基 督城 的 货币兑 换 点 比 较 多，旅 行 者可以在 国 际 机 场 的
Travelex 货币兑换点、市区附近 Westfield Riccarton Mall 的
Lotus Foreign Exchange 货币兑换处，以及基督城各主要邮局

（New Zealand Post）营业门店进行人民币和新西兰元的兑换，
但各兑换点手续费和汇率可能有所不同，需要在兑换钱咨询
兑换点工作人员。建议在国内先兑换部分现金或直接用银联
卡在新西兰 BNZ 银行取款机取现，更加划算。

银联卡的使用3
目前基督城及周边地区的不少商家都可以使用银联卡，在
BNZ 银行和邮局开设的 Kiwibank 的 ATM 上都可以用银联
卡直接取钱，手续费根据国内发卡行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基
督城国际机场航站楼一楼有 BNZ 银行和 ATM 机，单笔最高
可取 800 新西兰元，每日取款限额及手续费需咨询发卡行，
旅行者可以选择到达新西兰后先取部分现金使用。

消费水平4
基 督 城 的 物 价 指 数 略 低 于 奥 克 兰（Auckland）和 惠 灵 顿
（Wellington），在普通快餐店就餐，通常一个汉堡约 6-10 新
西兰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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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插座（和国内一样），如要使用两相插头，建议带上插座
转换器。     

电压 :   230V     

频率 :   50Hz  

电源插座  Outlet

1、新西兰户外的天气变化非常快，尽量准备雨具，厚薄衣服
都要备好，秋冬季提防随时降临的大雪。

2、参加冰山徒步、跳伞等当地活动，很可能因天气变化取消，
尽量选择最早的一班参加。

3、在滨海地区游玩要携带防蚊虫喷雾和长衣长裤等，预防沙
蝇等蚊虫叮咬。

4、新西兰可以使用航拍器拍摄，但严格禁止在机场附近、航
道附近升空航拍器，使用时注意周边其他人的安全。

5、租车自驾旅行是基督城旅行的最佳出行方式。

注意事项Matters 
Need Attention

当地报警：111( 包括火警、警察、救护车、搜救和救援电话 )

领 事 保 护：0086-12308（ 外 交 部领 事保 护 热 线）、0064-3-
3433650（驻基督城总领事馆），0064-4-4721382（驻新西兰
大使馆）

领事馆地址：

106 Hansons Lane,Upper Riccarton,Christchurch,New 
Zealand 8041

紧急求助 Emergenc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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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4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TOP 1 
基督城植物园

TOP 2 
大教堂广场

TOP 4 
雅芳河

TOP 5 
哈格雷公园

TOP 3 
坎特伯雷博物馆 

基 督 城 植 物 园（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

基督城植物园位于雅芳河畔旁，占地三十公顷，园内有上万
种植物类型，植物园主体为玫瑰花，只玫瑰花一种植物就超
过 250 个种类，还有很多本土和进口的植物，并设置有专供
游客欣赏和歇息的区域和设施。游人仿佛置身绿野花海，美
轮美奂。

景点位置：7 Rolleston Ave( 主要入口 )，Riccarton Ave 的
West bridge 和 Woodland Bridge 这两座桥下也有入口

如何前往：可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市中心；也可搭乘公交车至
公交换乘中心后步行也可到达市中心

注意事项：基督城植物园花草众多，对花粉过敏的旅客要留心。

开放时间：

11 月至次年 2 月 3 月和 10 月 4 月至 9 月

07:00-21:00 07:00-20:30 07: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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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广场
（Cathedral Square）
位于市中心的大教堂曾是基督城的地标建筑，
烙印着浓重的文艺复兴痕迹，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但是 2010 年和 2011 年的两次大地
震摧毁了这个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大教堂，虽
然至今仍未曾修复，但是大教堂广场仍旧是
当地人休闲娱乐的好地方，也是基督城游客
必去之地。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Christchurch Central, Christchurch

如何前往：可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市中心；或
从坎特伯雷博物馆门口沿伍斯特大道步行
7-8 分钟即可到达

芒特赫特（Mount Hutt ）

如果你是冬天（6-8 月）前往基督城的旅客，千万不要错
过这个滑雪的天然好时机。距离芒特赫特 30 分钟车程
处有一座哈特山滑雪场，占地 365 公顷，降雪充沛稳定，
滑雪地形优良，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门票价格：无门票，若报名新手课程费则需 120 新西兰元

