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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丁是奥塔哥省的首府，是新西兰的第四大城市，位于新西兰南岛东南部狭长的奥塔哥港

区顶端，拥有奥塔哥半岛（Otago Peninsula）的天然屏障保护，从海湾一直延伸到大海，

地势起伏多变，跨越重重山谷和死火山形成的山丘。

这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没有严寒和酷热，夏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尼丁充满文化气息，

旅游业也比较发达，有众多历史性建筑、博物馆和鸟类保护区。

杨蕊菡 sissi 但尼丁整个城市建筑为典型的苏格兰风格，被喻为“苏格兰以外最像苏格兰”

的外国城市。整个城市非常干净漂亮 ~

但尼丁速览 Introducing Dun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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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8

最佳旅游时间  但尼丁靠海，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降雨量少，基本没有雨季。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比较温

和。最冷的时候在 8 月，最低气温为 4 摄氏度；最温

暖的是在 2 月份，平均气温在 23 摄氏度。总得来说，

但尼丁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旅游，如果想采摘鲜果，可

以 2-3 月去，那个时候新鲜多汁的杏子、桃子、樱桃

正当季，如果是想休闲图个安静，可以选择 5 月份和

12 月份前往；如果想更好的体验当地风土人情，不

妨 11 月份过来，那时候有奥马鲁维多利亚文化节。

穿衣指南  但尼丁一年四季都比较凉爽，春夏季只

需携带薄外套和长袖长裤。秋冬季的话则需要携带

厚外套了，尤其是在最冷的 8 月，最好套个保暖内

衣内裤。但尼丁常年日照比较强烈，需要戴墨镜和

做好防晒措施。

消费与汇率 但尼丁使用的是新西兰元，根据

2014 年 9 月份最新汇率，1 人民币相当于 0.1898

新西兰元，1 新西兰元相当于 5.15 人民币。但尼丁

总体消费整体偏中上，住宿方面便宜的有 30 新西兰

元一个床位，条件好一点的标间一般 170 新西兰元

一晚，餐饮方面简餐 7 新元一顿，精致一点的要 25

新元。平均一天消费 100 新元左右就能过得比较舒

适。

时差  新西兰是全世界最早进入新一天的国家之一，

4-9 月实行冬令时，比北京时间快 4 小时，也就是

说北京时间下午 1 点在当地是下午 5 点。10 月至次

年的 3 月实行夏令时，比北京时间快 5 小时。

杨蕊菡 sissi 房子在一个陡坡上去的转角处（鲍德温街），这是我见过的最陡的坡了，

车子并排停好看上去特别有意思 ~ 好像随时要掉下去了 ~

但尼丁

http://www.mafengwo.cn/i/2996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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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与企鹅面对面

但尼丁周边有一些企鹅出没的观测点，其中有黄眼企鹅，以及只有 12、

3 厘米高的蓝眼企鹅。这些企鹅大多在夏季活动比较活跃，傍晚的时候会

在岸边出没，在观测点就能看见他们大摇大摆的走来。为了比较好的保

护他们所居住的生态环境，其实是不允许游客打扰到他们的，但是游客

可以参加当地的一些旅行团，那里可以安排游客为企鹅搭窝，为企鹅疗

伤等一系列活动，让人们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可爱的小动物。

南岛苏格兰风情小镇

但尼丁是南半球最有苏格兰风情的地方，市中心随处可见维多利亚青石

建筑，无论是破旧的老房子还是华丽的住宅，无不散发出浓浓的历史感。

以第一教堂和奥塔哥大学为代表，漫步其中，仿佛瞬间转移到了远在地

球那端的苏格兰。

在世界最陡的街道打打滚

但尼丁有着世界上最陡峭的有人居住的街道。在那里你会意识到比你开

车技术好的大有人在。那里很多车都半坡停在一半，如果你对你的驾驶

技术也有自信的话不妨也来试一个半坡起步。不会开车的话不妨就来尝

试下爬上上坡又冲下来的刺激感，目前全世界最快的选手是 2 分钟以内，

看看你的速度是多快！

Sights景点

但尼丁景点分两个部分，一部分集中在市内，一部分分散在周边的半岛

和港口区。市内的景点以历史古迹和苏格兰风情建筑为主，周边的景点

则多以生态自然风光为主。

奥塔哥大学 University of Otago

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 1869 年，也是新西兰最好的大学，

有全新西兰第一所医学院，并且是南岛的医学中心所在地。整个校园主

区在但尼丁市中心，建筑有浓厚的苏格兰色彩，乌釉陶瓷砖镶嵌的建筑

外墙充满了艺术和浪漫气息，据说这是新西兰最上镜的建筑之一，学生

注册处的钟楼是这所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不少新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拍摄

