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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各项活
动和文化区

欢迎来到布里斯班！
枝繁叶茂的街道和公园、令人兴奋的文化盛事、美
丽怡人的亚热带气候和浓厚强烈的社会归属感 - 我们是一
座真正不凡的城市。
过去十年间，布里斯班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成长期，
成为一座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的新兴国际都市。作为市
长，我致力于为布里斯班居民服务，充分发挥这座城市的
潜力。
这包括提供关键基础设施、对未来作规划、保持城
市清洁和环保，以及加强布里斯班的经济。本指南旨在向
您简单介绍布里斯班，以及布里斯班市政府提供给居民的
许多服务和设施。
如 果 您 刚 刚 来 到 这 座 城 市， 本 指 南 将 帮 助 您 安 定
下来、顺利出行。
我希望您在这里居住愉快，并期待着与您一道使布
里斯班成为更加宜居的城市。
市长
格莱姆 • 库尔克（Graham Qui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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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历史

7000 多年前 ……
在如今称为摩顿湾 (Moreton Bay) 的地方，原住民
部族成功转变生活方式，适应了后冰河时期的变化。
1770 年 詹姆士 · 库克船长与植物学家约瑟夫 · 班克斯
沿昆士兰海岸向北航行，命名了摩顿角 (Cape
Moreton)、波因特卢考特 (Point Lookout) 和
玻璃屋山脉 (Glass House Mountains)
1823 年 测绘局长约翰 · 奥克斯利 (John Oxley) 抵达布
莱比岛 (Bribie Island)，评估将摩顿湾作为罪
犯流放地的可行性
1839 年 摩顿湾被封闭作为罪犯流放地
1859 年 布 里 斯 班 宣 布 立 市； 约 翰 · 皮 特 里 (John
Petrie) 当选首任市长
1885 年 马拉车系统开始运营
1890 年 布里斯班河水灾
1893 年 布里斯班河水灾
1897 年 推出有轨电车
1901 年 布里斯班城市街道上引入火灾报警器和柱式
消防栓
1925 年 25 个地方行政区合并设立布里斯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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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布里斯班博物馆或布
里斯班活态遗产网络，了解更
多有关布里斯班及其历史建筑
和场所的资讯。

1925 年 布里斯班市政府获得有轨电车系统控制权

2007 年 CLEM7 隧道项目开工

1930 年 布里斯班市政厅开放

2009 年 布里斯班庆祝建市 150 周年

1940 年 故事桥 (Story Bridge) 建成

2010 年 CLEM7 隧道和连接 (Go Between) 桥建成。
市政厅关闭，进行翻修

1964 年 通过首个布里斯班城市规划
1974 年 布里斯班河水灾
1982 年 举办英联邦运动会
1986 年 盖特威桥 (Gateway Bridge) 建成
1988 年 1988 年世博会在南布里斯班一片重新开发的
工业用地举行
2001 年 布里斯班举办友好运动会

2011 年 布里斯班河水灾
2012 年 莱格西路 (Legacy Way) 隧道项目开工
2013 年 经过三年的整修，市政厅重新开放
2014 年 布里斯班举行 20 国集团首脑峰会
2015 年 莱格西路 (Legacy Way) 隧道开放
2015 年 故事桥（Story Bridge）75 周年

2006 年 2006 年在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后，《 2026 我们
共同的愿景：生活在布里斯班》 (Our Shared
Vision, Living in Brisbane 2026)（现已更名
为《 2031 布 里 斯 班 远 景 规 划》 － Brisbane
Vision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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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标志
官方盾徽
布里斯班的官方盾徽上，两只狮身鹰首兽看护着城市盾牌。选择它们是由于其
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的特质。盾牌的设计是向托马斯 · 布里斯班爵士 (Sir Thomas
Brisbane) 的致敬，布里斯班市正是以这位杰出天文学家命名。盾牌上的标志象征
着欣欣向荣的商业活动与和平，而座佑铭 Meliora Sequimur 意为 “ 我们力争最好 ”。
城市的颜色，蓝色和金色，体现在盾徽顶部的花环上。

布里斯班市政府官方标志
布里斯班市政厅是布里斯班市政府官方标志的基础。对于很多布里斯班人而言，
市政厅是布里斯班的社会和文化中心－一个象征稳定的场所，多年来开发不断，唯
市政厅岿然不动。