景点位置：基督城北部，靠近基督城国际机场

如何前往：从基督城自驾前往，90 分钟后达到哈特雪山。

怎么玩：哈特雪山内设世界顶级滑雪运动学校，付新手
课程费即可使用装备，并得到相关滑雪指导。

注意事项：滑雪是专业户外活动，没有滑雪经验的旅客
有必要接受当地专业指导和帮助。

坎特伯雷博物馆（Canterbury Museum）
  

坎特伯雷博物馆位于基督城的市中心，从外表看是一个欧式建筑，但是馆内展示了大量基督城的文化历史，不仅有新西兰的
历史、毛利人的文化，还有来自南太平洋的鸟类标本和帝企鹅的雕塑，栩栩如生。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地震前和地震后对基
督城的影响和变化。

开放时间：10 月至次年 3 月 09:00-17:30，4 月至 9 月 09:00-17:00。

门票价格：捐赠入场（2 新西兰元）

景点位置：Rolleston Ave, Christchurch 8013, New Zealand

如何前往：可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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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芳河（Avon River）

雅芳河是一条贯穿整个基督城的小河，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趁着阳光正好，乘着富有英伦情调的平底船，看着身边成群结队的
鸭子嬉戏打闹，欣赏着河岸两旁灵秀的建筑和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仿佛置身一幅优美的油画，令人心动。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若搭乘方头平底船游雅芳河 20 新西兰元 / 半小时。

景点位置：Avon River,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如何前往：可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市中心；也可搭乘公交车至公交换乘中心后步行也可到达市中心

怎么玩：乘坐英伦风情的方头平底船，顺着雅芳河欣赏两岸美景。

纽布里顿图书馆
（New Brighton Library）
了解过基督城的人都知道，基督城有一个“无
敌海景图书馆”，说的就是这里了。明媚阳
光的下午，面对无垠的碧海蓝天，在图书馆
里拿一本书，点上一杯咖啡，慵懒的坐在落
地窗前的沙发上，什么也不用做，任思绪随
着书本翻飞，享受“面朝大海，书香四溢”
的感觉。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09:00-18:00，周末
10:00-16: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234 Hereford St，Christchurch 
Central，Christchurch 8011

如何前往：驾车前往基督城新布莱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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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大教堂（Cardboard Cathedral）

纸板大教堂是 2011 年基督城大地震过后，请来一位在 2014 年获得普利兹克奖日本建筑师坂茂设计而成。教堂基本上是用
轻质的纸制品板材建成的，虽然是纸板建造，但是十分牢固，采光优良且富有艺术气息，极具线条美。

开放时间：每天 09:00-17: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234 Hereford St，Christchurch Central，Christchurch 8011

如何前往：乘坐公交车至市中心公交换乘中心后步行即可到达

桑莫纳（Sumner）

桑莫纳是一个半岛，位于基督城的东南
处。这个岛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深入
海里的，所以海滨众多，海岸线漫长，
海滩视野开阔。山上还有一些小路供休
闲娱乐之人散步，和基督城市内有着不
一样的体验。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基督城东南方海边郊区

如何前往：搭乘市区公交 3 路到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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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南极中心（International Antarctic Centre）

基督城是世界上距离南极最近的城市之一。国际南极中心位于基督城机场附近，是为管理新西兰、美国、意大利的南极研究项
目而建立的建筑群，在这里，游客不用去南极便可体验到南极的暴风雪，还可以看到南极海底采集的水下标本。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09:00-17:30（包括圣诞节）

门票价格：

景点位置：38 Orchard Road，Christchurch Airport

如何前往：乘坐公交 3 路或者 29 路车到基督城国际机场，即到国际南极中心附近。

注意事项：国际南极中心的模拟环境对南极气候还原度高，不能适应极低温度与暴风雪的旅客还需谨慎体验。

新摄政街（New Regent Street）

新摄政街被称为“新西兰最美的街道”，众多高档商店、咖啡馆、酒吧和西班
牙情调的特色店铺沿街分布，精致的建筑雕刻和街道元素充分保留着西班
牙式风情，既热情洋溢又富有艺术气息，是基督城内购物、聚餐的好地方，也
是旅客挑选手信的好去处。

