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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各項
活動和文化區

歡迎來到布里斯本！
枝繁葉茂的街道和公園、令人興奮的文化盛事、美麗怡人
的亞熱帶氣候和濃厚強烈的社會歸屬感 - 我們是一座真正
不凡的城市。
過去十年間，布里斯本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成長期，成為一
座活力四射、生機勃勃的新興國際都市。作為市長，我致
力於為布里斯本居民服務，充分發揮這座城市的潛力。
這包括提供關鍵基礎設施、對未來作規劃、保持城市清潔
和環保，以及加強布里斯本的經濟。本指南旨在向您簡單
介紹布里斯本，以及布里斯本市政府提供給居民的許多服
務和設施。
如果您剛剛來到這座城市，本指南將幫助您安定下來、順
利出行。
我希望您在這裡居住愉快，並期待著與您一道使布里斯本
成為更加宜居的城市
格萊姆 • 庫爾克（Graham Quirk）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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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本歷史

4

7000 多年前 ……
在如今稱為摩頓灣（Moreton Bay）的地方，原住民部族
成功轉變生活方式，適應了後冰河時期的變化。
1770 年

詹姆士 · 庫克船長與植物學家約瑟夫 · 班克斯
沿昆士蘭海岸向北航行，命名了摩頓角（Cape
Moreton）、波因特盧考特（Point Lookout）
和玻璃屋山脈（Glass House Mountains）

1823 年

測繪局長約翰 · 奧克斯利（John Oxley）抵達
布萊比島（Bribie Island），評估將摩頓灣作
為罪犯流放地的可行性

1839 年

頓灣被封閉作為罪犯流放地

1859 年

布 里 斯 本 宣 佈 立 市； 約 翰 · 皮 特 里（John
Petrie）當選首任市長

1885 年

馬拉車系統開始營運

1890 年

布里斯本河氾濫

1893 年

布里斯本河氾濫

1897 年

推出有軌電車

1901 年

布里斯本城市街道上引入火災報警器和柱式消
火栓

1925 年

25 個地方行政區合併設立布里斯本市

1925 年

布里斯本市政府獲得有軌電車系統控制權

造訪布里斯本博物館或布里
斯本活態遺產網路，瞭解更
多有關布里斯本及其歷史建
築和場所的資訊。

1930 年

布里斯本市政廳開放

2012 年

萊格西路（Legacy Way）隧道項目開工

1940 年

故事橋（Story Bridge）建成

2013 年

經過三年的翻修，市政廳重新開放

1964 年

通過首個布里斯本城市規劃

2014 年

布里斯本舉行 20 國首腦峰會

1974 年

布里斯本河氾濫

2015 年

萊格西路（Legacy Way）隧道開放

1982 年

舉辦英聯邦運動會

2015 年

故事橋（Story Bridge）75 週年

1986 年

蓋特威橋（Gateway Bridge）建成

1988 年 	1988 年世博會在南布里斯本一片重新開發的
工業用地舉行
2001 年

布里斯本舉辦友好運動會

2006 年 	2006 年在廣泛徵求社會意見後，《2026 我們
共同的願景：生活在布里斯本》（Our Shared
Vision, Living in Brisbane 2026）（現已更名
為《2031 布 里 斯 本 遠 景 規 劃 》 － Brisbane
Vision 2031）
2007 年

CLEM7 隧道項目開工

2009 年

布里斯本慶祝建市 150 週年

2010 年 	CLEM7 隧道和連接（Go Between）橋建成。
市政廳關閉，進行翻修
2011 年

布里斯本河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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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本標誌
官方盾徽
布里斯本的官方盾徽上，兩只獅身鷹首獸看護著城市盾牌。選擇它們是由於其精
神煥發、生氣勃勃的特質。盾牌的設計是對托馬斯 · 布里斯本爵士（Sir Thomas
Brisbane）的頌揚，布里斯本市正是以這位傑出天文學家命名。盾牌上的標誌象
徵著欣欣向榮的商業活動與和平，而座佑銘 Meliora Sequimur 意即「我們力爭最
好」。城市的顏色，藍色和金色，體現在盾徽頂部的花環上。