布里斯班官方旗帜
布里斯班的官方旗帜基于其盾徽而设计，每天飘扬在市政厅外面的乔治国王广
场上空。旗帜以蓝色为背景，上面有金色墨丘利节杖（带有翅膀的盘蛇节杖）、金
色狮身鹰首兽、金色斯塔福德绳结、白色星星，以及蓝白相间的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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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蛙
1996 年，优雅的树蛙成为本市的动物标志。在整个地区，树蛙以其美丽的色
彩和富有特色的 “ 雨中之歌 ” 而闻名。茂密的植被、沼泽、湿地，以及布里斯班寻
常百姓家的后院里都能听到它的歌声，特别是在春季和夏季的雨中。

一品红
1925 年 10 月 1 日大布里斯班立市，人们将一品红定为市花。虽然原产于墨西
哥，但一品红在布里斯班生长得极佳，为冬日的花园带来一片绚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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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市政府

致电市政府

咨询中心 7 天 24 小时全天运营，可致电 (07) 3403 8888
在您联系市政府时，我们会努力保持最高标准的服务， 联系。
以确保我们为布里斯班的纳税人和居民带来真正的实惠价
若有与商务相关的咨询，请致电 133BNE (133 263)
值。布里斯班的《客户章程》简要介绍了这种对服务的承
联系市政府 7 天 24 小时商务专线或电邮至
诺。如需查阅该章程，请登陆 www.brisbane.qld.gov.au
133BNE@brisbane.qld.gov.au
市政府还为失聪及有视力或言语障碍的人士提供多
种联系方式：
一、全国传递服务 (National Relay Service) 可通过
该机构网站 www.relayservice.com.au 7 天 24
小时全天使用；
二、亦 可登录全国传递服务网站，使用互联网传递
服务 (Internet Relay Service)；
三、还可以呼叫 Skype 用户名：ace.vrs，并要求视
频传译员致电 (07) 3403 8888，使用视频传递
服务；
四、若您有言语障碍，可拨打 1300 555 727 致电
听说服务，联系市政府。
市政府还为希望参与市政府活动，或需要与市政府
工作人员见面，讨论无法轻松通过电话或信件沟通事宜的
失聪居民提供澳大利亚手语翻译（Auslan）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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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译与口译服务

区域业务中心

澳大利亚政府的全国笔译与口译服务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National) 能够帮助具有多元文
化和不同语言背景的居民获取市政府资讯。若要使用此项
服务，请致电 13 14 50，并要求致电 07 3403 8888 与

在区域业务中心，工作人员能够帮助您获取规章资
讯，以及有关当地法律、许可证和申请等事宜的专业建议。

布里斯班市政府通话。

市政府在线
了解市政府有关资讯的一个简单方式是访问其网站
www.brisbane.qld.gov.au
该网站包含有关市政府对布里斯班的远景规划、当
前项目、服务和设施等丰富的最新资讯。它还提供给您与
市政府打交道的便利，您可以：
一、支付您的税费和其它市政府费用；

区域业务中心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8 时 30 分
至下午 4 时 45 分。若要获知离您最近的区域业务中心，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致电咨询中心。
市政府的业务大厅设在位于布里斯班广场的图书馆
和客户中心，地址为：266 George Street。该中心除提
供与区域业务中心相同的服务外，还提供专业的与开发和
监管相关的服务和协助。业务大厅的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写信给市政府

二、提交和查看开发申请；

您可以登陆市政府网站：www.brisbane.qld.gov.au
提交一份名为《Write to Council》
（写信给市政府）的表格。

三、变更您的地址信息；

另外，您也可以按以下地址写信给市政府：

四、动物登记续期，搜寻走失宠物。

• Brisbane City Council
GPO Box 1434 Brisbane Qld 4001

报告维护问题
若您发现街道上、当地公园或社区里有某些设施需
要维修，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告知市政府：
一、登陆网站：www.brisbane.qld.gov.au，并提交
一份名为《Report It》的表格；
二、拨打 (07) 3403 8888，致电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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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选区
布里斯班市议会有 26 个选区，每个选区都有一位由选区居民选举出来的市议员，代表本社区的利益。市长由布
里斯班市居民选举产生。
登陆昆士兰州选举委员会网站 www.ecq.qld.gov.au，了解您所居住的选区，并确认自己在选民名册上。布里斯
班市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18 岁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具有投票的义务。