婚纱照。

地址：362 Leith St, North Dunedin, Dunedin,New Zealand

网址：http://www.otago.ac.nz/

联系方式：(64-03)4797000 

但尼丁火车站 Dunedin Railway Station

但尼丁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整栋建筑物是使用科孔加玄武岩 (Kokonga)

建造，外部宏伟肃穆，内部奢华典雅，特别是彩色马赛克窗户有一种把

人一下子拉到 17、8 世纪的历史感，现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据说也是

新西兰被拍摄次数最多的建筑。500 米长的站台至今仍然是新西兰最长

的站台，也是每年 3 月但尼丁时装周举办的地方。火车站里还有新西兰

体育名人堂，展出很多当地体育明星的纪念照片，体育迷可不要错过了。

地址：Anzac Ave

网址：www.dunedin.nz.com/railway-station.aspx

吉百利巧克力工厂  Cadbury World

整个工厂是参照《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建造的，这里的结构像一座城堡，

有船只和可可树模型，还有各种玩偶演示着制作巧克力的过程，参观团

最后还会被带到小黑屋，灯光打开的那一瞬间，就会看到一个 5 米长的

巧克力瀑布，这时候会有相机记录下你吃惊的那一瞬间，前台付款之后，

可以领取一张自己与巧克力瀑布的合影，以及官网下载照片原图的密码。

参观途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巧克力试吃，如果喜欢可以在里面的商店进行

购买。

边缘儿 路上有一只黄眼企鹅，而且它完全不怕人

苏小兔  火车站

夏天的西芹菜 吉百利工厂里的商店一角

http://www.mafengwo.cn/i/1125933.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02316.html
http://www.mafengwo.cn/i/2995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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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自然史向人们充分展现了新西兰的自然

史，让人们了解了从企鹅到已经灭绝的大恐鸟，各种鱼类、鸟类和昆虫，

了解这些鸟语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生活环境。

博物馆是探索新西兰南部浑厚历史的绝佳途径，馆藏展品涵盖文化、自

然和科学等主题，将悠久的历史娓娓道来。

地址： 419 Great King St, North Dunedin, Dunedin

网址：www.otagomuseum.govt.nz

联系方式：(64-03)4747474

费用：成人 10 新元，儿童 5 新元

开放时间：10:00-17:00（圣诞节休息）

但尼丁第一教堂 First Church Of Otago

但尼丁基督教长老会的主教堂，始建于 1862 年，由著名建筑师、虔诚

的基督徒 Robert Arthur Lawson 设计、监造，这座教堂采用哥特风格，

使用大量的尖塔簇拥起来作为装饰，使教堂的塔楼状似一顶皇冠，主塔

高 55 米高，占据了广场周边的天际线，从广场中心可以一眼望到。

地址：415 Moray Pl, Dunedin,New Zealand

网址：www.firstchurchotago.org/

联系方式：(64-03)477 7118

周边

奥塔哥半岛 Otago Peninsula

奥塔哥半岛位于但尼丁海港的南侧，靠海的一面地势高且凹凸不平，靠

海港的一面则温暖避风。这里原来是一座火山，现在的半岛就是大型死

火山口岩壁的一部分。这里拥有整个南岛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信天翁、

企鹅、海狗海狮都是这个地区的亮点，在半岛海岸和农田漫步是游客来

这里最喜欢的消遣活动，其中美丽的 Sandfly Bay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徒