布里斯本市政府官方標誌
布里斯本市政廳是布里斯本市政府官方標誌的基礎。對於很多布里斯本人而言，市
政廳是布里斯本的社會和文化中心 －一個象徵穩定的場所，多年來開發不斷，唯市
政廳巋然不動。

布里斯本官方旗幟
布里斯本的官方旗幟基於其盾徽而設計，每天都飄揚在市政廳外面的喬治國王廣場
上空。旗幟以藍色為背景，上面有金色墨丘利節杖（帶有翅膀的盤蛇節杖）、金色
獅身鷹首獸、金色斯塔福德繩結、白色星星，以及藍白相間的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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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蛙
1996 年，優雅的樹蛙成為本市的動物標誌。在整個地區，樹蛙以其美麗的色彩和
富有特色的「雨中之歌」而聞名。茂密的植被、池沼、濕地，以及布里斯本尋常百
姓家的後院裡都能聽到它的歌聲，特別是在春季和夏季的雨中。

一品紅
1925 年 10 月 1 日大布里斯本立市，人們將一品紅定為市花。雖然原產於墨西哥，
但一品紅在布里斯本生長得極佳，為冬日的花園帶來一片絢爛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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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市政府
在您聯絡市政府時，我們會努力保持最高標準的服務，
以確保我們為布里斯本的納稅人和居民帶來真正的實惠。
布里斯本的《客戶約章》概要介紹了這種對服務的承諾。
若需查閱本約章，請造訪 www.brisbane.qld.gov.au

致電市政府
聯絡中心 7 天 24 小時全天營運，可致電 (07) 3403 8888
聯絡。
若有商務相關垂詢，請致電 133BNE (133 263) 聯絡市
政府 7 天 24 小時商務專線或電郵至
133BNE@brisbane.qld.gov.au
市政府還為失聰及有視力或言語障礙的人士提供多種聯
絡選擇：
• 全國傳遞服務（National Relay Service）可透過該機構

網站 www.relayservice.com.au 7 天 24 小時全天使用
• 亦
 可登入全國傳遞服務網站，使用網際網路傳遞服務

（Internet Relay Service）
• 還可以呼叫 Skype 名稱：ace.vrs，並要求視訊傳譯員

致電 (07) 3403 8888，使用視訊傳遞服務
• 若您有言語障礙，可撥打 1300 555 727 致電聽說服

務，聯絡市政府
市政府還為希望參與市政府活動，或需要與市政府官員見
面，討論無法輕鬆透過電話或信件溝通之事宜的失聰居民
提供澳洲手語翻譯支援（Aus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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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譯與口譯服務

區域業務中心

澳 洲 政 府 的 全 國 筆 譯 與 口 譯 服 務（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National）能夠幫助具有多元文化和
不同語言背景的居民獲取市政府資訊。若要使用此項服
務，請致電 13 14 50，並要求致電 07 3403 8888 與布
里斯本市政府通話。

在區域業務中心，工作人員能夠幫助您獲取規章資訊，以
及有關當地法律、許可證和申請等事宜的專業建議。

市政府在線
瞭解市政府有關資訊的一個簡單方式是造訪其網站
www.brisbane.qld.gov.au

市政府的業務大廳設在位於布里斯本廣場的圖書館和客
戶中心，地址：266 George Street。該中心除提供與區
域業務中心相同的服務外，還提供專業的開發和監管相關
的服務和協助。業務大廳的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該網站包涵有關市政府對布里斯本的願景、當前項目、服
務和設施等豐富的最新資訊。其還提供給您與市政府打交
道的便利，您可以：
一、 支付您的稅費和其他市政府費用；
二、 提交和查看開發申請；
三、 變更您的地址詳情；
四、 續期動物登記，搜尋走失寵物。

區域業務中心辦公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
午 4 時 45 分。若要獲知離您最近的區域業務中心，請造
訪我們的網站或致電聯絡中心。

