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兰探索号巴士(随上随下)
HOP ON, HOP OFF

EXPLORER
2017 年冬天
每隔一
小时

为了给您和其他乘客创造一个良好的乘车环境，在巴士行驶过程中请勿大声喧哗！

红色环形线路
9

飞利浦角/王子码头 (第 9 站)
此站点位于高架桥港 (Viaduct Harbour) 和王子码头 (Princes Wharf) 的入口处。奥克兰有两个主要的游轮
码头，为不断增加的到港游客提供服务，王子码头便是其中之一。王子码头建于 1929 年，并在 90 年代初经
过重建，如今集合了希尔顿酒店、众多餐厅、公寓和办公空间。此站点同时方便前往高架桥港和温亚德海滨
新区 (Wynyard Quarter)。乘客可以在新西兰国家海事博物馆 (Voyager Maritime Museum) 探索这个国家
丰富的航海历史；乘坐豪华游艇享受海上乐趣；或者漫步港口欣赏停靠于此的超级游轮；也可以在海边林立
的餐厅和酒吧中享受美食美酒与一流服务。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 (每 30 分钟一班) 9am - 4pm (5pm 结束)
冬季 (每 1 小时一班) 9am - 4pm (5pm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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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看台 (第 1 站)
从堡垒看台（Bastion Point）可以观望豪拉基湾岛屿和怀特玛塔海港 (Waitemata Harbour) 的景色。这是个
玩风筝的热门地点，它的名字是因为这里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残留的堡垒和炮台。Michael Joseph Savage 纪
念花园，是为纪念 30 年代的劳工党的传奇人物和总理而建，也值得参观。如果您想去使命湾（Mission
Bay）海滩和其附近的餐厅，从这里有小路通下山至使命湾，可询问司机具体路线。请注意这小路十分陡峭，
如果您想要回到此站搭乘巴士请预留步行返回的时间。或者您也可以从塔马基大道(Tamaki Drive) 顺着海
滨走到凯利塔顿海洋世界 (Kelly Tarltons SEA LIFE Aquarium) 门口的巴士站搭车。如果遇到好天气， 这
会是个很美好的步行经历。步行请预留 30 分钟。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 (每 30 分钟一班) 9.10am - 4.10pm
冬季 (每 1 小时一班) 9.10am - 4.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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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塔顿 (海洋世界) (第 2 站)
- 新增 8 个各具特色的主题区！
- 世界最大的企鹅栖息地展区

- 世界最大种类的黄貂鱼

- 新西兰最大的鲨鱼观赏区		

- 世界唯一的刺海龙主题馆

- 全新的水母主题馆		

- 新西兰唯一的活水母展区

- 新设的互动式知识测验小道 (Quiz Trail) 可以让青少年游客在游览海洋世界的同时，亲身感受著名海洋考
古学家凯利•塔顿先生的生活和工作！
- 海洋世界展出有 30 多种动物，超过 80 种不同的生物种类，使用超过 300 万公升的海水，每天消耗 4
公吨人造雪。
此景区需要 1-2 小时来参观。海洋世界的入口在巴士站旁，而出口则在停车场的另一边，所以请预留几分钟
回到巴士站。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每 30 分钟一班) 9.15am - 4.15pm
冬季 (每 1 小时一班) 9.15am - 4.15pm

特价优惠
出示您的奥克兰
探索号巴士一日
乘车券可以享受
以下特价优惠

奥克兰博物馆普通门票 | 优惠 20% (成人$25，儿童$10，家庭$60)

天空塔 | 优惠 10% (成人全票$29)

奥克兰博物馆门票套餐 | 优惠 10% (套餐：$40 起)

天空塔礼品店 | 优惠 10%，需购买天空塔全票并消费$10 以上
天空塔高空漫步 | 成人优惠$20 (仅限成人$145)

海事博物馆 | 优惠 15% (门票$20)

天空塔高空飞跳 | 成人优惠$30 (仅限成人$225)