开放时间：10:00-17:00（各店营业时间略有不同）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Christchurch,New Zealand

如何前往：搭乘有轨电车到新摄政街下车即可到达

如何拍照：品尝香醇咖啡与美味甜点，留下最具西班牙小资情调的食物美照。

蒂卡普湖

蒂卡普湖位于基督城和皇后镇之间，是《霍比特人》的外景拍摄地。如果从基督城驱车向西南方行驶三个小时就可抵达，夜晚
星空璀璨，湖面呈纯净的碧绿色，漫步湖边仿佛置身一个魔幻仙境，还可以捡到很多大松塔，林中野兔非常多。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如何前往：建议自驾（约 3 小时车程）

怎么玩：在湖边散步或者晚上在此露营，看最美星空

   一般价
无限次 Hagglund Ride和

  4D影片体验套票
    邂逅企鹅之旅票价

成人    39新西兰元 59新西兰元   25新西兰元

儿童      19新西兰元  29新西兰元  15新西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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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5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1 2

TOP 1 
羊肉    

TOP 2 
三文鱼

TOP 4
毛利菜

TOP 5
奶油蛋白酥

TOP 3 
生蚝

羊肉

新西兰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国内分布着众多牧场。而在基督
城最受欢迎的肉类食品当属羊肉，肉质紧实，脂香肉嫩，鲜美
而不腻。

推荐餐厅：Pedro's House of Lamb

推荐理由：他们家的店铺是个类似于流动摊点的房车，但是
售卖的烤羊肩、烤羊腿多汁且嫩，十分美味，再配合土豆，风
味更佳！

地址：17b Papanui Road, Merivale, Christchurch 8014, New Zealand

营业时间：每天 16:00-20:00

人均消费：35 新西兰元（一份烤羊肩加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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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蚝

来到一个海滨城市，不得不尝的就是它的海鲜。基督
城有太多鲜美的海鲜，生蚝尤其美味，堪称舌尖一大
享受。

推荐餐厅：Harlequin Public House

推荐理由：基督城一家老木屋别墅风格的高级西餐厅，
生蚝选材讲究，味道鲜美，还可以享受美丽的海滨景色。

地 址： 32 Salisbury Street, Central City,Christchurch,New 
Zealand

营业时间：07:00-24:00

人均消费：35 新西兰元

奶油蛋白酥

奶油蛋白酥是新西兰最著名的甜品，使用的是新西兰的优质奶油，外皮酥脆可口，搭配草莓或者奇异果，酸甜适宜。

推荐餐厅：New Zealand Natural Ice Cream

推荐理由：基督城知名的冰淇淋甜品店，香甜可口，奶味正宗，口味众多，其中麦卢卡蜂蜜口味的人气特别高。

地址：129 Riccarton Rd Riccarton 8041 New Zealand

营业时间：09:00-18:00

人均消费：10 新西兰元

毛利菜

毛利菜是新西兰特有的一种环太平洋菜系，各式新鲜海鲜是
主打菜，还有鲜嫩的牛羊肉和闻名遐迩的奶酪，共同组合成
了风味独特的毛利菜，给人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

推荐餐厅：Pescatore Restaurant

推荐理由：被誉为新西兰最好的现代餐厅之一，有着高水准
的服务，优雅的就餐环境，最重要的当然是还有最美味的当
地菜。

地址： 50 Park Terrace, Christchurch 8001, New Zealand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18:00— 24:00（节假日不营业）

人均消费：100 新西兰元以上

三文鱼

新西兰靠近海边，环境优美，出产世界上最
纯净的淡水三文鱼，基督城的三文鱼也榜上
有名。将本地特有的三文鱼微微熏烤，再浇
上几滴清新的柠檬汁，保留住鱼肉的鲜嫩口
感，丝毫不不见油腻和腥味，鲜美可口的基
督城三文鱼大功告成。

推荐餐厅：Dux Dine

推荐理由：装修典雅精致，服务态度一流。
讲究食材品质，尤其是海鲜挑选严格，蔬菜
也都来自自种菜园，在当地人气很高。

地 址： 28 Riccarton Rd, Riccarton, Christchurch 
8011

营业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07:00 开门，周末
09:00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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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基督城市中心
市中心一带是基督城最繁华的区域之一，聚集着众多新西兰美食，餐厅也各有特色。

