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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花园城市”之称的基督城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南岛的最大城市，始建于 150 年前，

城市中到处都是规划整齐的花园。由于早期的移民多数是英国人，市区历史性的建筑都具有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英国人也以“英国之外，最像英国的城市”给了基督城一个崭新

的定义。

但是 2011 年的那场地震让基督城遭受不小的打击，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在受损的文化遗产

基础中加入了现代化和创新的元素，这座城市正逐步展现出新的风采。

驾行天下   基督城号称花园之城，到处花团锦簇，草木繁盛，尽管很多建筑尚未修复，但街

边的花坛、广场的花园都修葺一新，生机盎然。

凯德印象   基督城是除奥克兰外新西兰最大的国际飞机中转地了。这里交通便利，除建在这

里的新西兰第二座国际机场外，还有通往全国旅游名胜的公路和铁路。

基督城速览 Introducing Christ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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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9

最佳旅游时间  春天是基督城最艳丽的季节，树木

林立的绿色街道，以及两旁各户人家精心设计的花园，

将整个城市的悠闲气氛都带动起来。这里的气候温和

干爽，最低气温约 1℃，最高约为 25℃。得天独厚

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基督城草木葱郁，鲜花盛开，

素有“花园之城”的美誉。

6-7 月是基督城最冷的月份，平均温度约 1 到 10 

摄氏度；最热的月份是 1-2 月，平均温度约 11 度

到 25 摄氏度。如果想来基督城滑雪，那么就建议 6-7

月过来；如果只是常规旅游来看山看海看风景，那

么还是比较建议气候宜人的 1、2 月份来。

穿衣指南  基督城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没有严寒也

没有酷暑，常年平均气温在 14 摄氏度左右，除了冬

季带件长袖和小外套就够了，冬季比较冷，最低到 0

度，那个时候就什么暖和带什么吧。基督城常年日

照比较强烈，需要戴墨镜和做好防晒措施。

消费与汇率 基督城使用的是新西兰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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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城的餐馆吃饭一道主菜要 13-34 新西兰元不

等。交通方面，公共交通都是 2 新元起步；租一辆

自行车一天大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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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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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蓝 

基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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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泛舟雅芳河

如果你在天空俯视基督城，你会发现有一条玉带似的长河环绕其中。没错，

那就是基督城市民对其有浓厚感情的雅芳河。雅芳河的河岸两边就是基

督城城区，有花园，有楼房。穿行其中，能饱览整个市景，感觉就像在

花园里一样。

震后建筑新活力

虽然经过大地震，大教堂等一些著名景点已不复往日的壮观的容貌，但

充满创意的基督城市民在原来的古迹中增添了不少新元素，来自世界各

地的艺术家也为这座城市出谋划策，经过几年的修建，这座古老的英伦

之城有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蒂卡波湖边看星星

蒂卡波湖远离市区，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天空和最美好的星空夜景，不

少摄影发烧友都喜欢扛着长枪大炮来到这里晚上拍星轨，虽然照片已经

拍得够美轮美奂了，但亲眼所见还是会被这漫天的星星所惊喜。

 