伊甸公园 | 优惠 25% (成人$8)
MOTAT | 优惠 25% (成人$19，儿童$10)
奥克兰喷射快艇 | 优惠$40 成人$98)
奥克兰探险鸭水陆观光 | 优惠$20 (成人$68)
凯利塔顿海洋世界 | 优惠 15% (成人$39，老年人$30，儿童$27)

奥克兰动物园 | 优惠 10% (成人$28、儿童 $12)
第 9 站附近的 Degree Gastrobar | 优惠 10%

2016 年 10 月 1 日

3

帕内尔玫瑰园 (第 3 站)
争奇斗艳的帕内尔玫瑰园(Parnell Rose Gardens)展示新式的品种和多年的旧有玫瑰花品种，其中许多是国
际著名的玫瑰花育种。最佳赏花时间为每年的十月到隔年四月。
此站较适合在夏季开花季节游览。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每 30 分钟一班) 9.20am - 4.20pm
(冬季每 1 小时一班 9.20am - 4.2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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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大教堂 (第 4 站)
奥克兰的圣三一大教堂(Holy Trinity)是一个做礼拜，合唱班音乐团，艺术观赏， 建筑研究，学习和感受历史
的场所。此教堂经常有音乐会和各式各样的文化表演。大教堂位于帕内尔区， 前身为圣玛丽天主教大教堂。
圣三一大教堂欢迎游客每天来参观。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著名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爵士(Sir Edmund
Hillary)的葬礼于 2008 年在这里举行。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每 30 分钟一班) 9.25am - 4.25pm
(冬季每 1 小时一班 9.25am - 4.2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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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hange stop
Change buses here to
switch between Red and
Blue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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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博物馆 (第 5 站)
这是到奥克兰的游客必看景点。广阔的三层楼内讲述着新西兰的历史，展示着战争带给国家的损失和给人民
带去的痛苦。游客在这里还可以参观到独具特色的古老的自然历史和无价的毛利及太平洋岛国的宝贵珍藏
等。每天中午 11 点、12 点和下午 1 点半可观赏精彩的毛利族歌舞文化表演 (在夏季旅游高峰期,在 2.30pm
还会举行一次表演) 。如果您不想参观博物馆,准备在这里等待乘坐蓝色环形线路,可以在门厅处的咖啡厅休
息,这里还设有纪念品商店和洗手间。在离博物馆不远处有可免费入内的冬季花园(Winter Gardens)、鸭子池
塘和天然泉，非常值得前往观看。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 (每 30 分钟一班) 9.30am - 4.30pm
(冬季每 1 小时一班 9.30am - 4.30pm)

帕内尔村 (第 6 站)
这里是新西兰最古老的住宅区，以其众多的艺术家画廊，路旁温馨的咖啡馆，各国的美食餐馆和迷人的艺术
设计的精品店等而闻名。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每 30 分钟一班) 9.35am - 4.35pm
(冬季每 1 小时一班 9.35am - 4.3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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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剧院区 (第 7 站)
此站位于奥克兰主要街道皇后街的上端。在这里可以逛街购物，或是斜过马路参观奥克兰美术馆(Art
Gallery)、游览美丽的艾伯特公园(Albert Park)。奥克兰美术馆是新西兰规模最大的艺术馆，展出着国内外
逾 15000 件艺术作品，还提供免费带导游的馆内参观团。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每 30 分钟一班) 9.40am - 4.40pm
(冬季每 1 小时一班 9.40am - 4.4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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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城和天空塔 (第 8 站)
拥有高度 328 米的天空塔是新西兰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地标，从天空塔的观赏台可以观赏到四面八方每一角
度远及 80 公里的全面动人景色。乘坐透明玻璃电梯可以到达天空塔的三个观赏台，如果希望体验更加刺激
的观赏方式可以在高 192 米的室外观赏台进行空中漫步，还可以参加“天空跳” 的极限运动！天空城有一家赌
场、两家酒店以及逾 25 间餐厅酒吧和咖啡厅。
红色环形线路巴士从此站出发的时间：夏季(每 30 分钟一班) 9.45am - 4.45pm
(冬季每 1 小时一班 9.45am - 4.45pm)