Christchurch Tramway Restaurant 餐厅
这家餐厅是在一个有轨电车上，非常有特色的基督城餐厅，是搭乘电车游览基督城的一个特殊车厢，上面供应西餐 , 可以一边
就餐，一边随着电车的缓慢开行环游基督城的中心城区。

地址：109 Worcester Street Shop 13, Cathedral Junction

营业时间：07:00-19:30

人均消费：100 新西兰元

Bloody Mary’s 餐厅
这是一家装修豪华的西餐厅，提供最多 45 天的干式熟成坎特伯雷牛排，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另外食物价格也比较合理，性
价比高，还有很多明星光顾。

地址：Latimer Square

营业时间：06:00-22:00

人均消费：80 新西兰元

Lone Star Cafe & Bar 餐厅
推荐理由：餐量很大，而且性价比很高，属于基督城人气餐厅 TOP5 之内的餐厅，推荐猪肋排和羊排。

地址：26 Manchester St|Christchurch City,Christchurch8011,New Zealand

营业时间：10:00-21:30

人均消费：50-80 新西兰元

基督城农贸市场
这是一个开放式市场，但只有周六的时候才有，市场内的原料、食材都是新鲜采摘的，有机且健康，你可以在这里可以买到最
新鲜的蔬菜、水果、咖啡、奶酪等奶制品，还有机会观看现场音乐演出。

地址：Riccarton House，16 Kahu Road，Riccarton

营业时间：每周六上午 09:00 至下午 13:00

人均消费：视购物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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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6

最热榜单1

Westfield Riccarton

Westfield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连锁商场，同时这是基督城
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号称可以买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地址：129 Riccarton Rd,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如何前往：乘坐 80、100、Y 路至 Westfield Riccarton 即可
到达

必败好物：新西兰保健品

售价：20-60 新西兰元不等

Re: START

Re: START 是由一个集装箱市场改造
而成的购物天地，是地震后政府开放
的首个商业区，将其命名为 Re: START
也是因为希望大地震之后人们可以重
建家园，重新过上美好生活。这里的
特点是用各种集装箱布置商店，建设
快，外观色彩靓丽，人气旺，是凝聚震
后基督城人们精神的地方。

地 址：84/126 Cashel St，CBD，Christchurch 
8011，New Zealand

如何前往：往 Colombo Street 以南方
向走，走到 Cashel Street 路口再向西
走即到

必败好物：奶制品、手工艺品

售价：奶酪一般 10 新西兰元左右一包

Dress Smart Hornby

主要出售衣服鞋帽等服装配饰，汇聚着 50 多家大众服
装品牌，如 adidas、New Balance、Esprit 等，其中以户
外服饰或装备居多，遇上节假日打折季商品非常实惠，值
得前往一淘。

地址：Countdown Church Corner, Christchurch

如何前往：乘 坐 125、130、140、Y 至 Main South Rd 
near Carmen Rd 下车

必败好物：户外装备

售价：视品牌和节假日打折活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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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7
基督城外环

35% 旅客的选择
市中心

30% 旅客的选择
基督城机场

25%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丛林步道；集市
基督城植物园、雅芳河、大教堂广场、哈格雷

公园、南极中心
国际南极中心

交通 有轨电车、公交、自驾均可 有轨电车、公交、自驾均可 国际南极中心

均价 700-1000 人民币 600-1500 人民币 500-1200 人民币

优点
自然环境优美；

人均价格相对便宜

距离各景点近，

出行游玩便捷
适合转机，出入境便捷

缺点 周边景点较少 不是特别热闹 距离景点和市中心较远

适合谁 家庭度假游 家庭度假游 赶时间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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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8
外部交通1

飞机

基督城国际机场是基督城的机场 , 位于离市中心西北面约 12 公里处，是新西兰南岛最大和最繁忙的机场。南航现已开通广州 -
基督城的直飞航班，航班信息如下：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长 班期

广州—基督城 CZ617 00:50 16:10 11小时 20分 周三、五、日

基督城—广州 CZ618 21:30 05:30（+1天） 12小时 周三、五、日

火车

从基督城火车站出发，有两条风景秀美的火车线路。一条往
北经凯库拉到皮克顿，另一条往西经阿瑟山口到格雷茅斯，
这两条线路都是很值得游览的火车路线。基督城火车站在市
中心西南角。