Sights景点

基督城景点主要分两个区域，一部分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另外就是环绕

基督城周边的各个港口和小镇。虽然大地震让不少著名景点遭受不同程

度的毁坏，像大教堂的发生了坍塌，不少徒步景点现在还被巨石挡着路，

但是这座处在过渡时期的活力之城以其所拥有的美丽自然景观和颇具创

意的重建景点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

大教堂广场 Cathedral Square

大教堂广场是基督城的历史中心。十八世纪中后期，广场是市民的主要

集会场所之一，后来逐渐成为交通中心；1974 年，广场逐渐恢复其原有

用途，成为步行者的活动中心。2011 年地震之后，广场于 2012 年重

新开放。现在广场仍是基督城当地人的休闲场所。每逢周末，便有各式

的街头音乐会热闹举行与即兴演出的街头表演。

广 场 上 最 受 瞩 目 的 建 筑 当 属 基 督 城 大 教 堂（The Christchurch 

Cathedral），哥德式的建筑风格充满优雅情韵，其高达 63 公尺的高耸

尖塔更是基督城最重要的地标。2011 年地震之后损毁严重，难以修复，

现在已成废墟，但仍值得一看。新建的纸板教堂也在附近，晚上华灯初

上的时候特别梦幻。教堂广场上的另一个建于千禧年的圣杯建筑却依然

在震后屹立不倒，摆放在教堂广场另一边的巨型西洋棋盘也很引人注目。

每一颗棋子都有相当的重量，如果你体力足够，可以在这里来一场脑力

与体力的竞赛。 

地址：Christchurch Central, Christchurch 8011, New Zealand

网址：www.christchurchcathedral.co.nz

开放时间：10 月至 3 月：8:30 至 19:00；4 月至 9 月：9:00 至 17:00

联系方式：(64-03)3660046

到达交通：乘坐地铁到基督城站

坎特伯雷博物馆 Canterbury Museum

坎特伯雷博物馆开放于 1870 年，有一系列对新西兰独具意义的杰出

藏品。亮点包括毛利人艺术馆，展出了绝妙的普纳姆（pounamu，一

种绿玉）艺术品；南极展厅（Antarctic Hall）里有 1907 年在失望岛

（Disappointment Island）遭遇海难的人们使用过的小圆舟；还有种

类繁多的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鸟类标本，还有雕塑般优美的帝企鹅。

还有孩子们会喜欢的探索中心（Discovery Centre）和五彩斑斓的

“费雷德和默特尔家的鲍鱼壳小屋”（Fred&Myrtle’s Paua Shell 

House）工艺品，匠心独运的艺术品非常值得驻足观赏。

地址：Rolleston Ave, Christchurch 8013, New Zealand

费用：门票免费，但欢迎自愿捐款

网址：www.canterburymuseum.com

开放时间：四月至九月 9:00 至 17:00；十月至三月 9:00 至 17:30（圣

诞节放假）

联系方式：(64-03)3665000

用时参考：2 小时

植物园 Botanic Garden

位于新西兰的雅芳河 (Avon Rvier) 畔的基督城植物园占地三十公顷，种

有超过 1 万种本土和引进的植物。玫瑰园是植物园的中心，有 250 多种

玫瑰。旁边的药草花园建于 1986 年，拥有各种烹饪与药用植物。基督

城植物园的其他景点包括石楠花园 (Heather Garden)、岩石花园 (Rock 

Garden)、杜鹃花园 (Rhododendron Collection) 和以新西兰本地特产

植物为主题的柯凯因花园 (Cockayne Garden)。 如果走累了还可以去

植物园游客中心 (Botanic Gardens visitors center) 里的咖啡馆坐坐喝

无拘无束游四方 坎特伯雷博物馆一角

天蝎座李背包  蒂卡波银河。美翻了，绝对实拍，不是 ps。

http://www.mafengwo.cn/i/1116621.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1080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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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错落其间的花坛，不难体会花草树木与当地人的亲密关系与互相依

存的情感。如果时间充裕，不妨与同行者撑一支长蒿，泛舟于雅芳河上。

泛 舟 游 览 又 叫 做 方 头 平 底 船 游 雅 芳 河（Punting on the 

Avon），全程大概需要 45 分钟。成人票价 25 新西兰元，小

孩票价 12 新西兰元。详情请访问：http://welcomeaboard.