联系您的市议会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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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
电话 (07) 3403 4400
电邮 lord.mayor@brisbane.qld.gov.au

Deagon
电话 (07) 3667 6011
电邮 deagon.ward@bcc.qld.gov.au

Jamboree
电话 (07) 3407 7000
电邮 jamboree.ward@bcc.qld.gov.au

Bracken Ridge
电话 (07) 3667 6000
电邮 brackenridge.ward@bcc.qld.gov.au

Doboy
电话 (07) 3407 8800
电邮 doboy.ward@bcc.qld.gov.au

Macgregor
电话 (07) 3407 8500
电邮 macgregor.ward@bcc.qld.gov.au

Calamvale
电话 (07) 3131 7022
电邮 calamvale.ward@bcc.qld.gov.au

Enoggera
电话 (07) 3407 2510
电邮 enoggera.ward@bcc.qld.gov.au

Marchant
电话 (07) 3407 0707
电邮 marchant.ward@bcc.qld.gov.au

Central
电话 (07) 3403 0254
电邮 central.ward@bcc.qld.gov.au

Forest Lake
电话 (07) 3407 1211
电邮 forestlake.ward@bcc.qld.gov.au

McDowall
电话 (07) 3403 7690
电邮 mcdowall.ward@bcc.qld.gov.au

Chandler
电话 (07) 3407 1400
电邮 chandler.ward@bcc.qld.gov.au

Hamilton
电话 (07) 3403 1095
电邮 hamilton.ward@bcc.qld.gov.au

Moorooka
电话 (07) 3403 1730
电邮 moorooka.ward@bcc.qld.gov.au

Coorparoo
电话 (07) 3403 2101
电邮 coorparoo.ward@bcc.qld.gov.au

Holland Park
电话 (07) 3403 7791
电邮 hollandpark.ward@bcc.qld.gov.au

Morningside
电话 (07) 3407 8200
电邮 morningside.ward@bcc.qld.gov.au

Deagon

Bracken
Ridge

Wynnum
Manly
Deagon

McDowall
Marchant

Wynnum
Manly

Northgate

Hamilton

Wynnum
Manly

Enoggera
The Gap
Wynnum
Manly

Central

Northgate
电话 (07) 3403 2210
电邮 northgate.ward@bcc.qld.gov.au
Paddington
电话 (07) 3403 2520
电邮 paddington.ward@bcc.qld.gov.au
Pullenvale
电话 (07) 3407 0220
电邮 pullenvale.ward@bcc.qld.gov.au

Wynnum
Manly

Doboy

Paddington
Morning side
The Gabba

Pullenvale
Walter Taylor

Coorparoo
Holland Park

Tennyson

Chandler

Pullenvale
Jamboree

Macgregor

Moorooka

Runcorn
Forest Lake

Runcorn
电话 (07) 3407 0566
电邮 runcorn.ward@bcc.qld.gov.au

The Gap
电话 (07) 3407 1900
电邮 thegap.ward@bcc.qld.gov.au

Tennyson
电话 (07) 3403 8605
电邮 tennyson.ward@bcc.qld.gov.au

Walter Taylor
电话 (07) 3407 0005
电邮 waltertaylor.ward@bcc.qld.gov.au

The Gabba
电话 (07) 3403 2165
电邮 thegabba.ward@bcc.qld.gov.au

Wynnum Manly
电话 (07) 3403 2180
电邮 wynnummanly.ward@bcc.qld.gov.au

Calamv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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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市政服务

