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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KET TERMS AND CONDITONS
All pricing is displayed and charged in New
Zealand dollars and include relevant taxes.
WCCL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published
prices at any time.
Tickets are valid for 6 months from date of
purchase.
Tickets are valid for the journey stated and can
be redeemed on any day within this period, no
advance reservation is required
Please check WCCL’s operating calendar for
opening dates and times.

ments spéciaux qui peuvent encourir un droit
d’entrée séparé.
Les tickets ne peuvent pas être échangés contre des espèces et ne sont pas remboursables.
Les tickets expirés ne sont pas remboursables.
条款和条件
所有展示价及收费均是基于新西兰币，这些价
格已经收取相关税费。惠灵顿缆车有限公司
(WCCL)有权在任何时候改变公布的价格。
在购买之日起，车票有效期为6个月。

Tickets are not valid for special events which
may attract a separate admission fee.

有效期内，凭车票可游览规定景点，且任何时
候都可以兑换。车票无需提前预定。

Tickets cannot be exchanged for cash and are
not refundable.

请查询惠灵顿缆车有限公司运行日历，悉知开
放日期及时间。

Tickets that have expired are non-refundable.

如在特定场合，车票需加收额外费用。

CONDITIONS
Tous les tarifs sont publiés et payables en dollar de Nouvelle-Zélande et incluent toutes les
taxes applicables. WCCL peut modifier les prix
sans préavis.
Les tickets sont valides 6 mois à partir de la
date d’achat.
Les tickets sont valides pour le voyage indiqué
et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n’importe quel jour pendant la période de validité. Les réservations à
l’avance ne sont pas nécessaires.
Veuillez vérifier les horaires et les jours d’ouverture de WCCL.
Les tickets ne sont pas valides pour les événe-

车票不能兑现或补偿。
过期车票不能补偿。
ケーブルカーご利用規則
運賃はNZドル表示・支払で税込みの金額で
す。ウエリントン ケーブルカー会社 (WCCL)
では、発表した運賃を随時変更する権利を有
しています。
チケットはご購入日から6か月間有効です。
チケットは記載区間で有効であり、有効期限
内はいつでもご乗車できます。
事前予約は不要です。
運行期間と運行時間についてはWCCLの運行表

をご確認ください。通常のチケットは特別イ
ベントの際には無効となります。

Öffnungsdaten und -zeiten finden Sie im Betriebskalender von WCCL.

その場合、別途入場料がかかることがござい
ます。

Die Tickets sind nicht für Sonderveranstaltungen gültig, für die eventuell getrennte Eintrittspreise erhoben werden.

チケットは、現金の引き換えや払い戻しはで
きません。

Die Tickets können nicht gegen Bargeld eingetauscht werden und sind nicht erstattungsfähig.

期限切れのチケットも払い戻しできません。

이용약관
모든 가격은 뉴질랜드 달러 표시이며 관련
세금이 포함된 가격입니다. 당사는 게시된
가격을 언제든 변경할 권리가 있습니다.
티켓은 구입 날짜로부터 6개월 동안
유효합니다.
티켓은 명시된 여행에만 유효하고 유효 기간
내에는 요일에 관계 없이 사용할 수 있으며,
예약이 필요하지 않습니다.
개장 일자 및 시간표는 당사의 케이블카 운영
일정을 확인해 주세요.
티켓은 별도 입장료가 있는 특별 이벤트의
입장권으로 사용할 수 없습니다.
구입한 티켓의 현금화나 미사용 티켓에 대한
환불은 허용하지 않습니다.
유효기간이 지난 티켓은 사용할 수 없습니다.
ALLGEMEINE GESCHÄFTSBEDINGUNGEN
Alle Preise werden in neuseeländischen Dollar
angegeben und berechnet und enthalten alle
entsprechenden Steuern. WCCL behält sich das
Recht vor, veröffentlichte Preise jederzeit zu
ändern.
Tickets sind ab Kaufdatum 6 Monate lang
gültig.
Tickets sind für die angegebene Fahrstrecke
gültig und können an einem beliebigen Tag
während dieses Zeitraums genutzt werden.
Reservierungen im Voraus sind nicht
erforderlich.

Abgelaufene Tickets sind nicht erstattungsfäh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