co.nz/punting/

地址：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哈格雷公园 Hagley park

哈格雷公园位于市中心区西侧，占地约 182 万平方米，横亘园区的里卡

顿大道将公园一分为南北两区。雅芳河流经北哈格雷公园，这里有高尔

夫球场、植物园和湖泊，并设置完善的自行车车道。各种奇特古木、形

态各异的果实、冬天还争相斗艳的娇美鲜花、设计灵动精巧的喷泉和水

池、整洁而绿意盎然的小路、不忍心踩踏的青色草地、信步闲适的飞鸟、

悬挂在绿叶上的露珠，都让人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南哈格雷公园

内设有许多板球及马球的场地，运动风气盛行。这座公园平日除了为市

民提供休闲散心的场所之外，还会时不时举办露天演唱会。

地 址：14 Riccarton Ave, Christchurch Central, Christchurch 

8011,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 -03)3661701

奥兰纳野生动物园 Orana Wildlife Park

奥兰纳野生动物公园拥有 80 公顷的面积，是新西兰唯一的开放动物园。

这里养饲了不少世界各国的野生动物，以非洲动物为主，有 70 多个品种

400 个动物生活在此。每天上午 10:40 还有苏门答腊虎喂食可以参观，

除了苏门答腊虎，每天都会有不同动物的喂食和与动物亲密接触互动的

的体验项目，入园的时候会有具体时间安排的小册子，可以买完票研究

一下，安排好自己的参观时间。

地址：40 Mcleans Island Rd, Harewood, Christchurch 8051, New 

Zealand

费用：成人 28 新西兰元；学生、老年人 23 新西兰元；儿童（5-14 岁）：

9 新西兰元

网址：http://www.oranawildlifepark.co.nz/

开放时间：10:00 至 17:00

联系方式：(64-03)3597109

到达交通：距离机场 15 分钟车程，还可以拨打电话 (0800)101021 进

行电话约车。

柳岸野生动物保护区 Willowbank Wildlife Reserve

柳岸野生动物保护区是位于坎特伯雷地区基督城的一个美丽且历史悠久

的自然保护区，自 1974 年开放至今，一直致力于保护新西兰的濒危动物，

是新西兰重要的几维鸟繁育基地之一。

保护区由新西兰野生区、新西兰遗产区以及新西兰自然区三部分组成，

拥有 100 多种，超过 500 只动物及鸟类。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赏新

西兰独特的野生动物，还有典型的新西兰农场喂养动物如可爱的小羊驼，

小袋鼠，一定让你大开眼见。 

地址：60 Hussey Rd,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喝咖啡，游客中心还有专门的小孩游戏场地和导游带领的徒步团（每天

13:30 从坎特伯雷博物馆出发）带你探索发现这个城市。

地址：Rolleston Ave,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网 址：http://www.ccc.govt.nz/cityleisure/parkswalkways/

christchurchbotanicgardens/index.aspx

开放时间：庭院：11 月至次年 2 月 7:00 至 21:00；3 月、10 月 7:00

至 20:30；4 月至 9 月 7:00 至 18:30

温室：10:15 至 16:00

联系方式：(64-03)9418999

用时参考 :2-3 小时

南极中心 International Antarctica Centre

基督城是南半球前往南极的一个重要站点，19 世纪初就有探险队经基督

城前往南极。位于基督城国际机场附近的国际南极中心就是为管理新西

兰、美国和意大利三国南极合作项目而建的大型综合设施。

南极馆内部按南极的气候及冰雪设计，还播放有南极的极地风光录像。

这里提供有关南极日常生活与历史的多媒体视听经历，中心内有南极海

洋鱼类馆，可以看到企鹅和南极生物；南极风暴舱（Antarctic Storm 

chamber），在那里可以亲身体验零下 18 摄氏度的寒风。这里通过复

杂的声光模拟及逼真的音像等现代科技手段，会把你带到令人敬畏而壮

观的南极大陆。 

地址：38 Orchard Rd, Christchurch Airport,, Christchurch 8052, 

New Zealand

费用：套票（包括Hagglund户外探险之旅和4D电影）：成人48新西兰元；

儿童（5-15 岁）：23 新西兰元；学生、老年人：36 新西兰元

网址：http://www.iceberg.co.nz/

开放时间：9:00 至 17:30

联系方式：(64-03)3570519

到达交通：乘坐 City Flyer 机场巴士或从坎特伯雷博物馆外乘坐企鹅特

快（Penguin Express）到此 

用时参考：2-3 小时

雅芳河 Avon river

在基督城的市中心，有一条贯穿全城的河——雅芳河 (Avon River)，又

有译作埃文河，落落大方的风采直追剑桥的康河，继承英式的古典浪漫，

又不乏清新优雅。河岸两旁绿草如茵，植满了白杨，梧桐，垂柳等绿荫，

边缘儿 雅芳河上可以泛舟

http://www.mafengwo.cn/i/1125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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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成人 27.5 新西兰元；儿童（5 - 14 岁）11 新西兰元