步旅行地，也是可以看到海狮的好地方。

网址：http://www.otago-peninsula.co.nz/

到达方式：建议从但尼丁自驾到达，大约半小时左右

皇家信天翁中心 Royal Albatross Center

位于半岛最东段，世界上唯一的大陆皇家信天翁聚居地，在这里可以近

距离观察这种伟大的鸟类，讲解员会详细介绍信天翁的生活习性，很长

地址：280 Cumberland Street

网址：http://www.cadbury.co.nz/en/cadbury-world.aspx

联系方式：(64-03)4677967

鲍德温大街 Baldwin St

鲍德温大街是世界上最陡峭的有人居住的街道，短而直，全长 350 米，

其坡道斜度为 19 度，也就是说平均每走 2.86 米，高度就提升 1 米，爬

到街顶的感觉就犹如登山。不少追求刺激的游客都喜欢开车上到街顶并

倒车下来，但是这个还是有一定危险的，技术不好的建议还是选择步行

登坡。另外街道旁有店里卖登坡证明，可以买一个回去当做纪念。

地址：Baldwin Street, Dunedin, New Zealand

到达方式：在 octagon 乘坐 Normanby 巴士

奥塔哥博物馆 Otago Museum

奥塔哥博物建立于 1868 年，现已有超过两百多万件收藏品，成为南太

平洋地区人均参观次数最高的博物馆，也是新西兰最杰出的博物馆之一。

奥塔哥博物馆收藏了丰富多样的毛利及太平洋地区的古代文物遗迹，尤

以展现南部毛利文化为主。博物馆的展区可以分为唐加塔环努瓦、太平

洋文化、世界人类、海事、动物世界以及自然史。馆中展出有毛利人曾

经使用的独木舟、战船、船只模型、木雕、玉雕、鲸骨制成的扁棍、拷

络瓦斗篷、服饰、装饰品、各种鸟类和动物等。馆中的动物世界向人类

苏小兔 奥塔哥半岛

痒痒的熊熊 从下往上仰视鲍德温街道

http://www.mafengwo.cn/i/3002316.html
http://www.mafengwo.cn/i/2876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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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最佳观赏时间是从 12 月至次年 2 月，这时是信天翁的育儿时期。