垃圾与回收
市政府致力于通过向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来减少垃
圾填埋，从而保持布里斯班的清洁、环保和可持续性发展。
市政府向居民提供包含三种垃圾箱的清运服务，其
中包括回收箱、一般垃圾箱，以及可选的用于所有草坪草
屑、修剪下的树枝和树叶的绿色园林垃圾回收箱。订购园
林垃圾回收箱需缴纳少量季度性费用，而对于那些需要根
多回收空间并订购一个更大的 349 升回收箱的家庭来说，
需缴纳一次性的设立费。
家居垃圾箱每周清运一次，而一般回收箱和园林垃
圾回收箱每两周从你家外面的路边清运一次。如需更多资
讯，请访问市政府网站：www.brisbane.qld.gov.au
作为新居民，您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的纸、纸壳、
玻璃、金属和塑胶放进可回收垃圾箱，以减少垃圾填埋量。
您也可以把园林垃圾送到市政府的四个资源回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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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供的其它垃圾和回收服务如下：
垃圾清运券：每年，会寄送垃圾清运券给布里斯班
的纳税人，帮助他们免费在资源回收中心丢弃高达 1000
公斤的一般垃圾或园林垃圾。房东应把垃圾清运券交给租
户使用。
资 源 回 收 中 心： 分 别 位 于 Nudgee，Willawong，
Ferny Grove 和 Chandler 的这四所设施接收一般垃圾、
园林垃圾和免费回收登记车辆总重量（RGVM）为 4.5 吨

基 金（Endeavour Foundation）。 位 于 Geebung 区
Prosperity Place 27A 和 Acacia Ridge 区 Colebard Street
West 46 号的两个回收商店的开放时间为每周末早上八时
至下午四时，来买些物廉价美的宝贝吧！
通过重新思考您的垃圾，您可以帮助让布里斯班成
为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和清洁的城市。

如 需 有 关 布 里 斯 班 垃 圾 与 回 收 的 更 多 信 息，iOS
和安卓电子产品可下载免费布里斯班垃圾箱与回收
以下的车辆。可以免费回收的物品包括：纸板、空燃气瓶、 （Brisbane Bin and Recycling）应用软件、访问市政府
油漆、金属、电子废弃物、大型家电、可再利用的家用物 网站 www.brisbane.qld.gov.au 或拨打 (07) 3403 8888
品以及更多其它物品。一般垃圾和园林垃圾倾倒需要按公 致电市政府。
示缴费或使用相应免费清运券。
路边大件物品清运：这项免费服务每年一次清运各
区放在路边的大件家居物品。会至少提前一个星期告知居
民具体日期，以便他们在清运日前的周末把大件物品放到
路边。
危险家居废物废弃日：在每个季度的免费废弃日，
居民可以安全地弃置危险的家居废物，如：清洁化学用品
和杀虫剂。这些日期将会刊登在市政府的网站上。
回 收 商 店（tip shops）： 接 着， 由 居 民 捐 赠 到
资源回收中心且可重新利用的优质家具和其它物品会
在市政府的两个回收商店出售，所得款项将支持奋进

疫苗接种
布里斯班市政府提供免费儿童疫苗接种计划，预防
多种疾病。诊所定期在布里斯班各地开放。还会于流感季
节，在布里斯班市政府的所有社区疫苗接种诊所为老年人
提供免费流感疫苗。

在布里斯班置业
市政府的规划与开发在线服务让您能够直接存取与
布里斯班特定相关的房地产、规划和开发详细资讯。您还
可以在线搜索，并预订特定房地产项目的营建计划。若要
获取更多资讯，请访问 pdonline.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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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布里斯班不断前进
市政府正在实施一系列战略，以使布里斯班的交通
更快速、更便捷、更安全。

改善本地道路
市政府致力于改善本地道路，投入数十亿澳元减少
城区道路的交通瓶颈、城区 “ 臭名昭著 ” 的事故多发路
段和拥堵。这些投资会让我们的本地交通网络更通畅、更
快捷、更安全。

活力交通
从 2016 年至 2020 年，市政府将投资一亿澳元继续
建造和改善布里斯班的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网络。
利用布里斯班优美的亚热带气候，通过骑车或步行
使你的下个旅程更加富有活力。您在保持活力与健康的同
时，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清洁、更环保、更畅行。

CityCycle 自行车租用
CityCycle 是去上班、去游玩或去上学的愉快、划算
和便捷出行方式。CityCycle 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运营，
在 150 个便利位置包括主要公共汽车、火车和渡轮终点站，
提供最多 2000 辆自行车供租用。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citycycle.com.au