开放时间：5 月至 9 月：9:30—17:30；10 月至 4 月：9:30—19:00（圣

诞节当天和新年前夕 5 点之后关闭）

网址：http://www.willowbank.co.nz/

联系方式：(64-3)3596226

到达交通：可以乘坐 107 路公交到达

周边

奥拉基 / 库克山国家公园 Aoraki/Mount Cook National Park

库克山国家公园建于 1953 年，位于基督城中心区的西部，与新西兰西

区国家公园，亚斯派灵山国家公园，及峡湾国家公园共同组成了世界遗

产区。库克山国家公园是一个狭长的公园，长达 64 千米，最窄处只有

20 千米，占地 70,696 公顷，冰河面积占 40%。

库克山国家公园同时拥有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冰川，新西兰全境有 27 座

海拔超过 3050 米的雪山，有 22 座都位于这个公园内，其中最高的当

属库克山，海拔 3755 米。库克山毛利语又叫做奥拉基，意为“穿云之山”，

南起阿瑟隘口，西接迈因岭，正处于南阿尔卑斯山景色最壮观秀丽的中段。

库克山非常壮观，一般比较推荐边欣赏山上可爱的动物，如塔尔羊、红鹿，

一边进行短途徒步旅行。

地址：Canterbury, 7999, New Zealand

网 址：http://www.doc.govt.nz/parks-and-recreation/national-

parks/aoraki-mount-cook/

到达交通：建议自驾前往

塔斯曼冰川 Tasman Glacier

位于库克国家公园内，塔斯曼冰川长 27 公里，最宽处 3 公里，很多地

方的冰层厚度达 600 米，坐在飞机上向下看，大片冰蓝色的层叠冰层在

强烈的日光折射下散发着慑人的寒气。但是这个冰山近看却并不好看，

不像别的冰川是从山脚开始融化，这几年塔斯曼冰川都是从山顶开始向

下融化的，并且开始迅速移动，形成了一些冰川湖，也是比较有名的徒

步胜地。

萨姆纳海滨 Sumner Beach

萨姆纳位于基督城郊区，是一个当地人休闲散步的地方，夏天的周末很

多市民会来这里享受海水浴，带着宠物狗来海滨溜溜弯。比较推荐的是

傍晚时分来萨姆纳，这里除了海滩还有很多汇聚各国风味的美食小馆和

艺术电影院，就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游的度假好去处。

地址：Sumner Beach, 8081,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03)3799629

到达交通：3 路公交即可到达

利特尔顿 Lyttelton

利特尔顿是一座位于基督城郊区的风景怡人的港口小镇。这一深港是一

个古老的火山口，港口周围矗立着高达 500 米的山峰。这里有一条长 1.9

公里的利特尔顿公路隧道（Lyttelton Road Tunnel），穿过海港山（Port 

Hills）将利特尔顿与基督城相连。不妨通过这个隧道从基督城前往利特

尔顿，踏上别具意趣的一日游。

利特尔顿镇上遍布着种类繁多的餐厅、商店和咖啡厅。还可以搭乘本地

旅游公司经营的港口游轮之旅，欣赏大海的风光和自由自在的鸟儿们，

或者到附近的鹌鹑岛（Quail Island）一探究竟。 

地址：SH74,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利特尔顿游客信息中心 Lyttelton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

地址：London St, Lyttelton

网址：www.lytteltonharbour.info

联系方式：（64-03）3289093

开放时间：9 月至次年 5 月 9:00-17:00；6 月 -8 月 9:00-16:00

蒂卡波湖 Lake Tekapo

蒂卡波湖坐位于基督城西南边，位于库克山盆地与 MacKenzie 的心脏

地带，是一个冰川堰塞湖。

美丽迷人的蒂卡波湖四周围绕着被金色灿烂的阳光笼罩的树丛和白雪皑

皑，一望无际的雪山，风景如画。也有不少游客将这里当做去皇后镇

的落脚点。在适宜的季节里，蒂卡波湖和附近较小的亚历山大利娜湖

（Alexandrina）、麦克格雷湖（McGregor）和康威湖（Conway），

都是钓棕鳟和虹鳟的好地方。冬天的时候，蒂卡波湖周围的雪山将会成

为速降滑雪和越野滑雪的大本营，周边的市民也会选择在这里度过他们

的冬季假期。

地址：Canterbury 7999, New Zealand

到达交通：从基督城出发可乘坐巴士 GS9661 在 Tekapo 站下 

Pandora.She 每一处都是“5A 级国家风景区”

边缘儿 清晨的 Tekapo, 平静的模样

http://www.mafengwo.cn/i/3106700.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25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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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教堂