寫信給市政府
您可以透過訪問網站：www.brisbane.qld.gov.au 提交
一份名為《Write to Council》（寫信給市政府）的表格。
另外，您也可以按以下地址寫信給市政府：
一、 Brisbane City Council
GPO Box 1434 Brisbane Qld 4001

報告維護問題
若您發現街道上、當地公園或鄰里有某些設施需要維修，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告知市政府：
一、 登入網站：www.brisbane.qld.gov.au，並提交一
份名為《Report It》的表單；
二、 撥打 (07) 3403 8888，致電聯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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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選區
布里斯本市議會有 26 個選區，每個選區都有一位由選區居民選舉出來的市議員，
代表本社區的需求。市長由布里斯本市居民選舉產生。
造訪昆士蘭州選舉委員會網站 www.ecq.qld.gov.au，瞭解您所居住的選區，並
確認自己在選民名冊上。布里斯本市議會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18 歲以上的澳洲
公民強制投票。

聯絡您的市議會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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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電話 (07) 3403 4400
電郵 lord.mayor@brisbane.qld.gov.au

Deagon
電話 (07) 3667 6011
電郵 deagon.ward@bcc.qld.gov.au

Jamboree
電話 (07) 3407 7000
電郵 jamboree.ward@bcc.qld.gov.au

Bracken Ridge
電話 (07) 3667 6000
電郵 brackenridge.ward@bcc.qld.gov.au

Doboy
電話 (07) 3407 8800
電郵 doboy.ward@bcc.qld.gov.au

Macgregor
電話 (07) 3407 8500
電郵 macgregor.ward@bcc.qld.gov.au

Calamvale
電話 (07) 3131 7022
電郵 calamvale.ward@bcc.qld.gov.au

Enoggera
電話 (07) 3407 2510
電郵 enoggera.ward@bcc.qld.gov.au

Marchant
電話 (07) 3407 0707
電郵 marchant.ward@bcc.qld.gov.au

Central
電話 (07) 3403 0254
電郵 central.ward@bcc.qld.gov.au

Forest Lake
電話 (07) 3407 1211
電郵 forestlake.ward@bcc.qld.gov.au

McDowall
電話 (07) 3403 7690
電郵 mcdowall.ward@bcc.qld.gov.au

Chandler
電話 (07) 3407 1400
電郵 chandler.ward@bcc.qld.gov.au

Hamilton
電話 (07) 3403 1095
電郵 hamilton.ward@bcc.qld.gov.au

Moorooka
電話 (07) 3403 1730
電郵 moorooka.ward@bcc.qld.gov.au

Coorparoo
電話 (07) 3403 2101
電郵 coorparoo.ward@bcc.qld.gov.au

Holland Park
電話 (07) 3403 7791
電郵 hollandpark.ward@bcc.qld.gov.au

Morningside
電話 (07) 3407 8200
電郵 morningside.ward@bcc.qld.gov.au

Deagon

Bracken
Ridge

Wynnum
Manly
Deagon

McDowall
Marchant

Wynnum
Manly

Northgate

Hamilton

Wynnum
Manly

Enoggera
The Gap

Paddington
電話 (07) 3403 2520
電郵 paddington.ward@bcc.qld.gov.au
Pullenvale
電話 (07) 3407 0220
電郵 pullenvale.ward@bcc.qld.gov.au

Wynnum
Manly

Central

Northgate
電話 (07) 3403 2210
電郵 northg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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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07) 3407 0566
電郵 runcorn.ward@bcc.qld.gov.au

The Gap
電話 (07) 3407 1900
電郵 thegap.ward@bcc.qld.gov.au

Tennyson
電話 (07) 3403 8605
電郵 tennyson.ward@bcc.qld.gov.au

Walter Taylor
電話 (07) 3407 0005
電郵 waltertaylor.ward@bcc.qld.gov.au

The Gabba
電話 (07) 3403 2165
電郵 thegabba.ward@bcc.qld.gov.au

Wynnum Manly
電話 (07) 3403 2180
電郵 wynnummanly.ward@bcc.qld.gov.au

Calamv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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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市政服務