14

公共交通

健康上下学

公共汽车、CityCat（渡轮）、CityHoppers（渡轮）
和 CityFerries （渡轮）每周运营七天，是便利和环保的
出行方式。

健康上下学是市政府的免费项目，已被证明可以帮
助布里斯班的小学生、家长和教师把车留在家里，使用步
行、骑车、骑滑板车和拼车或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

布里斯班市政府运营一支共有 21 艘 CityCat 渡轮和
九艘单体船（包括：CityHoppers）的船队，沿由 25 个
码头构成的网络运营，覆盖昆士兰大学圣卢西亚校区到
Northshore Hamilton。CityCats 每周运营七天，每天大
部分时间每 15 分钟一班。在高峰期提供特快路线和更频
繁的服务。如需更多包括时刻表在内的渡轮服务具体信
息，请访问 Translink 网站。

交通管理
如需布里斯班的最新交通资讯，请拨打 13 19 40 致电交
通报告热线或者在出行前上网访问 www.131940.qld.gov.au

对于公共交通服务有限的地区，市政府提供个性化
公共交通服务。布里斯班全市共有九条固定服务路线可供
居民和访客使用。在有些城区，市政府还为年龄超过 60
岁的长者或行动不便以及出行到当地的商店和利用当地
服务有困难的人士提供全程拼出租车服务。
如需布里斯班和昆士兰东南部公共交通的更多资讯，
包括票价和时刻表，请拨打 13 12 30 致电昆士兰政府的
TransLink 或访问 www.translin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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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您的社区

紧急状况管理

饲养宠物

消防管理

您必须持有许可证，才能在布里斯班饲养某些种类
和数量的动物。所有布里斯班的宠物主人都需要遵照宠物
饲主法，以确保宠物和动物不会对社区或本土野生动物造
成滋扰。

在市政府所辖土地上进行计划或受控的烧除，作用
是保持丛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以及减轻丛林大火的影响。计
划烧除可以减少可燃物的堆积。诸如树枝、树叶等可燃物
往往使丛林大火难以控制。

建筑和开发

风暴和水灾

在布里斯班，若您计划添加一个游泳池或一个平台、
分隔物业或者进行任何其它营建或翻新工程，您需要从市
政府获得相应的开发准许。

布里斯班的某些地区在一年之中的不同时候易遭受洪
水灾害。市政府在降水周期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市政府还能帮助您搜寻各种资讯、受理给排水申请
以及获取栅栏相关资讯。

不过，一些洪灾无法预防，所以您应该了解所住地
区的水灾风险。
布里斯班市政府推出一系列免费工具和资讯，帮助
居民和企业主理解和管理他们的水灾风险。市政府提供
的有用资讯还包括如何采取防范措施以及在发生水灾时
如何应对等。访问 www.brisbane.qld.gov.au，并搜索
“ 水灾 ” 获取更多资讯。

免费早期预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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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早期预警服务是免费的，让居住在布里斯班市政
府辖区内的居民能够通过电邮、手机短信（SMS），家
庭电话留言或通知推送接收警报。如需关于本服务的更多
资讯，请访问市政府网页：www.brisbane.qld.gov.au/
beprepared

获得支援

当地法律

无障碍服务

根据《布里斯班法》，布里斯班市政府有权制定和
执行地方性法律。市政府还负责执行部分昆士兰州政府制
定的法律。

布里斯班市政府提供一系列设施和服务，方便每位
市民公正平等地利用。市政府图书馆使用替代格式材料供
借用。
市政府开放社区礼堂供公众租借，这些礼堂方便行
动不便的人士出入，而且许多公共汽车、火车、轮渡和特
殊出租车服务都具有无障碍设计。此外，符合条件的居民
可以向昆士兰州交通和主要道路部申请残障人士停车许
可证。
市 政 府 的 好 邻 居 大 扫 除 计 划（Good Neighbour
Clean-Up Scheme）协助 60 岁以上或行动不便的居民将

市政府的守法与监管服务团队负责执行与以下方面
相关的法律：
一、自然资产；
二、停车规定；
三、动物管理；
四、遗弃车辆；
五、邻里滋扰
我们的网站提供市政府地方性法律的完整列表。