牧羊人教堂以一只牧羊犬的雕塑而命名，是对过去帮助开创农田和

Mackenzie 地区的牧羊犬们的歌颂，十分有纪念意义。 这座漂亮的石

教堂位于新西兰的特卡波湖岸边，由著名建筑师本杰明 • 伍尔菲尔德 •

芒福德于1935年建造，其独特的哥特式木石结构建筑在新西兰独一无二。

加上这里美丽辽阔的山水风景，从教堂圣坛的窗口望去 , 还可以看到南阿

尔卑斯山最壮观的景色，吸引了许多新人选择在这里办婚礼。

网址：http://www.tekapochurch.org.nz

联系方式：(64-3)6858389

约翰山 Mt John

约翰山（Mount John）位于蒂卡波湖畔，登上山顶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蒂

卡波湖和湖滨小镇。

最值得一提的是山顶有一个天文台，由坎特伯雷大学建立，是新西兰太

空研究的重要基地，由于那里远离大城市，天空清澈，这里晚上拥有最

美的星空，也是美国旅游网站 Virtual Tourist 评选的世界四大最佳观星

胜地之一，被世界天文学家公认为观察银河系及宇宙中心的最佳地点。

山顶还有一个咖啡厅，号称是世界上景观最好的咖啡厅。如果你喜欢泡

温泉，山脚也有一个温泉，适合你在徒步后放松身心。 

从基督城（Christchurch）出发可乘坐巴士 GS9661 在 Tekapo 站下 

梅思文 Methven

梅思文是位于坎特伯雷地区的一个小镇，宁静而令人兴奋，放松而充满

生气。这个小镇会为你提供大量徒步体验，还有很多户外运动，如山地

自行车、打猎、钓鱼、跳伞等等，最吸引人的要数是坐热气球了。坐上

热气球升空，可以欣赏到一望无际的坎特伯雷大平原和被积雪覆盖的南

阿尔卑斯山，甚是美丽壮观。冬季是这个小镇最热闹的时候，因为不少

周边的人都会取道这里去附近雪山滑雪。

地址：160 Main St, Canterbury, New Zealand

联系方式：(64-3)3028955

网址：http://www.amazingspace.co.nz/methven/Methven/

奥拉基气球飞行

提供热气球飞行旅程，清晨观赏雪山美景，享用香槟早餐。

网址：http://www.nzballooning.co.nz/（可以在网上预约气球旅行）

开放时间：5 月 -10 月

基督城市区的住宿选择还挺不少，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大

教堂广场周围。基督城的住宿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汽车旅馆，适合自

驾游的朋友，因为那里停车位会比较充裕；一类是青年旅社，价钱便宜

功能强大，适合背包客；另一类是酒店公寓，房间会比较宽敞，带有厨

房和洗衣机，比较符合对住宿有要求的朋友。由于基督城目前还在不断

重建修缮中，旅游旺季的时候住宿会比较紧张，所以要提前预定。

基督城基督教青年旅馆 YMCA Christchurch Hostel

位于中心区，交通位置卓越，房间虽然不大，但是整个青年旅馆的配套

住宿 Hotel

设施都做得很不错，有自带的花园、洗衣间、咖啡馆、健身中心和壁球场。

酒店前面还可以预定前往机场的接驳巴士，全天 24 小时都可以办理入住。

地址：12 Hereford St,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费用：标准双床间 80 新西兰元 / 晚

多斯加尼汽车旅馆 Tuscana Motor Lodge

这个非常适合自驾的游客，离市中心比较近，停车位就在房间旁边，房

间宽敞明亮，床位也比较大，软硬适中，前台还会提供免费的旅游服务，

为你在新西兰的游玩提供出行建议。

地址：74 Bealey Avenue, Christchurch 8001, New Zealand

费用：大号床一室公寓 145 新元 / 晚

The Godley Resort

在蒂卡波湖旁边，可以看到湖光山色，酒店本身自带一个游泳池，环境

优美。房间也比较大，性比价很高。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家酒店离

周边景区都十分近，所以非常抢手，需要入住的请提早预定。

地址：State Highway 8, Lake Tekapo 7999 新西兰

费用：标准房 95 新西兰元 / 晚

餐饮 Eat

基督城的饮食各式各样，以西餐为主，多以羊排牛肉海鲜为食材，吃的

比较不清淡。餐馆大多主要在基督城中心区，当地人三餐时间不是那么

规律，整个城市生活节奏也比较闲散，所以基本很多餐馆随到随吃，但

是晚餐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一些比较热门的餐厅都比较建议先提前定好

位，不然很有过去扑了个空。

特色美食

羊肉

基督城的畜牧业发达，羊肉肥美鲜嫩，小羊排和羊肩肉更是一绝，在全

世界范围内都是出了名的美味佳肴。基督城不少餐馆都是以做小羊排和

羊肩肉为招牌菜，基本逮着一个馆子进去吃就不会遇到特难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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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s House of Lamb

