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

首班车发车时间：上午9:00

1

号站点

末班车返回时间：下午5:00

蓝线

高架桥港/王子码头

首班车发车时间：上午9:30 末班车返回时间：下午4:30

6 10

我们在高架桥港入口处设立的停靠站是距离王子码头 (Princes Wharf) 和皇后码头 (Queens Wharf) 最近的站点。
这里曾在2000年和2003年举办美洲杯帆船赛。漫步欣赏停泊在码头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游艇，眺望奥克兰海港大
桥，在新西兰海事博物馆 (New Zealand Maritime Museum) 探索我们丰富的海事历史，或在海滨林立的酒吧和餐
厅享受世界一流的美食和服务。走过蒂维罗桥 (Te Wero Bridge)，徒步游览最新重建的温亚德海滨新区 (Wynyard
Quarter) 和赛罗公园 (Silo Park)。这里是奥克兰鱼市 (Auckland Fish Market) 所在地，还有许多海滨餐厅和酒吧，
以及各种儿童游乐场。

号站点 号站点

首班车发车：上午9:00，末班车发车：下午4:00，到达终点：下午5:00

2

号站点

堡垒看台
从堡垒看台 (Bastion Point) 可以眺望市中心和怀特玛塔海港
(Waitematā Harbour) 的壮丽景色，还可以参观宁静宜人的迈克
尔·约瑟夫·萨维奇纪念花园 (Michael Joseph Savage Memorial
Gardens)。沿着小路下山后便是使命湾 (Mission Bay)，这里有迷人
的海滩和鳞次栉比的餐厅。 请注意：这条小路坡度很大，如果您想要
回到此站搭乘巴士请预留步行返回的时间。或者您也可以沿着海滨步
行约30分钟至凯利塔顿海洋世界 (3号站点)，再搭乘巴士。

7

号站点

奥克兰博物馆
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是奥克兰的“必游景点”。开阔的三层展馆讲述着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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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历史和引人入
胜的毛利及太平洋岛国的宝贵珍藏等。博物馆在每天上午11点、12点和下午1点半举行毛利文化表演，在夏季旅游高峰
还会在下午2点半增加一次表演。博物馆门厅提供免费WiFi，馆内设有咖啡馆和卫生间可供使用。从博物馆举步可至美
丽迷人的冬季花园（11号站点）。
首班车发车：上午9:30，蓝线末班车发车：下午3:30，红线末班车发车：下午4:30

帕内尔村
帕内尔 (Parnell) 是新西兰最古老的住宅区，以其出众的艺术画廊、咖
啡馆和餐厅，以及坐落在历史别墅内的迷人精品店而闻名。沿着蜿蜒曲
折的鹅卵石小巷漫步，欣赏街景。沿街店铺出售有许多新西兰制造的名
牌首饰、时装、礼品、油画和雕塑艺术品。

11

号站点

首班车发车：上午9:35，末班车发车：下午4:35

冬季花园
从位于奥克兰中央公园内的奥克兰博物馆稍许步行即是美丽的历史花
园建筑——冬季花园 (Wintergardens)。华丽的大型温室内培育着来
自世界各地的温带和热带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稀有和外来物种。免费入
场。附近有一家咖啡厅和鸭子池，也值得一游。
首班车发车：上午9:35，末班车发车：下午3:35

首班车发车：上午9:10，末班车发车：下午4:10

3

号站点

凯利塔顿海洋世界
在凯利塔顿海洋世界 (Kelly Tarlton's SEA LIFE Aquarium) 了解
新西兰丰富的海洋环境，观看鲨鱼、黄貂鱼、海马等各种海洋生物。
漫步世界首创的水底隧道，在南极冰雪探险区 (Antarctic Ice
Adventure) 近距离观赏新西兰唯一的帝企鹅和巴布亚企鹅的栖息地。
参观需时1-2个小时。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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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号站点

首班车发车：上午9:15，末班车发车：下午4:15

4

号站点

帕内尔玫瑰园
争奇斗艳的帕内尔玫瑰园 (Parnell Rose Gardens) 展示着五千多种
新旧不同的玫瑰花品种，芳香四溢。每年11月都在这里举行帕内尔玫瑰
节。每年夏季的十月到次年四月是欣赏玫瑰盛开的最佳季节。沿着玫瑰
园背后的一条小路下坡，可以通向法官湾 (Judges Bay) 和历史悠久的
海水游泳馆，在夏季开放。
首班车发车：上午9:20，末班车发车：下午4:20

5

号站点

皇后大街/市民剧院
历史悠久的市民剧院 (Civic Theatre) 位于奥克兰的主要街道——皇
后大街 (Queen Street) 和韦尔斯利街 (Wellesley Street) 的交汇处。
在皇后大街逛街购物，或者穿过红绿灯，去马路斜对面的奥克兰美术
馆 (Auckland Art Gallery) 参观，还能游览美丽的艾伯特公园 (Albert
Park)。奥克兰美术馆的建筑极富特色，屡获殊荣，馆内收藏着超过一
万五千件艺术品，是新西兰最大的艺术品收藏地。

首班车发车：上午9:25，末班车发车：下午4:25

伊甸公园
被誉为奥克兰最不为人知的神秘花园伊甸公园 (Eden Garden) 成立
于1964年，是由一群志愿者在伊甸山山坡的废弃采石场打造而成。如
今，这座方圆两公顷的公园内种植着繁茂的本土和外来植物，其中包括
南半球最大的山茶花展览。公园内的咖啡厅每天营业。
首班车发车：上午9:45，末班车发车：下午3:45