9 月中旬到 11 月末几乎看不到信天翁。

地址：1260 Harington Point Rd, Harington Point 

联系方式：(64-03)4780499

网址：http://albatross.org.nz/

开放时间：夏季 9:00- 黄昏，冬季 10:00-16:00

黄眼企鹅自然保护区 Penguin Place Conservation Reserve

黄眼企鹅，顾名思义就是有黄色的眼睛，头上还有一条黄色的黄带条纹，

主要居住地就在新西兰南岛的企鹅保护区内，他们不住在冰上，也不住

在岩石上，而是住在海边的灌木丛中。白天出海觅食，到了傍晚才回到

隐秘的巢中过夜。在自然保护区里，可以参团帮他们建设筑槽地，照顾

生病受伤的企鹅，捕捉企鹅的天敌，还可以从一系列隐蔽的地方近距离

观看企鹅。

地 址：45 Pakihau Road, Harington Point, Otago Peninsula, 

Dunedin,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03)4780286

网址：www.penguinplace.co.nz

开放时间 : 团队游：10 月至次年 3 月之间，从 10:15 到日落前 90 分钟

都有团队游；而从 4 月到 9 月之间，只有 15:15 到 16:45 才有团队游。

拉纳克城堡 Larnach Castle

新西兰境内唯一的城堡，是但尼丁银行家威廉拉纳克为他的妻子所建造

的，与 1871 年开始建造，耗时 5 年才建好。这座哥特式城堡屹立在半

岛的最高点，这里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精致的古董家具，还有南半球唯

一的乔治王时代的悬梯，从花园能看到半岛和港湾的惊人美景。

地址：145 Camp Rd, Dunedin

网址：http://www.larnachcastle.co.nz/

联系方式：(64-03)4761616

费用：成人 27 新元，儿童 10 新元；只进花园的话，成人 12.5 新元，

儿童 4 新元

开放时间：10 月至次年 3 月 9:00-19:00;4 月至 9 月 9：00-17:00

奥马鲁 Omaru

奥马鲁距离但尼丁北部 88 公里，是新西兰南岛东南部主要城镇和港口，

这里拥有新西兰保存最完好的商业历史建筑和蓝眼企鹅。这个城镇曾经

一度是维多利亚时期热闹的淘金小镇，现在只剩下宁静和维多利亚时期

的石灰岩建筑。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从这个小镇代表性交通工具—前轮

大后轮小的脚踏车 (penny farthing) 就可见一斑。

到达方式：可以从但尼丁乘坐 intercity 大巴也可以自驾前往，大概 2 小

时车程。

历史街区 Historic Precint

这里是奥马鲁保留历史文化最完好的地方，街区从 Tyne St 到 Thames 

St 一直到港口一带，这些房屋大多建于 19 世纪，大量使用本地石灰石，

从复古哥特风格，新古典主义意大利风格到威尼斯宫殿的风格，各式各样。

街上的国家银行 (National Bank)，和奥马鲁歌剧院都非常值得驻足观赏。

蓝眼企鹅栖息地 Blue Penguin Colony

蓝眼企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企鹅，身高只有 2、30 厘米，体重约 1 公

斤左右。生活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蓝眼企鹅栖息地，每当傍晚，

你都能看到蓝眼企鹅晚上归巢的样子。

每年的 11 月，12 月都会有大量的企鹅上岸，而 3 月至 8 月则只能看到

少量的企鹅，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禁止使用相机闪光灯，观察点也会

比较寒冷，需要穿暖和一点。

地址：Waterfront Rd, Oamaru

联系方式：(64-03)4331195

网址：http://www.penguins.co.nz/

开放时间：10:00- 日落，奥马鲁信息中心 ( 见下面实用信息 ) 会有每天

企鹅的观赏时间

费用：成人 25 新元，儿童 10 新元

但尼丁大多数酒店都在市中心，出行的来说都比较方便，只不过有些住

宿在很抖的上坡路上，比较挑战体力。这里的酒店多种多样，比较有特

色的是 B&B 型酒店，顾名思义就是兼具了过夜住宿和早餐的类似于民宿

的住宿。这类住宿价格比较实惠，而且多以维多利亚式住宅为主，受到

不少游客的喜爱。其他的就是常规的汽车旅馆、青年旅社和标准酒店。

尔梅斯阁床和早餐酒店 Hulmes Court Bed And Breakfast

但尼丁人气的 B&B 住宿，房子本身就是一个私人住宅，充满了历史感和

维多利亚时代元素。每个房间都有管家服务，早餐样式很多。房间提供

住宿 Hotel

苏小兔 城堡

红小兔 Summer 这自行车成了 Oamaru 的代表作，可以坐上

去感受一下

http://www.mafengwo.cn/i/3002316.html%20
Summer%20http://www.mafengwo.cn/i/2985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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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 wifi 而且网速很快。推荐冬季入住，人少而且价格也会便宜不少。

地址：52 Tennyson Street, Dunedin,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03)4775319

费用：双人标间 110 新元 / 晚

达尼丁棕榈树汽车旅馆 Dunedin Palms Motel

地理位置优越，有大大的停车场。每个房间都配有厨房、卫星电视、

DVD 播放器以及带有加热地板的浴室。旅馆前台还能预定当地以及周边

的观光活动，前台的服务员都十分热情，会给游客的出行各种贴心建议。

地址：185-195 High Street, Dunedin,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03)4778293

费用：一室公寓 115 新元 / 晚

南十字景区酒店 Scenic Hotel Southern Cross

酒店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十分干净，配套设施非常完善，有健身房、蒸浴室，

大堂还可以代客泊车。酒店是但尼丁短途游的理想出发点，距离八角大

楼尽有数步之遥，前往各大景区都十分便捷。

地址：Cnr Princes and High Streets, Dunedin,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800)696963