看到这个简陋的店面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与全基督城最好吃的羊肩肉联系

到一起来里的。店面是一个简易的集装车厢改造，可以外卖可以当时吃，

35 新西兰元一份，一份的分量可以供 2-3 个人吃，配菜的土豆软糯可口，

羊肉烤的鲜嫩多汁入味，非常推荐。

地址：17 Papanui Road,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三文鱼

基督城临近港口，这里深海三文鱼也是当地市民桌上常见的菜式，这里

的三文鱼多脂香嫩，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经过简易的熏制，放入烤箱，配

上几滴柠檬汁，三文鱼的鲜美即刻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边缘儿 生鱼片好吃，分量很足，鱼子也特别好吃

Pescatore

曾被评选为新西兰年度最佳餐厅，在乔治酒店里面，招牌菜肴是柑橘熏三

文鱼 (Citrus-cured salmon）和坎特布雷羔羊肉 (Canterbury lamb)。

由于口碑太好导致这里吃饭都需要先电话定位，不然很有可能空口而归。

地址：50 Park Terrace, Christchurch 8001, New Zealand

网址：www.thegeorge.com

联系方式：(64-03)3710250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 18:00 至深夜

购物并不是基督城的城市名片之一，所以这里没有鳞次栉比的商业大楼

和购物中心，如果是要去那里扫货估计就要失望了。但是这个城市有很

多当地艺术家开的小店值得进去逛逛，很多东西都是孤品。当地人比较

喜欢两种购物形式，一个就是平时午后到购物广场，到一些精品店逛逛，

累了就到室外公共空间喝喝咖啡晒晒太阳；另一种则是周末参加市集，

在生鲜食品和艺术品中淘淘货。

Re:START

非常有特色的购物空间，每家店铺都是由五颜六色大型集装箱改造而成，

在这个空间里有精品服装店，咖啡馆，还有画廊。Re:START 是在震后

8 个月就开放营业的，目前已经有 40 多家商铺加盟，周末还有特色市集，

平常还会不定期的举办活动，具体活动可以事先参考下面官网的信息。

地址：Cashel Mall,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购物 Shopping

网址：http://www.restart.org.nz/

Arts Centre Weekend Market

这是周末开放的市集，市集上有挺多艺术作品，比如小幅的画，手工珠宝，

还有当地居民手作的点心小吃，如果想体验当地居民的生活，不妨来市

集转一转。

地址：Market Square, Christchurch 2004, New Zealand

开放时间：周六、周日上午开放

联系方式：(64-03)3632836

不像皇后镇是冒险者的天堂，基督城整体娱乐步调都比较缓慢温和，这

里更适合徒步走，骑骑自行车这类不玩心跳的活动。到了冬季，基督城

周边的山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滑雪爱好者带齐装备迎接这里一年一度

的滑雪季。一年四季，都能在基督城找到合适自己的娱乐项目。

徒步

基督城城市风景优美，虽然经过了大地震，不少经典的徒步景点因为地

震后的落石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而关闭，但围绕着城市以及城市周边仍

然有不少景致优美的徒步路线。可以乘坐 28 路公共汽车到 Heathcote 

Valley 沿 Bridal Path 走到利特尔顿，还可以在奥拉基库克山村的胡可

谷步道（Hooker Valley Track）开始全程 4 小时的徒步旅行，途中有

多处回旋桥、观景台和壮美的高山风景。这条路线将带着你沿山谷一路

登上新西兰的最高峰 —— 奥拉基库克山。

骑行

基督城是一个骑游天堂，整个城市都遍布了四通八达的车道，在中心城

区汽车穿行也可以。喜欢靠近大山大海的也有不错的骑行路线，市内有

不少规划得当的南岛骑行团，可以租个自行车与小伙伴一起畅游南岛，

前提是，你有足够的时间！

Natural High

这里出租自行车，分普通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两周，如果要去郊外的话

建议出租山地车。除了租车，这里还提供穿越坎伯雷和南岛的导游行和

自助旅游信息。

地址：690a Harewood Rd,Harewood

网址：www.naturalhigh.co.nz

娱乐 Entertainment

%20http://www.mafengwo.cn/i/1125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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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每天 40 新西兰元