首班车发车：上午9:40，末班车发车：下午4:40

9

号站点

天空城和天空塔
高328米的天空塔 (Sky Tower) 是南半球和新西兰最高的人工建筑。
乘坐透明的玻璃电梯可至三个观景平台，将360度的无限风光尽收眼
底。如果想体验更加刺激的观景方式，可以挑战塔外的“高空漫步”，
甚至“高空蹦极”！天空城内还有一家赌场、两家酒店以及逾25间餐厅
酒吧和咖啡厅，提供免费WiFi。

13

号站点

首班车发车：上午9:45，末班车发车：下午4:45

圣三一大教堂
圣三一大教堂 (Holy Trinity Cathedral) 位于帕内尔地势最高的地方，
是奥克兰主要的圣公会教堂，也是一处举办音乐和文化表演的场所。大
教堂以其“太平洋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和独特的彩绘玻璃窗而闻名。大
教堂旁边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圣玛丽大教堂。 欢迎参观，免费入场。

12

号站点

伊甸山 (Mt Eden，毛利语：Maungawhau) 是奥克兰最著名的自然地
标之一，也是一处公园。伊甸山是奥克兰最高的火山口，从山顶可以俯
瞰奥克兰和怀特玛塔海港的风景。从我们的巴士站下车，沿步道步行
300米即可抵达山顶。 请注意：徒步需要一定程度的体力，而且沿途没
有遮风避雨的休息点。
首班车发车：上午9:50，末班车发车：下午3:50

14
号

为了给您和其他乘客创造一个良好的乘车
环境，请勿在播放解说的过程中大声喧哗。
为了您的乘车安全，请在上车后尽快坐好，
请勿在行驶过程中在车内走动。谢谢！

伊甸山/芒格法奥

伊甸公园（仅路过，不停车）
伊甸公园 (Eden Park) 是新西兰最大的体育场，可容纳6万人入座。这里
是新西兰橄榄球队全黑队和板球国家队黑帽队夺取世界冠军之地。1987
年第一届橄榄球世界杯决赛就在这里举行（新西兰队最终赢得比赛）。
这里还是2011年橄榄球世界杯的比赛场地，新西兰队第二次夺得冠军。
伊甸公园也是2015年板球世界杯的比赛场地。 体育场周边树立的雕像
是为纪念全黑队的英雄而建。

祝您一天的旅途愉快！
蓝线的15 - 17号站点的信息请参考背面

蓝线

首班车发车：上午9:30 末班车返回：下午4:30

15

号站点

威斯特菲尔德·圣卢克斯购物中心
威斯特菲尔德·圣卢克斯购物中心 (Westfield St Lukes) 汇集了180
多家商店，是新西兰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是享受购物乐趣的完美之
地。购物中心内设百货店、精品店、超市、美食广场、咖啡馆和拥有八个
放映大厅的电影院，以及银行和可提供外币兑换的服务点，方便您兑
换货币。

乘坐渡轮
前往

18

号站点

首班车发车：上午10:00，末班车发车：下午4:00

16

号站点

奥克兰动物园

德文波特

奥克兰动物园 (Auckland Zoo) 生活着全新西兰种类最多的本土和外
来动物。在占地17公顷的绿地上，可以观赏到138种不同种类、超过875
只的动物。包括新西兰的国鸟奇异鸟、大象、狮子、老虎、猿猴和长颈
鹿等。

您的探索号巴士通票包含往返德文波
特 (Devonport) 的往返渡轮船票！
从位于市中心的码头乘船，穿过海港
即可来到这片历史悠久的海滨小镇。

首班车发车：上午10:10，末班车发车：下午4:10

逛一逛各式精品店，选购独特的礼
品；随意挑选一家餐厅、咖啡馆或
酒吧放松休闲；漫步海滩或登上北角
(North Head) 欣赏海港景色。
巴士通票可供乘坐渡轮的时间为周一
至周五的上午9:00至下午4:30，以
及周末所有时间的渡轮。

17

号站点

交通与科技博物馆
交通与科技博物馆 (MOTAT) 是新西兰此类博物馆中规模最大的一
座。该博物馆占地40英亩，以充满互动的方式展现众多曾经推动新西
兰发展的科技成果，其中包括一个引人入胜的航空展厅。

乘船时间：大约12分钟。
渡轮每15-30分钟出发一班。
浏览www.fullers.co.nz查看详细的
时刻表。

首班车发车：上午10:15，末班车发车：下午4:15

额外折扣
在以下景点出示您的探索号巴士通票，即可享受特价优惠。或者向司机咨询购买组合通票，获取更多优惠折扣！

高架桥港景点：
- 新西兰海事博物馆
- 奥克兰喷射快艇
- 奥克兰探险鸭水陆观光
- Degree Gastrobar餐厅

天空城景点：
- 天空塔
- 天空塔礼品店
- 天空塔高空漫步
- 天空塔高空蹦极

- 凯利塔顿海洋世界

- 奥克兰动物园

- 奥克兰博物馆

- 交通与科技博物馆

- 伊甸花园

温馨提示

游客反馈

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您的巴士通票：
建议您在心仪的景点就立即下车游览，这样比乘车先环游一圈
再决定下车地点更有效。

我们希望收到您对奥克兰探索号巴士的体验反馈。
在以下社交媒体发表评论或照片时，请使用标签
#aucklandexplorer

致邮轮乘客：如需返回王子码头 (Princes Wharf) 和皇后码头
(Queens Wharf)，请在1号站点下车。
您可以将这本小册子带回家留作纪念或还给司机以便再次使用。

#aucklandexplor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