费用：标准双床间 130 新元 / 晚

顶级背包客酒店 On Top Backpackers

背包客的首选，位置优越，距离 octagon 仅一分钟步行距离，酒店里还

有咖啡厅，会定期安排烧烤活动以及当地游览活动，房间干净整洁，是

个便宜又实惠的落脚点。

地址：12 Filleul St, Dunedin, 9016 新西兰

联系方式：(64-03)477 6121

费用：双人间或双床间 66 新元 / 晚

餐饮 Eat

但尼丁饮食受其地理位置影响，主菜多以周边港口打捞上来的海鲜以及

牧场畜牧的奶牛羔羊为主，烹调方式也比较简单，总体来说比较健康。

但尼丁好吃的基本都集中在市中心的街上，汇聚了各国的口味，大多数

餐厅都提供外卖服务，只是一些比较热门的餐厅最好还是先打电话预定

位置，不然很有可能出现饥肠辘辘出现在餐馆门口却要排上一个小时才

能吃饭的窘况。

特色美食

海鲜

但尼丁靠近海边港口，海鲜自是但尼丁当地家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

菜。但尼丁人还特别喜欢把海鲜融进披萨里，加上当地产的鲜美奶酪，

可谓是正宗美味。除了披萨，最常见的做饭就是将海鲜放在当地洁净的

海水煮好捞出直接食用即可，可以尝到海鲜本身的原汁原味。

炸鱼薯条

这道源于英国本土的简餐炸鱼与薯条在新西兰本土发扬了广大，到了但

尼丁更是成为了海滩必备的食物，原材料都是在附近海域新鲜捕捞的，

配上各种酱汁，让人欲罢不能。

Best Cafe

但尼丁标志性的老字号，从 1932 年就开始做炸鱼和薯条，有自己独特

的配方，被不少食客誉为全新西兰最好吃的炸鱼薯条店。除了招牌炸鱼

薯条，还比较推荐老式拼盘 (Old School Platter），包括了多汁生蚝、

银鱼、扇贝、鱿鱼圈还有自选鱼类，也是受到大家欢迎的一道菜。

地址：30 Stuart St, Dunedin 9001,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03)4778059

餐厅推荐

Etrusco at the Savoy

这是一家意大利风格的披萨店，以薄饼披萨为主，馅料很多，饼底兼具

了酥脆与绵软，一口咬下去有浓浓的奶酪味。餐厅装修古色古香，服务

生也很热情，是当地很火的餐馆，适合朋友一起去聚餐。

地址：8 Moray Pl, Dunedin 9001, New Zealand

网址：http://www.etrusco.co.nz/

联系方式：(64-03)4773737

Miga Korean BBQ Restaurant

虽然远离亚洲大陆，但丝毫不影响韩国菜在但尼丁的流行。这家韩国烤

肉店在但尼丁非常受欢迎，常年人满为患，有服务生在旁边现烤现吃，

肉类和海鲜分量大。

地址：4 Hanover Street, Dunedin, New Zealand

网址：http://www.migadunedin.co.nz/

联系方式：(64-03)477 4770（电话可以定位）

Scotia

这家具有苏格兰风格的餐馆在一个温暖舒适的老建筑里，有一整面墙的

纯麦威士忌。店里除了有苏格兰威士忌，还有不少比较有特色的苏格兰

美食，比较推荐威士忌鸭肉酱、羊杂碎、烟熏三文鱼和奥塔戈兔肉。

地址：199 Upper Stuart Street, Dunedin, New Zealand

网址：http://www.scotiadunedin.co.nz/

大芋头的小番茄 中间那一坨是有名的羊杂碎

http://www.mafengwo.cn/i/3102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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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丁购物并不出名，但是在这个古朴小镇仍然有一些比较令人期待的