  基督城火车路线图



22Christchurch            基督城

公交

基督城内的公交网络叫 Metro，是有 38 条路线的巴士，其中常用到市中心的公交有 3 路、17 路、40 路等。乘车价格按区域划分，
从区域 1 到区域 3 搭乘公交，成人票价在 3.5-6.2 新西兰元之间。
拥有公交卡 (Metrocard) 可以便宜 25%，不过要先花 10 新西兰元购买公交卡，适用于坐公交次数较多，在基督城停留时间较
长的朋友。公交卡可以在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 或者纽布里顿图书馆 (New Brighton Library) 买到。

轨道交通

目前基督城有轨电车已全线恢复开通，运行时间为每天 09:00-17:00，起始站为大教堂路口，沿途经过大教堂广场、“重新开
始”购物广场（Re:Start Mall）、雅芳河（Avon River）、基督城艺术馆（Art Gallery）、坎特伯雷博物馆、植物园、新摄政街（New 
Regent Street）等主要景点，且车票当天可重复使用。

出租车

在基督城内如果没有提前预约，很难在街上直接打到出租车。基督城的出租车费用较贵，由起步价、公里数和等侯时间三部分
组成。基督城各出租车公司的计费标准并不统一，其中收费最低的出租车公司为 First Direct，最高的为 Mainland Taxis。
收费详情：

内部交通2

基督城长途汽车站

地址：190 Armagh St, Christchurch Central, Christchurch 8011            

        基督城往北 
            凯库拉             皮克顿             尼尔森

            3小时             5小时             6小时

        基督城往西
         格雷茅斯            皇后镇            库克山             蒂卡普

            3小时             5小时             3小时              3小时

       基督城往南
           蒂马鲁             奥马鲁            但尼丁            因弗卡吉

           2小时             3小时            4小时              7小时  

   成人票价 儿童票价（15岁以下）

      一般价 20新西兰元              免费

雅芳河泛舟和

有轨电车套票
43新西兰元 12新西兰元（5-15岁）

        起步价               每公里价格               等候时间价格         进出机场收费价格

2.9-3.3新西兰元           2.9-3.3新西兰元      1.3-1.4新西兰元 /分钟    加收 5.5-6.0新西兰元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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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9

基督城虽在 2011 年经历了大地震之后，
有不少的历史建筑都被损坏，

但是整个城市的历史韵味还在。
不仅有新西兰的底蕴，

还有英式和西班牙式的风格，
所以远离喧嚣的城市，

来这里度假，
是很多游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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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3日南岛自驾探险之旅
旅游天数：3天
    适合谁：自驾游爱好者
行程亮点：一路畅行，享受新西兰绝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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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基督城—蒂卡波湖
在酒店吃过早餐后，旅行者可以先去基督城植物园走走，

欣赏园内的珍奇植物，中午在雅芳河边，来一次田园野餐，感
受由草地、花园、小动物和清澈河流所构成的英式田园风情，
享受基督城的花园风情。

下午，从基督城自驾前往蒂卡波湖，大约 3小时就可以抵
达美丽迷人的蒂卡波湖，路上的风景也很美，值得留意。当你
到达蒂卡波湖时，你会恍然觉得自己来到了人间仙境，欣赏蒂
卡波湖被金色灿烂的阳光笼罩，四周的森林寂静无声，白雪
皑皑之中还可以看见远处一望无际的雪山。

在蒂卡波湖，旅行者可以尽情的欣赏湖光山色，不过要注
意时间，赶在天黑之前抵达但尼丁，以免夜间开车过于疲劳。

但尼丁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蒂安瑙萤火虫洞
但尼丁最具特色的是整个城市建筑都是典型的苏格兰风格，

旅行者在但尼丁停留时，一定不要错过拉那克城堡。它是新西兰
唯一的古堡，坐落于群山之上，结构华丽，不仅有意大利的石膏
天花板、威尼斯的玻璃墙、一吨重的大理石浴盆，还有南半球唯
一的乔治王时代的悬梯。站在城堡上眺望，美丽的海湾景致尽收
眼底。中午，可以在但尼丁享用一顿美味的苏格兰风味大餐，补
充好体力后再出发。

