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tchener Street

Haere mai – Welcome

 
from following your own nose to following this map. 
 
Fold out these pages to get started or, for a  
little extra help, chat to one of our friendly  
Gallery Assistants/Kaiār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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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

South 
Atrium

 

Papatū — Ground

Huarewa — Mezzanine

Cover 
 
Diego Rivera Calla Lilly Vendor (detail) 
1943, The Vergel Foundation and 
MondoMost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stituto Nacional de Bellas  
Artes y Literatura (INBAL). Photo  
by Gerardo Suter.

       Forecourt pool 
 
Discover Māori legend and shimmering 
beauty in artist Reuben Paterson’s crystal 
waka that casts a glittering galaxy of stars 
across our forecourt pool. 
 
 
 

       New Zealand and international art 
 
A love letter to the city’s public art 
collection, take a deep dive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that blends historical with 
contemporary. From portraits to pop art, it 
includes the remarkable portraits of Māori 
rangatira painted in oils by 19th-century 
artists, Goldie and Lindauer.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art  
 
Head to our South Atrium to se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commissioned projects by 
local artists. 
 
 

        Creative Learning Centre 
 
Art is all about expressing yourself. 
Bring the tamariki and try your hand at 
new materials and ideas, as you journey 
through your imagination. 
 
 
 

        Contemporary art 
 
Encounter regularly changing mahi 
toi, performances and site-specific 
responses in the vast expanse of our 
North Atrium. 
 
 
 

        Archive display 
 
Sketches, notebooks, photos and 
personal letters – all can be found in this 
display from our archives. 
 
 
 

        International historic art 
 
Look anew at the sensual images 
acquired by Victorian-era collectors 
and consider the changing attitudes to 
gender and sexuali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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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水池

新西兰 
当代艺术

新西兰与国际艺术

创意学习中心

 
国际历史艺术

档案展示馆

 
当代艺术

商店
入口

南中庭

门厅

E H McCormick  
研究图书馆

        创意学习中心 
 
艺术就是表达自我。您可以带孩子 (tamariki) 
动手体验新材料和创意，穿梭在想像的世界。 
 
 
 
 

       当代艺术 
 
在我们宽阔的北中庭欣赏定期展示的各种 
艺术品 (mahi toi) 和表演，并感受现场反应。 
 
 
 
 

       档案展示馆 
 
我们的档案馆中展示着草图、笔记本、照片和
私人信件等资料。 
 
 
 
 

        国际历史艺术 
 
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收藏家所收藏的感性
图像，思索如今人们对性别与性的态度改变。 
 
 
 
 
 

夹层 (Mezzanine)

地面层 (Ground)

       前院水池 
 
欣赏出自鲁本·帕特森 (Reuben Paterson) 之手的精美 
水晶瓦卡船，这闪闪发光的雕塑杰作灵感源于毛利传说， 
宛如璀璨的星辰盘旋在美术馆前院水池上方。 
 
 
 
 

      新西兰与国际艺术 
 
这是写给奥克兰艺术收藏的一封情书，让人们沉醉在当代与
历史相结合的展览之中。从肖像画到波普艺术，您能欣赏到
19世纪艺术家戈尔迪 (Goldie) 和林道尔 (Lindauer) 用油彩
绘制的毛利酋长 (rangatira) 画像，感受其非凡风采。  
 
 
 

       新西兰当代艺术 
 
前往我们的南中庭，参观本地艺术家委托系列项目的最新
艺术作品。 
 
 

参观奥克兰美术馆有多种方法，您可以按照地图所示参观，或根据自己的兴趣随心探索。
打开地图开始今天的旅程，也可以咨询我们友善的展馆助理 (Kaiārahi)，获得额外帮助。

地图   欢迎

电梯  母婴室 寄存处 厕所 问询处 凭票入场 



 

 

 

 

   

 罗宾·怀特作品展：发展 (Te Whanaketanga) 
| 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弗里达·卡罗和迭戈·里维拉作品展：
现代墨西哥的艺术与生活

北露台 当代艺术

东露台

咖啡馆

管内设施与服务 敬请注意

拍照时切勿使用闪光灯！带奥克兰美术馆话题 
#aucklandartgallery分享您的照片。

请将背包、手包和雨伞存放在寄存处，我们会免费为您看管。

请勿携带食物 (kai)。请勿将食品与饮料带进美术馆。

尽情欣赏展览带来的视觉盛宴，请勿触摸这些珍宝藏品 
(taonga)。

善待他人——奥克兰美术馆创造一个安全的艺术空间，欢迎 
大家来访。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雕塑露台 
 
来到户外区域，近距离从不同角度观赏 
艺术作品。 
 
 
 

       当代艺术 
 
审视从1970年代至今对本土建筑的艺术 
反思，了解艺术家如何运用“家居”材料和 
心理进行创作。 
 
 
 

一层 (Level 1)

二层 (Level 2)

       弗里达·卡罗和迭戈·里维拉作品展 
       展览至1月22日结束 
 
与文化先锋面对面。欣赏弗里达·卡罗 
(Frida Kahlo) 的画作及其丈夫迭戈·里 
维拉 (Diego Rivera) 和同行著名艺术家 
的作品，了解一段艺术、爱情和生命交融 
的传奇故事。 

       罗宾·怀特作品展 
       展览至1月30日结束 
 
罗宾·怀特 (Robin White) 是新西兰 
享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欣赏她关于 
亲人(whānau)、 朋友、家园及周围景 
观的自传式图像，探索充满视觉艺术 
的作品。 

   泰特 (Tate) 之光：1700年代至今 
       从2月25日周六开始 
 
本楼层将会集中展现光影的奇妙和美感。 从油画、蚀刻版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荧光灯雕像 
到沉浸式充满房间的装置艺术，这些运用光线或反射的艺术作品令人眼花缭乱，也体现着 
光影对艺术家长久以来的影响。

充分享受您的美术馆之旅 
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扩展您的参观体验。 
向我们的展馆助理了解更多资讯，或访问 
美术馆网站aucklandartgallery.com。

商店 
逛逛我们的商店，带些礼物给孩子，选购 
参展艺术家的产品以示支持或为自己买 
个手提袋。

咖啡馆 
满足您的口腹之欲 !我们的咖啡馆是喝咖啡
或品茶 (kaputī) 的绝佳地点。欢迎来一层悠
然闲坐，我们有多种美味的食品饮料，可满
足全家人的需求。

会员 
喜爱我们的展览和活动?如果您喜欢奥克兰
美术馆，欢迎加入会员，支持我们的工作，
促进艺术与民众的联系。会员可参加专属
活动，欣赏艺术品，见到艺术家；享受咖啡
馆和商店折扣，支持创意社区并得到灵感
和鼓舞。

本地图内容在印刷时准确无误。如需了解 
最新信息，请咨询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