垃圾與回收
市政府致力於透過向居民提供多樣化服務來減少垃圾填
埋，從而保持布里斯本的清潔、環保和可持續發展。
市政府向居民提供包含三種垃圾箱的清運服務，其中包
括回收箱、一般垃圾箱，以及可選的用於所有草坪草屑、
修剪下的樹枝和樹葉的綠色園林廢棄物回收箱。訂購園林
廢棄物回收箱需繳納少量季度性費用，而對於那些需要更
多回收空間並訂購一個更大的 340 升回收箱的家庭來說，
需繳納一次性的設立費。
家居廢物箱每週清運一次，而一般回收箱和園林廢物回收
箱每兩週從您家外面的路邊清運一次。詳情請造訪市政府
網站：www.brisbane.qld.gov.au
作為新居民，您可以幫助我們把所有的紙、紙殼、玻璃、
金屬和塑膠放進可回收垃圾箱，以減少垃圾填埋量。
您也可以把園林垃圾送到市政府的四個資源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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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政府提供的其他垃圾和回收服務如下：
垃圾清運券： 每年，會寄送垃圾清運券給布里斯本的納
稅人，幫助他們免費在資源回收中心丟棄高達 1000 公斤
的一般垃圾或園林垃圾。房東應把垃圾清運券交給租戶
使用。
資源回收中心：分別位於 Nudgee，Willawong，Ferny
Grove 和 Chandler 的這四所設施接收一般垃圾、園林垃
圾和免費回收登記車輛總重量（RGVM）為 4.5 噸以下的
車輛。可以免費回收的物品包括：紙殼、空瓦斯瓶、油漆、
金屬、電子廢棄物、白色家電、可再利用的家用物品以及
更多其他物品。一般垃圾和園林垃圾傾倒需按公示繳費或
使用相應免費清運券。
路邊大件物品清運： 這項免費服務每年一次清運各區放
在路邊的大件家居物品。至少提前一個星期告知居民具體
日期，以便他們在清運日前的週末把大件物品放到路邊。
危險家居廢物廢棄日： 在每個季度的免費廢棄日，居民
可以安全地棄置危險的家居廢物，如：清潔化學用品和殺
蟲劑。這些日期將會刊登在市政府網站上。

回收商店（tip shops）： 接著，由居民捐贈到資源回收
中心且可重新利用的優質家俱和其他物品會在市政府的
兩個回收商店出售，所得款項將支持奮進基金（Endeavour Foundation）。位於 Geebung 區 Prosperity Place
27A 和 Acacia Ridge 區 Colebard Street West 46 號的兩
個回收商店的開放時間為每週末早上八時至下午四時，來
買些物廉價美的寶貝吧！
透過重新思考您的垃圾，您可以幫助讓布里斯本成為一個
更加可持續發展的、環保和清潔的城市。
如需有關布里斯本垃圾與回收的更多資訊，iOS 和安卓電
子產品可下載免費布里斯本垃圾箱與回收（Brisbane Bin
and Recycling）應用軟體、造訪市政府網站
www.brisbane.qld.gov.au 或撥打 (07) 3403 8888 致電
市政府。

疫苗接種
布里斯本市政府提供免費兒童疫苗接種計劃，預防多種疾
病。診所定期在布里斯本各地開放。還會於流感季在布里
斯本市政府的所有社區疫苗接種診所為老年人提供免費
流感疫苗。
在布里斯本置業
市政府的規劃與開發線上服務讓您能夠直接存取與布里
斯本特定相關的房地產、規劃和開發詳細資訊。您還可以
線上搜尋，並預訂特定房地產項目的營建計劃。若要獲取
更多資訊，請造訪 pdonline.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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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布里斯本不斷前進
市政府正在實施一系列戰略，以使布里斯本的交通更快
速、更便捷、更安全。

改善本地道路
市政府致力於改善本地道路，投入數十億澳元減少城區
道路的交通瓶頸、城區「臭名昭著」的事故多發路段和
擁堵。這些投資會讓我們的本地交通網路更通暢、更快
捷、更安全。