不想要的物品送去市政府资源回收中心。由于专门的志愿
者会获得在资源回收中心使用的票券，因此本服务不会产
生任何费用。如需更多资讯，请拨打 (07) 3403 8888 致
电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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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其中
您可以为自己社区的生命线以及布里斯班的未来做出贡献。

您的城市、您的主张

保护环境

您 的 城 市、 您 的 主 张 调 查 让 您 有 机 会 了 解 影 响 布
里斯班的事项并提出建议。您可以在网上登记成为会员
www.brisbane.qld.gov.au/yoursay

另一种您可以改善当地环境的途径是参与志愿护林
计划。通过加入我们三个计划中的其中一个，帮助您的
社区重建公园、丛林、湿地和水道中的天然栖息地。参
加您当地的布里斯班栖息地（Habitat Brisbane）小组，

社区规划
社区规划主要是关于市政府和社区携手努力，共同
决定布里斯班的未来。

在当地的丛林帮忙或通过支持您当地的溪流流域（Creek
Catchment）小组，帮助保护您的溪流流域。如果您是

林地的业主，想在增加野生动物方面寻求支持，您可以
若您在布里斯班居住、工作或拥有自己的物业或企业， 选择加入野生动物保护合伙计划（Wildlife Conservation
Partnerships Program）。
则您可在市政府对您所在地区进行社区规划时参与其中。
访问市政府网站，了解更多市政府和社区已采用的
社区计划与正在起草的计划。您可以加入论坛，或者了解
如何提交意见。

无家可归者关怀活动（Homeless Connect）
无家可归者关怀活动让布里斯班市政府、昆士兰政府、
企业和社群团体一起合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服务。
如需这些计划和举措的具体信息，请访问市政府网站 :
www.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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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自行车道
布里斯班的公路和非公路自行车专用道与行人和自
行车共用道网络覆盖面极广。市政府的获奖项目 “ 布里
斯班骑行 ”（Cycling Brisbane）帮助着各个年龄阶段，
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士。加入免费，并为会员提供各种折扣
以及您在我们的城市里骑行所需的资讯。
按照昆士兰州法律，除非另有标牌通告，在公路和
步行道上骑自行车属合法行为，但骑车人必须给行人让
路。如需更多相关资讯，请访问：www.tmr.qld.gov.au/
roadrules

市政府还运作布里斯班市的停车收费表，以及市内乔治国
王广场和韦翰台 （Wickham Terrace）的停车站。可以使
用硬币和银行卡（Tap N Go）或移动设备在收费表上缴纳
路边停车费。想使用移动设备付费的客户可以免费下载应
用软件 CellOPark Australia，并登记详细资料，或者拨打
(07) 5646 5222 致电 CellOPark。如需更多资讯，请访问 :
www.brisbane.qld.gov.au 或 www.cellopark.com.au

公共汽车出行提示


如果您骑车去中央商务区，内城区有超过 80 个免
费的公共自行车锁车处。位于乔治国王广场汽车站的
Cycle2City 提供安全可靠的自行车存放、更衣室、储物柜
和干净的毛巾。
关于在布里斯班骑车的更多资讯，请访问：
www.cyclingbrisbane.com.au

布里斯班停车管理

如何购买 go 公交卡
昆士兰州政府推出了 go 公交卡以便您能够顺畅地在
TransLink 公共汽车、渡轮和火车间换乘。您可以在网上
购买，在 go 公交卡零售商处购买，或者拨打 13 12 30
致电 TransLink 通过电话购买。

布里斯班市政府对本市范围内的停车进行监管。您应
该知道一些通行的停车规则与法规，以避免遭到罚款或拖
请访问 www.translink.com.au 以深入了解 go 公
车。交通和停车控制区域由住宅区和商业区内的边界标示
牌规范和界定。若要了解您所处街道是否为停车控制区域， 交 卡 的 购 买 与 充 值。 您 也 可 以 在 苹 果 应 用 商 店（App
store）和谷歌应用商店（Google Play）上下载应用软件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拨打 (07) 3403 8888 致电市政府。
My TransLink。
注意可能标示特定停车条件的各种道路标记或标示
牌，如特殊停车区以及交通和停车控制区的限制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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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在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娱乐、文化和体育中心，到处可见顾客盈门的零售商店和美食缤纷的食府餐馆。布里
斯班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公园与绿地，可供人们开展户外活动。