下午可以早点自驾前往皇后镇，先去游览米尔福德峡湾，当
你进入米尔福峡湾，仿佛闯入一个蓝宝石国度，那保留着天然湛
蓝色的峡湾水面，清澈而宁静，纤尘不染，让人不忍走近。峡湾两
岸峭壁耸立，冰川连绵，还有众多瀑布顺着山川倾泻而下，突破
人们一切关于壮阔自然的想象，也像上帝遗落人间的明珠，不带
尘世气息，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八大奇观。乘船渡过峡湾时，还
有机会见到附近的海豚、企鹅、海豹等生物穿水而过，堪称水中
奇遇。

游览完美妙的峡湾风光之后，旅行者可以乘坐当地轮渡参观
蒂安瑙萤火虫洞。岩洞水域内一片漆黑，却只见漫天绿色微光闪
烁，仿佛坠入无边无际的星河，梦幻不已。参观完萤火虫洞，就在
附近的蒂阿瑙湖边住宿，在宁静的自然之夜枕着水声入眠。

箭镇 -瓦纳卡湖
早起吃过早餐后，从皇后镇开车大约半小时可抵达箭镇，这里曾经是

热闹的淘金地，现在每当金秋时节，五彩林缤纷绚烂，居民区犹如置身画中
一样。

从箭镇驱车大约 1.5小时可到达这个地广人稀的小镇中心。一万年前由
巨大的冰川所造就的瓦纳卡湖与哈威亚湖相邻而居，被一小块名为“颈项”
的银白色土地所分隔。这两座为壮丽山峰所包围的湖泊有着美丽的鹅卵石
滩，是当地人和游客的热门观光景点。观光结束后后便可圆满结束三天的
南岛自驾之旅，驾车返回基督城，乘坐南方航空 CZ618航班返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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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岛跨越南岛 8日探险之旅

旅游天数： 8 天
    适合谁：想要探索新西兰风光且时间充裕的游客
行程亮点：既有文化体验，又有类似南极的自然风光之美。

基督城 -格雷茅斯 -冰河小镇 -皇后镇 -米尔福德峡湾 -蓝眼企鹅栖息地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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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Y

国际南极体验中心 -大教堂广场 -基督城植物园 -雅芳河 -哈格雷公园 -
新摄政街（基督城）

上午：到达基督城机场后，先在机场附近的国际南极中心停留，参观图片
展和水族馆，看看南岛特有的水下动物。穿上防寒服，在模拟的南极暴风雪中，
提前感受有南极氛围的城市。随后乘坐南方航空的专机接送服务到达市中心
酒店，方便接下来的行程。接着前往教堂广场，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休闲生活。

下午：步行至基督城植物园。作为世界顶级的植物园，这里溪流环绕，
花团锦簇，有着上万品种的植物，光玫瑰就有 250种之多，被种植于多个附
属花园、温室之中。漫步植物园中仿佛来到秘密花园，有着数不清的珍奇植
物等待发掘，相信总能找到一款你喜欢的。

然后泛舟雅芳河上，随河水穿城而过，船桨划开波光粼粼的湖面，看阳
光与碧绿涟漪融成绚烂的金粉，看野鸭休闲地成群游过，感受由草地、花园、
小动物和清澈河流所构成的英式田园风情，不由让人感慨基督城的确不负“花
园城市”的美誉。

接着去哈格雷公园散步，徜徉在童话般的自然景色中，看繁花盛开，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远离商业与世俗，静静享受基督城的美丽与静谧 ,充分
放松身心。

晚上：坐有轨电车去新摄政街，漫步于琳琅满目的文艺小店和西班牙式
建筑之间，品味咖啡与精美的甜点，感受一下浓郁的西班牙情调，顺便买点手
信带回家。

坎伯雷博物馆 -纸板大教堂 -185把椅子 -纽布里顿图书
馆（基督城）

上午：早起前往坎特伯雷博物馆，这座建筑具有典型的欧
式建筑风格，馆内珍藏着基督城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透过多种
毛利文物、艺术作品和动物标本的展览，可以看到渗透其中基
督城的文化精髓。

接着步行至纸板大教堂，在欣赏它色彩斑斓的外观、流
畅的建筑线条、精妙的三角顶设计之余，也为其一流的纸板抗
震能力所震撼。在教堂内静静待上一阵，为地震受难者祈祷，
可以读懂教堂本身所传达出来的地震城市的意志与精神。