商品。比如说吉百利巧克力工厂的巧克力，当地一些小商品以及新西兰

蜂蜜、保养品之类的土特产。大多集中在乔治街上的八角广场。价格方面，

除非到了 7、8 月和圣诞节打折季，平时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

巧克力

巧克力自是不用说的，但尼丁周边山好水好，奶源有可靠的保证，所以

这里出产的巧克力奶味醇厚，口感丝滑。不仅吉百利的巧克力工厂，八

角广场附近很多大型百货都有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制品。如果要带回国内，

要注意避免放到高温太阳的地方，不然巧克力还没带回国就已经融化了。

购物街区

乔治街 Geroge St

乔治街是但尼丁的主要购物区，位于乔治街上的八角广场更是集但尼丁

购物商店为大成，是集中购物最方便的场所，这里附近有独立的古董行、

艺术工坊、手工厨具以及新西兰特产商店，可以抽半天的时间来这里好

好逛逛。

八角广场 

位于但尼丁的市中心，是整个城市最热闹的区域，而且但尼丁基本主要

的建筑都是在这个八角广场的延伸线上，八角广场基本汇集了所有但尼

丁好玩好逛好吃的小商店，是所有游客来但尼丁必须报道的地方。

地址：The Octagon, Dunedin

网址：http://www.dunedin.nz.com/octagon.aspx

水上活动

但尼丁附近有很多人气很旺的海滩，夏天的时候不少当地人去那里游泳

冲浪。像著名的 St. Clair 海滩有持续而又稳定的左手浪，是冲浪好手跃

跃欲试的天堂。

St. Clair

但尼丁周边最受欢迎的海滩，距离市区仅数十分钟车程，也是远近闻名

的冲浪胜地。如果不喜欢下海冲浪的，这里还有一个海水恒温泳池，冬

天也可以在这里游泳。

地址：Esplandade, St Clair Beach 

到达方式：在 Octagon 搭乘 8 路、9 路、28 路或 29 路公交到达

徒步

徒步也是当地市民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活动。由于当地生活节奏比

较缓慢，与其说徒步，不如说是散步，在市中心八角广场出发，沿着奥

塔哥大学方向一直走到鲍德温街。还有就是在周边奥塔哥半岛和奥马鲁

历史街区里随便走走逛逛，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购物 Shopping

娱乐 Entertainment

节庆 Festivals

“大挑战”比赛 Gutbuster

围绕着鲍德温街的挑战比赛，每年 2 月举办的比赛日都有上千名运动员

冲上鲍德温街的顶端，然后折返。目前最高的纪录不到 2 分钟。

时间：2 月

但尼丁时装周 iD Dunedin Fashion Week

新西兰南岛最大的时装盛会，有不少本土设计师将会亮相在这个舞台带

来他们时尚前沿的最新设计，届时古老的但尼丁火车站长长月台将变成

一个华丽的伸展台，展示这些才华设计师的最新作品。

时间：3 月

吉百利巧克力狂欢节 Cadbury Chocolate Carnival

这个可以算的上是新西兰巧克力界的盛事了，上万颗“佳发”(Jaffa) 巧

克力豆从鲍德温街顶端往下滚，每颗巧克力豆上都有编号，先冲过终点

的 5 颗豆豆为获胜者。活动的门票收入将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除了有

著名的巧克力豆赛跑，还有各种巧克力品位与体验活动。

时间：7 月 16 日

奥 马 鲁 维 多 利 亚 文 化 节 Oamaru Victorian Heritage 

Celebrations

为期一周的体验维多利亚文化的节日，也是新西兰最盛大的节日之一。

在这一周时间里，人们都会穿着 100 多年前的古装，并且会举办很多老

式的活动，比如文化沙龙，歌剧晚会，维多利亚手工艺品展，仿佛让你

一夜回到了上个世纪。

时间：12 月中旬

Routes线路推荐
但尼丁精品一日游

线路特色：畅游但尼丁市内标志性建筑，近距离了解这座苏格兰风情的

城市

线路详情：上午到达但尼丁，从但尼丁火车站开始这个城市的旅程。参

观完火车站沿着 Cumberland St 往下就能看见这个城市的地标—奥塔哥

第一教堂，进入教堂内部欣赏一下这个瑰丽的建筑。

接着到这个城市的中心—八角广场随便逛逛，了解一下但尼丁人休闲的

生活态度。

在午后来到新西兰第一所大学—奥塔哥大学，在这所百年学府的草坪里

坐坐回忆下自己的学生生活，赶在天黑前来到鲍德温街，在这个世界上

最陡峭的有居民居住的街道上尝试急速下降的乐趣。

但尼丁周边两日游

线路特色：探索但尼丁周边古朴的历史小镇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线路详情：

D1：自驾前往距离但尼丁市区半小时车程的奥塔哥半岛，先到岛上的最

顶点拉纳克城堡俯瞰岛上全景，在新西兰唯一一座古堡里欣赏这座建于

200 多年前的城堡和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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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路北上，去到黄企鹅自然保护区去见识这个长相比较奇特的小可

爱，在日落前赶到皇家信天翁中心看他们展翼翱翔的壮观场景。

D2：从但尼丁一路北上来到奥马鲁回味一下 19 世纪维多利亚风情。可

以在靠近港口的历史街区走走，那里两边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屋建筑，

还可以尝试一下他们的传统交通工具—前轮小后轮大的自行车。

参观完历史街区就南下到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企鹅—蓝企鹅的栖息地看他

们归巢之后的盛况。并结束今天的行程开车往但尼丁市内返程。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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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尼丁的电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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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电话