联系方式：(64-03)9822966

滑雪

 

若要问基督城居民冬季最喜欢做什么，肯定就是滑雪无疑了。基督城周

边的雪山拥有着新西兰最长的滑雪季 (6 月至 10 月），有着完美的雪地

坡道，是无数滑雪爱好者跃跃欲试的天堂。

哈特山

这里有着南岛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滑雪场，可为滑雪和滑板爱好者们

带来独特的高山滑雪体验。这个滑雪场设施齐全，基本满足了所有水平

滑雪者的需要。

地 址：Mt Hutt Ski Area, Mt Hutt Skifield Access Rd, Methven, 

Christchurch - Canterbury, 7782,New Zealand

开放时间：9:00-16:00

费用：95 新西兰元（10 岁以下，75 岁以上免票）

节庆 Festivals

世界街头艺人节

在艺术节期间，你会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街头艺人，带着他们的绝

活前来基督城给大家展示街头表演的魅力。这可以说的上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街头艺人表演节了。

时间：8 月中旬

基督城艺术节

基督城也被誉为新西兰南岛的文艺之城，每年 7 月总有很多来自世界各

地的艺术家汇聚到这里进行表演，届时美术馆会有不少高水平的演出，

音乐厅以及公共场所也会有很多精彩绝伦的表演。

时间：7 月 17 日

Routes线路推荐
基督城精品 1 日游

线路特色：花一天的时间在基督城内转转，欣赏美丽的人文自然风光。

早上下了飞机，先到机场旁边的南极中心，体验一下千里冰封的“南极”

景观，和小企鹅亲密接触，接着开车进市内，以大教堂广场为起点，看

一下因为大地震而被损毁的大教堂，以及周边还屹立不倒的千禧杯。接

着来到坎特伯雷博物馆，了解一下这座城市以及毛利人的历史文化。日

落时，可以到植物园里走走逛逛，优哉游哉结束今天的行程。

基督城休闲 3 日游

线路特色：探索基督城周边，发掘壮观的自然美景。

D1：第一天先在基督城市内随便走走看看，可以先下飞机就在旁边的奥

兰纳野生动物园，与新西兰国宝以及来自非洲的明星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接着驶入市内，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标—大教堂广场附近闲庭漫步，再去

坎特伯雷博物馆发掘这个国家的历史，晚饭后趁着天色未晚，绕着雅芳

河散散步消消食。

D2：第二天早上起床开车前往蒂卡波湖，去著名的牧羊人教堂拍拍照，

如果运气好，刚好赶上有新人在那里举办婚礼，刚好还可以沾沾喜气。

如果喜欢户外运动，不妨爬上约翰山，那里可以俯瞰到整个湖区景观，

山顶还有天文台，夜晚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最美丽的星空。晚上宿在蒂卡

波湖边上。

D3：从蒂卡波湖开车前往奥拉基 / 库克山公园，感受大山的巍峨以及周

边自然风光的秀丽，可以参加景区内的塔斯曼冰川徒步走活动，在新西

兰最高峰的阴影中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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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城的电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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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基督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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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市

中心大部分公共设施包括图书馆都有免费 wifi 可以使用。

医疗

基督城医院

地址：2 Riccarton Ave

联系方式：(64-03)3640640; 急诊室：（64-03）3640270

网址：www.cdhb.govt.nz

24-Hour Pharmacy

地址：Bealey Ave Medical Center,Bealey Ave 和 Colombo St

开放时间：24 小时营业

联系方式：（64-03）3657777

网址：www.pegasus.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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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咨询处

基督城信息中心

可以提供当地交通，到周边游玩的活动和住宿信息，免费提供 wifi。

地 址：Botanic Gardens, Rolleston Avenue (next to the 

Canterbury Museum)

开放时间：8:30—17:00

联系方式：(64-03)3799629

网址：http://www.christchurchnz.com/asia/

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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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城是新西兰南岛主要的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主要有新西兰航空公