下午：坐公交至 185把椅子，看看当地人为了纪念在地震
中不幸逝去者所用的特殊纪念方式。在这 185把椅子中，有老
年人的椅子，有年轻人的工作椅，甚至有婴儿摇椅，上百生命
定格在这椅上的时刻，给人带来心灵的触动，更让人为基督城
这座曾经受过地震创伤城市的人文关怀所感动。

然后前往纽布里顿图书馆。纽布里顿图书馆拥有超大海
景景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新西兰人的生活方式：品着书香，伴
着咖啡的香气，懒散的度过一整天。

晚上：在 Lone Star Cafe & Bar餐厅点一份烤羊排，外焦
里嫩、汁香浓郁的羊排能极大调动你的胃口，不禁大快朵颐。
享用完地道又美味的当地晚餐，圆满结束美好的基督城之旅。

1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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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 -格雷茅斯
上午：早起从基督城搭乘长途汽车直达格雷茅斯，全程约两小时。

在这座美丽的西海岸小镇上，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有许多充满历史感
的老建筑，无论是上世纪的啤酒厂，还是古旧的蒸汽火车站，仿佛都让
这座海边小镇的时间倒流了。

中午：在路边咖啡小店点上一杯咖啡，外加一套快餐，轻松享用一
顿海边阳光午餐。

下午：前往格雷茅斯小镇以北的普纳凯基观看千层石岩。这处由海
风与海水侵蚀所天然堆积而成的岩层形成于三万年前，站在景区内可
以观赏到上百道石柱如利剑般刺向悬崖峭壁的壮观景象，还有海边岩
洞向上喷出高达几十米水柱的奇观，规模之大，动人心魄。

晚上：在格雷茅斯住宿，方便第二天前往冰河小镇。

格雷茅斯 -冰河小镇 -皇后镇
上午：早上从格雷茅斯出发乘车前往冰河小镇。漫步冰川

步道，可以看见白茫茫的冰雪世界映衬着田园风情，别有一番
味道。冰河小镇地域开阔，景色宜人，来一次刺激的跳伞体验，
或者搭乘直升飞机鸟瞰地面，瑰丽的冰川尽收眼底，纯净得
像世外仙境，冰川之旅不虚此行。

下午：乘车前往皇后镇，乘坐当地轮渡参观蒂安瑙萤火
虫洞。岩洞水域内一片漆黑，却只见漫天绿色微光闪烁，仿佛
坠入无边无际的星河，梦幻不已。

晚上：参观完萤火虫洞，就在附近的蒂阿瑙湖边住宿，在
宁静的自然之夜枕着水声入眠，也便于第二天参观附近的景
点米尔福德峡湾。

皇后镇 -米福尔德峡湾
上午：早起从皇后镇出发，再乘车大约 4至 5个小时，大

约于中午抵达米福尔德峡湾。
下午：进入峡湾，仿佛闯入一个蓝宝石国度，那保留着天

然湛蓝色的峡湾水面 ,清澈而宁静，纤尘不染，让人不忍走近。
峡湾两岸峭壁耸立，冰川连绵，还有众多瀑布顺着山川倾泻
而下，突破人们一切关于壮阔自然的想象，也像上帝遗落人间
的明珠，不带尘世气息，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八大奇观。乘船
渡过峡湾时，还有机会见到附近的海豚、企鹅、海豹等生物穿
水而过，堪称水中奇遇。

晚上：游览结束后返回皇后镇住宿休息，方便第二天前往
蓝眼企鹅栖息地游玩。

皇后镇 -奥马鲁 -基督城
上午：早上起床乘车出发前往奥马鲁。奥马鲁是新西兰唯一的蓝眼企鹅栖息地，蓝眼企鹅是一种较为少见的企鹅品种，

体型小巧，有着蓝色翅膀，长相呆萌可爱，每天傍晚的企鹅归巢堪称壮观，吸引着无数旅客前来参观，也是新西兰南岛旅
行必去之地。

下午：可以随意漫步奥马鲁，欣赏当地充满历史感的石灰岩建筑和蒸汽朋克建筑，去海滩走走，或者下水畅游，在这座保留
着原始自然态的滨海小镇度过悠闲的小半日。

傍晚：观赏上千只蓝眼企鹅归巢喂食幼小企鹅的壮观景象，看着小企鹅们成群结队登岸蹒跚前行，不由感慨自己已经离南
极如此之近。但要注意必须在远处参观，且参观过程中不能使用闪光灯拍照，以免打扰这群可爱的南极精灵。