蓝色环形线路
在奥克兰博物馆前，夏季每 30 分钟与红色环形线路衔接 5
从奥克兰博物馆出发的时间 (夏季)：
9.30am, 10.30am, 11am, 11.30am, 12noon, 12.30pm, 1pm, 1.30pm, 2pm, 2.30pm, 3pm, 3.30pm
(蓝色环形线路末班巴车于 4.30pm 抵达终点站博物馆，可换乘前往市区的红色线路末班车)
冬季出发时间：9.30am, 10.30am, 11.30am, 12.30pm, 1.30pm, 2.30pm, 3.30pm (蓝色环形线路末班巴
车于 4.30pm 抵达终点站博物馆，可换乘前往市区的红色线路末班车)

A

冬季花园 (A 站)
冬季花园(Winter Gardens)、鸭子塘和一个天然喷泉及咖啡厅距离博物馆仅有短短的一段步行路程，免费
对外开放，是值得一游的好地方。你可以在返回博物馆之后再步行回到这里。
蓝色环形线路巴士每 30 分钟从此站出发：9.35am - 3.35pm
(冬季每小时出发：9.35am - 3.35pm)

B

伊甸公园 (B 站)
伊甸公园被誉为奥克兰保护最好的神秘花园，也是一个神奇的艺术缩影和手工艺的园林。1964 年，一个非
常有远见的志愿团队开始了把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改造成一个布满火山岩石的死火山。今天，这个犹如天堂
般的花园是南半球最大的一个收集山茶花之地。公园内一家咖啡厅每日营业。
蓝色环形线路巴士每 30 分钟从此站出发：9.45am - 3.45pm
(冬季每小时出发：9.45am - 3.45pm)

C

伊甸山 (C 站 )
芒格法劳伊甸山(Mt Eden)是奥克兰最著名的标志物之一，也是奥克兰最高的火山口， 在伊甸山顶可以俯
瞰奥克兰和怀特玛塔港湾的风景。由于奥克兰市议会不允许观光巴士行驶至伊甸山山顶, 游客需从巴士站
步行 300 米至山顶，需要一定程度的体力和健康状况。
蓝色环形线路巴士每 30 分钟从此站出发：9.50am - 3.50pm
(冬季每小时出发：9.50am - 3.50pm)
伊甸公园体育场 (开车经过) - 伊甸公园(Eden Park)是新西兰最大的体育场，设有 6 万个座位。在过去的
100 年里，这里见证了许多新西兰值得骄傲的体育盛事。包括 1950 年帝国运动会，1987 年和 2011 年橄
榄球世界杯决赛，以及 1992 年的板球世界杯。

D

圣路克斯购物中心 (D 站)
奥克兰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蓝色环形线路巴士每 30 分钟从此站出发：10.00am - 4.00pm
(冬季每小时出发：10.00am - 4.00pm)

E

奥克兰动物园 (E 站).
奥克兰动物园建在占地 17 公顷的郁郁葱葱的风景区中，是新西兰最大的收集本土及外来动物的场所。如
果您还没有见过几维鸟，奥克兰动物园是您非常值得一览的地方。
蓝色环形线路巴士每 30 分钟从此站出发：10.10am - 4.10pm
(冬季每小时出发：10.10am - 4.10pm)

F

MOTAT(交通科技博物馆) (F 站) (如需停留请告知司机)
MOTAT 是新西兰首屈一指的交通科技博物馆，占地 40 英亩。博物馆将带您以互动的方式浏览众多曾促进
新西兰发展的科技成果。如需在此站停留，请告知司机。
蓝色环形线路巴士每 30 分钟从此站出发：10.15am - 4.15pm
(冬季每小时出发：10.15am - 4.15pm)

温馨提示——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您的一日乘车券： 您可以乘坐巴士先环游一圈后再决定下车的地点， 但更建议您在心仪的景点就抓紧
时间下车游览。红色环形线路和蓝色环形线路 - 每 30 分钟（冬季每 1 小时）发车一次. 如果您不再需要此手册，请交还给巴士司机， 以
便资源再利用。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