司，捷星航空公司的航班，接受来自新西兰南北岛，以及其他国际航线。

目前国内没有直飞基督城的航班，一般都是从新加坡，澳洲或者奥克兰

作为中转站进入基督城。

基督城机场

地址：30 Durey Rd, Christchurch Airport, Christchurch 8053 新

西兰

网 址：http://www.christchurchairport.co.nz/en/parking-and-

transport/

联系方式：(64-03)3585029

火车

火车也是畅通南岛的重要交通工具，主要分沿海线 (coastal pacific) 和

山脉线 (TranzAlpine）, 沿海线又叫做太平洋海岸之旅，每年夏季（10

月至 4 月）往返于基督城和皮克顿之间。山脉线又叫做阿尔卑斯丛山观

光之旅，每日往返于基督城与格雷茅斯之间。该线路将穿过壮观的南阿

尔卑斯山，并被评选为世界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相关车次可以在下列

网站进行查询。

基督城火车站 Christchurch Railway Station

地址 :Troup Dr Addington, Christchurch 8011, New Zealand

网址：http://www.kiwirailscenic.co.nz/

联系方式：(64-03)3412588

开放时间：售票处：周一至周五 6:30-15:30；周六周日 6:30-15:00

长途汽车

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从基督城乘坐长途汽车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目前是由城际客车公司来运营，城际客车公司提供一系列的经济型乘车

卡，包括城际巴士通（InterCity flexipass）和城际观光通（InterCity 

flexitrips）等。这些套餐的线路基本涵盖了在新西兰旅游的主要景点城市，

开往皇后镇需要 8 小时，但尼丁需要 6 小时，具体车次和票价请查看以

下网址。

基督城长途汽车站

地址：190 Armagh St, Christchurch Central, Christchurch 8011

网址：http://www.intercity.co.nz/

联系方式：(64-03)3777781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出租车在基督城并不是一个划算的交通工具，在前阵子出炉的报告中显

示，基督城已经荣膺了全球打车最贵的地方称号，平均每公里收费 4.5

新西兰元，但是在一些酒店前台预定，有 10% 的折扣可以享受。

Blue Star 出租车公司

联系方式：(64-03)379979

网址：www.bluestartaxis（网站也支持预定）

公共汽车与地铁

由于公交车和地铁使用的都是一个计费系统，所以在这里就合着一起说，

如果在基督城搭乘公共交通比较建议先办一张 metrocard, 这个卡能比现

场买票便宜个 1 新西兰元的样子。并且 2 小时内不限次换乘，但是要保

证卡里的金额不少于 5 新西兰元。在中央车站和一些大型的图书馆前台

就能办理 metrocard。

1 租借自行车的游客可以携带自行车上公交车，可折叠自行车可以折叠

上车，不可折叠自行车需放到车前自行车架上。如下图所示：

2 办 metrocard 的时候需要护照和申请表，申请表地址见下面链接。

http://106.187.91.197/tSource/nz/CCBusAppForm.pdf

中央公共汽车站

地址：46-50 Lichfield St

网 址：http://www.metroinfo.co.nz/info/pages/CentralStation.

aspx

租车

由于基督城周边的景区大多比较分散并且里市中心较为偏远，大部分旅

行者都会选择租车的方式进行游览，一些比较大型的出租车公司为了方

便游客的需要，

在机场附近就有租车点，一下飞机就能提车畅游基督城。费用方面平均

在 22 新西兰元一天。

Ace Rental Cars

地址：20 Abros Pl

联系方式：(64-03)360327

网址：www.acerentalcar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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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电车

体验这个城市的最佳途径就是乘上漂亮的复古电车 (Christchurch 

Tramway)，来一趟城市之旅。整个行程大约 2.5 公里，耗时约 25 分钟，

可以看到很多到基督城“必看”的景点：大教堂广场、艺术中心、植物园、

坎特伯雷博物馆等，电车驾驶员会在整个旅程中提供生动活泼的讲解。

地址：7 Tramway Lane, Christchurch 8011, New Zealand

网址：www.acerentalcars.co.nz

联系方式：(64-03)3667830

费用 : 电车票价成人 15 新西兰元，儿童免费。在网上预订成人 10 新西

兰元，小孩免费。

开放时间 :09：00- 18：00(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 09：00 – 21：00（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出入境 Entry-Exit

前往基督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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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前往基督城自由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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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歌 复古小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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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fengwo.cn/i/675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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