当前活动
在布里斯班市内及周围总有丰富多彩的活动供观赏
与 体 验。 访 问 www.brisbane.qld.gov.au 上 的 What’s
On and Events ( 当前活动 ) 页面，或市政府脸书页面
www.facebook.com/bnewhatson 了解林林总总的免费
市政府盛事与活动，其中包括体育与户外活动、辅导、展
览、娱乐和学校假期计划。
免费订阅市政府电子新闻简讯，定期了解一年四季
各种可观赏和可体验的活动。市政府管理和维护一系列休
闲设施，包括公园和花园、社区礼堂和体育设施，如：
—— 高尔夫球场；

—— 游艇下水坡；

—— 游泳池；

—— 网球场；

—— 滑板公园。
很多市政府的公园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Wi-Fi）。
如需更多资讯，请访问：www.brisbane.qld.gov.au

文体计划
健康的身体是在布里斯班享受生活的基石。市政府
支持丰富多彩的文体计划，旨在帮助居民以健康、积极的
方式生活。如需关于这些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市政府
网站：www.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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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市政府提供的部分项目。
GOLD（以冒险的方式边生活边变老） – 年纪增长
并不意味着您只能旁观。注册参加 GOLD 活动并结交些
新朋友。今天就开始您的冒险之旅吧！
Chill Out（放松） – 为年龄介于 10 岁到 17 岁之间
的年轻人提供精彩刺激的活动。学校放假期间大都会在布
里斯班各处举行这些节目，提供多种多样的体育、娱乐、
营养、休闲和艺术活动。
Visible Ink（可见墨印） – 可见墨印是一个供布里斯
班的年轻人发现新主意、利用资源、发表主张和与社区伙
伴沟通的安全和友好的中心，使他们可以成为积极的公民
以及为建设更好的布里斯班而作出贡献。
Black Diamonds（黑钻石） – 黑钻石计划为生活在
布里斯班的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提供一系列免费或
低价的活动，主要对象为年轻人。该计划旨在
• 提供参加有文化侧重点的运动、健康、娱乐和艺
术类计划
• 发展与增强领导力技能、自尊或文化联系
• 提高健康与福利水平。

市政府图书馆
布里斯班市政府图书馆既有活力又忙碌，是交流、
阅读、学习、工作、放松或探索新主意的场所。共有 33
家图书馆位于本市各处，以及一家到访部分偏远郊区的流
动图书馆。
市政府图书馆提供多种多样的书籍、报纸、杂志、
CD 光碟、DVD 光碟、电子书、有声读物和其他可下载
的内容以及免费无线网络。一些图书馆还拥有非英语语言
藏品。
市政府图书馆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活动，包括资讯研
讨会、讲座、作家座谈、电脑班、故事会、家庭作业辅导
和读书俱乐部聚会。
访问市政府网站或致电我们，以了解图书馆的开放
时间和位置、设施、会籍、活动等资讯。

环境 / 探索中心园区
市政府在全市有六个环境 / 探索中心园区，供居民和
访客享用。这些园区提供精彩的教育展示、步行道、互动
学习空间、教育项目和活动、志愿者计划、野餐设施和娱
乐玩耍空间等等，鼓励我们的居民走出住所，到大自然中去。

这些园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布里斯班成为干
净、环保、积极和健康的城市。
这六个环境 / 探索中心园区包括：
—— 位于库特山的布里斯班植物园
—— 城市植物园
—— Boondall 湿地环境中心
—— Downfall Creek 丛林中心
—— 位于 Rochedale 的迈向零废物教育中心
—— Karawatha 探索中心 （2016 年 3 月开放）

托马斯 • 布里斯班爵士天文馆
托马斯 • 布里斯班爵士天文馆位于布里斯班的库特
山植物园内。该天文馆的主要特点是一个直径为 12.5 米
的投射圆顶。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是澳大利亚技术最
先进的天文馆，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景点，如：宇宙天穹
（Cosmic Skydome）、观测台、日晷庭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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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各项活动和文化区
布里斯班是一座充满活力的艺术大都市，以一系列
的文化艺术场馆与活动而自豪。