随后乘坐大巴从奥马鲁出发，沿着美丽的东海岸一路北上，欣赏沿途如画的风景。大约三四小时后抵达基督城，并从基督
城搭乘飞奥克兰的航班，大约一个半小时。晚上到达奥克兰后，乘坐机场大巴去往奥克兰市中心的酒店，办理入住后就可以休
息啦。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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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Y

7
DAY

奥克兰中央公园 -天空塔 -奥克兰博物馆 -皇后大街（奥克兰）
早上：早起吃完早餐，开始奥克兰的愉快之旅。
首先步行至奥克兰中央公园，先感受一下奥克兰的休闲氛围和生活气息，

公园内还有两个花园，分别为温室花园和冷室花园，温室花园中种植着一些
热带植物，品种很多；冷室花园中生长着一些在常温状态下即可生存的植物，
感兴趣的可以上前进行观赏。

中午：去天空塔的 Depot餐厅吃饭，来一份他们家的特色牛排和海鲜。
下午：如果在 Depot餐厅吃饭即可免费游览天空塔，天空塔是奥克兰的

地标建筑，高 328米，在最顶端有为游客准备的观景台，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
可看到大半个奥克兰的样貌，游客可以选择乘坐电梯上去，也可以选择自己步
行登顶。

接着步行前往奥克兰博物馆，在这里有各种毛利文化的展示，同时还有
毛利文化表演是来到奥克兰博物馆不可错过的绝妙体验，进入博物馆内可向
工作人员索要一份中文游览地图，方便您的观赏。

晚上：由于住在奥克兰市中心，所以晚上出行会很方便，可前往皇后大街
体验一下奥克兰市中心最繁华热闹的地带，选择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和小店随
处逛一逛，在此期间也可以买一些新西兰特色手信带回家，亲身体会奥克兰
的文化。由于今天步行较多，所以建议早点回酒店休息，养好精神准备最后一
天的行程。

奥克兰海事博物馆 -奥克兰高架桥港 -码头大厦 -奥克兰
艺术馆 -奥克兰大学（奥克兰）

上午：早起前往奥克兰海事博物馆，奥克兰是一个海港
城市，除了毛利文化之外，海事文化也值得一看；奥克兰海事
博物馆里展示了毛利人是如何利用各种工具发展捕鲸业以及
曾经在这片区域上欧洲人是如何进行贸易交易的活动展示；
另外，博物馆里还有一些最初移民来到奥克兰的人们的资料
和海报，令人印象深刻。

下午：步行前往奥克兰高架桥港，看一看“帆船之都”的
盛况。这里是吃喝玩乐的集聚地，有一个农贸市场，里面售卖
的都是新鲜的鱼类和肉类，还有好喝的咖啡和甜品；在这个
海港上还有很多豪华的游艇停靠在这里，景象尤为壮观。

然后去码头大厦，码头大厦是奥克兰最令人瞩目的建筑，
虽然内部没有开放，但仅凭其外观就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观
看；码头大厦始建于 1012年，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
至今仍伫立在这座城市，颇具历史感。

接着步行至奥克兰艺术馆，它是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艺
术馆，馆内装修风格十分简约，色调以白色为主，珍品展览有
1万多件，全都是欧洲知名大师的画作，不同种类不同风格一
定会让你如痴如醉。

晚上：可步行至奥克兰大学进行参观，都说一座城市的文
化精粹都在城市的大学里，而在奥克兰大学里最能体现奥克
兰文化氛围的非图书馆莫属了，在奥克兰大学图书馆旁边还
有个书籍小店，里面的藏书数不胜数，喜欢读书的游客可以前
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带回家。接着从奥克兰乘坐南航
航班飞往广州，回到温暖的家。

自驾注意事项：
新西兰南岛弯路较多，自驾时要谨慎慢行；

驾驶时必须沿公路左侧行驶；

长时间驾驶后要及时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新西兰气候多变，上路驾驶前提前看好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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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郑重声明：
       本攻略部分内容来自于第三方或用户提供，且任何信息都存在滞后或会被更新的可能，因此南航不能保证在任何时
候任何信息都准确无误。您应谨慎判断确定相关服务及 / 或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责
任与损失。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