救护车、消防局和警察局的电话都是 111，比较好记。

电话与网络

到但尼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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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是不需要手机换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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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尼丁大多数青年旅馆和酒店，以及大型公共设施如机场、博物馆都可

以无线上网。

医疗

紧急医疗和事故中心 Urgent Doctors and Accident Center

地址：95 Hanover St

联系方式：(64-03)4792900

开放时间：8:00-23:30

但尼丁医院 Dunedin Hospital

地址：201 Great King St

联系方式：(64-03)4740999；急诊部 (0800)611116

网址：www.southerndhb.govt.nz

旅游咨询处

但尼丁信息中心 Dunedin i-SITE

提供但尼丁住宿、活动以及交通和徒步的相关信息。

地址：26 Princes St

联系方式：(64-03)4743300

网址：www.dunedinnz.com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周六和周日 8:45-17:00

奥马鲁信息中心 Oamaru i-Site

地址：1 Thames St

联系方式：(64-03)4341656

网址：www.visitoamaru.co.nz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周日 10:00-16:00

使领馆

由于但尼丁没有领事馆，离的最近的就是同样也在南岛的，中国驻基督

城总领事馆。

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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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目前国内没有直飞但尼丁的航班，大部分都是直接从新西兰国内出发的

班机，可以从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直飞但尼丁。再近一点的还可以

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的航班直飞但尼丁。从奥克兰飞到但尼丁大

约需要 2 小时，从墨尔本飞到但尼丁大约需要 3 小时。

但尼丁国际机场

地址：25 Miller Rd, Momona, Dunedin 9073 新西兰

联系方式：(64-03)4862879

网址：www.dnairport.co.nz

到达交通：

1 从市中心乘坐出租车前往机场大约需要 80 新元左右

2 因为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到达机场。所以需要搭乘别的班车，下面两

个都是可以上门接送的 shyttlebus。费用大约是每人 15 新西兰元左

右：kiwi shuttles(www.kiwishuttles.co.nz), super shuttle(www.

supershuttles.co.nz)

火车

以但尼丁火车站为起点的线路多以观光为主，有两个比较有趣的旅程一

个是泰伊利峡谷火车一个是海滨人号（Seasider)。其中泰伊利峡谷观光

游更是以壮丽的峡谷风景和复古的火车设计被誉为世界最美的火车线路

之一。如果时间充裕，不妨体验下，全程 4 个小时。

长途汽车

但尼丁大部分长途汽车都在但尼丁火车站出发。境内也有多家长途汽车

公司，可以从但尼丁前往基督城、皇后镇、奥马鲁等其他南岛重要城市。

去往基督城大概需要 4 个半小时，去往皇后镇大概需要 3 个半小时。

Intercity

地址：205 St Andrew St；发车地点：St Andrew St

网址：www.intercity.co.nz

联系方式：(64-03)4717143( 支持电话订票）

开放时间：售票处周一至周五 7:30-17:00，周六 11:00-15:00，周日

11:0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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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共汽车

但尼丁城市公交系统并不发达，很多公交线路周末和假日都会大幅减少

发车班次。大部分公交车在 Octagon 站点发车，开往但尼丁周边的公交

车则从 Cumberland St 沿途站点发车。具体公交车运营信息可以上下面

网站或者在但尼丁信息中心处查询。

城市公交

联系方式：（64-03）4740287

网址：www.orc.govt.nz

出租车

但尼丁出租车收费相比较新西兰别的地方会便宜不少，而且当地一些出

租车公司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活动。从但尼丁机场打的到市中心大约需

要 60 新元。

但尼丁出租车 Dunedin Taxis

网址：www.dunedintaxis.co.nz( 网站提供预约服务）

联系方式：(64-03)4777777

租车

新西兰连锁的大型出租车公司在但尼丁都设有办公室，一出飞机场也有

各种出租车公司的网点。在但尼丁租车每天大约需要 55 新元左右，建议

找一些本地出租车行，租费会便宜许多。

Getaway

网址：www.getawaycarhire.co.nz

联系方式：(64-03)4897614

出入境 Entry-Exit

前往但尼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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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前往但尼丁自由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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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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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希望签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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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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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签证处就会帮你安排邮递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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