市政厅
列入遗产名录的市政厅建于 1920 年和 1930 年之间，
被视作布里斯班中心，为一年四季的许多文化、社会和公
民活动提供舞台。
经历耗资 2.15 亿澳元的翻修后，市政厅已然成为探
索布里斯班历史的最佳去处，导览团向游客介绍主礼堂、
亨利 • 威利斯（Henry Willis） 神父风琴和标志性的钟楼。
布里斯班博物馆是市政厅的另一项特色，展出选自
布里斯班市藏品中的艺术品以及本市部分著名艺术家的
当代作品。

布里斯班好客市民伴游
布里斯班好客市民（Brisbane Greeters）是热情的当
地导游，就以下四个类别提供免费的布里斯班步行伴游：
艺术与文化、历史与遗产、亲子游以及建筑。若要获取更
多资讯，请访问 www.brisbanegreeters.com.au

布里斯班市政府致力于建设一
个 更 宜 居 的 布 里 斯 班。 如 需 关
于 市 政 府 服 务、 活 动、 盛 事 和
未 来 规 划 的 更 多 资 讯， 请 拨 打
(07) 3403 8888 致电市政府或
访问 www.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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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
南岸因举行大型音乐剧和国际艺术展览而享有盛誉，
同时南岸也更具休闲特色，当地人和游客都喜欢来此晒太
阳浴，畅游人造海滩，或者在咖啡馆、公园和步行道休闲
放松。
布里斯班首屈一指的表演场馆，即昆士兰州表演艺术
中心 (QPAC)，为布里斯班构建了一个全年举办世界一流艺
术盛会（包括芭蕾，歌剧和音乐剧类节目）的平台。如需
更多信息，请上网访问：www.visitsouthbank.com.au

活力城市

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文化

发现激发灵感的当代艺术与设计作品是如何通过市
政府的活力城市计划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为我们的城市生
活注入新的活力。您可以探索现在通过艺术、雕塑、户外
艺术走廊、创意灯饰和活动进行大变身的一度被遗忘的巷
道和未物尽其用的公共空间。

布里斯班拥有丰富的让人引以为豪的原住民和托雷
斯海峡岛民文化遗产。市政府通过艺术、运动和文化活动，
和当地的人们一起保护和颂扬他们的独特的文化。

昆士兰美术馆与现代美术馆
昆士兰的顶级视觉艺术机构，昆士兰美术馆与现代
美术馆 (QAGOMA)，通过一个富有活力的澳大利亚和国
际展览计划来链接人们与艺术。这些展览展出主题多样的
历史上与当代的艺术家作品。

布里斯班发电站
新农场的布里斯班发电站是另一个展演杰出的当地、
全国及国际戏剧、音乐、歌舞、视觉艺术、电影节和喜剧
的创意基地。

朱迪思 • 萊特当代艺术中心
位于毅力谷的朱迪思 • 莱特当代艺术中心（Judith
Wright Centre of Contemporary Arts）展演独立的布里
斯班艺术家、当地和国际的音乐家作品，以及以电子音乐
和全球音乐、表演艺术和歌舞为主题的前卫表演。

原住民文化步道
布里斯班有三条丛林步道，专为颂扬与保护当地的
原住民文化遗产而设。
• 布恩多尔湿地（Boondall Wetlands）—— 这条步
道由 18 座铝雕塑组成，展示原住民部族对湿地土地
与动植物的利用方式。
• 库特山（Mt Coot-tha）—— 这条长 1.5 公里的步行
道展示了八件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在自然环境中展
示了原住民艺术，以及其如何用于绘制地图和传递
文化信息。
• 布莱顿区（Brighton）和平公园 —— 这条 250 米的
环形步道通过描绘植物和动物的手绘和雕刻图腾，
深入介绍了该地区的原住民食物来源。

公民入籍仪式
公民入籍仪式在布里斯班全年举行。唯独在布里斯班，
所有的选区议员能够主持公民入籍仪式。市长亲自在市政
厅主持入籍仪式，每场仪式平均欢迎 600 名公民加入布里
斯班。联邦移民与边境保护署负责授予澳大利亚公民资格。
如需更多相关资讯，请访问 www.border.gov.au 或拨打
131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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