活力交通
從 2016 年至 2020 年，市政府將投資一億澳元繼續建造
和改善布里斯本的單車道和步行道網路。
利用布里斯本優美的亞熱帶氣候，透過騎車或步行使你
的下次出行更加富有活力。您在保持活力與健康的同時，
讓我們的社區變得更清潔、更綠色、更暢行。

CityCycle 單車租用
CityCycle 是去上班、去遊玩或去上學的愉快、划算和便
捷出行方式。CityCycle 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營運，
在 150 個便利位置包括主要公共汽車、火車和渡輪終點
站，提供最多 2000 輛單車供租用。
詳情請造訪：www.citycycl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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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健康上下學

公共汽車、CityCat（渡輪）、CityHoppers（渡輪）和
CityFerries（渡輪）每週營運七天，是便利和環保的出行
方式。

健康上下學是市政府的免費項目，已被證明可以幫助布里
斯本的小學生、家長和教師把車留在家裡，使用步行、騎
單車、騎滑板車和拼車或乘坐公共汽車去學校。

布里斯本市政府營運一支共有 21 艘 CityCat 渡輪和九
艘 單 體 船（ 包 括：CityHoppers） 的 船 隊， 沿 由 25 個
碼頭構成的網路營運，覆蓋昆士蘭大學聖盧西亞校區到
Northshore Hamilton。CityCats 每週營運七天，每天大
部分時間每 15 分鐘一班。在高峰期提供特快路線和更頻
繁的服務。欲知更多包括時刻表在內的渡輪服務詳情，請
造訪 Translink 網站。

交通管理
如需布里斯本的最新交通資訊，請撥打 13 19 40 致電交通報
告熱線或者在出行前線上造訪 www.131940.qld.gov.au

對於公共交通服務有限的地區，市政府提供個性化公共交
通服務。布里斯本全市共有九條固定服務路線可供居民和
訪客使用。在有些城區，市政府為年齡超過 60 歲的長者
或行動不便以及出行到當地商店和利用當地服務有困難
的人士提供全程拼出租車服務。
若需布里斯本和昆士蘭東南部公共交通的更多資訊，包
括票價和時刻表，請撥打 13 12 30 致電昆士蘭政府的
TransLink 或造訪 www.translink.com.au

15

認識您的社區

緊急狀況管理

飼養寵物
您必須持有許可證，才能在布里斯本飼養某些種類和數量
的動物。所有布里斯本的寵物主人都需要遵照寵物飼主
法，以確保寵物和動物不會對社區或本土野生動物造成
滋擾。

消防管理
在市政府所轄土地上進行計畫或受控的燃燒，作用是保持
叢林生態系統的健康以及減輕叢林大火的影響。有計畫的
的燃燒可以減少可燃物的堆積。諸如樹枝、樹葉等可燃物
往往使叢林大火難以控制。

建築和開發
在布里斯本，若您計劃添加一個游泳池或一個平臺、分隔
物業或者進行任何其他營建或翻新工程，您需要從市政府
獲得相應的開發準許。

風暴和水災
布里斯本的某些地區在一年之中的不同時候易遭受洪水
災害。市政府在降水週期管理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市政府還能幫助您搜尋各種資訊、受理給排水申請以及獲
取柵欄相關資訊。

不過，一些洪災無法預防，所以您應該瞭解所住地區的水
災風險。
布里斯本市政府推出一系列免費工具和資訊，幫助居民和
企業主理解和管理他們的水災風險。市政府提供的有用資
訊還包括如何採取防範措施以及在發生水災時如何應對
等。造訪 www.brisbane.qld.gov.au，並搜尋「水災」
獲取更多資訊。

免費早期預警服務
布里斯本早期預警服務是免費的，讓居住在布里斯本市政
府轄區內的居民能夠透過電郵、手機簡訊（SMS），住宅
電話留言或推送通知接收警報。欲知關於本服務的更多資
訊，並造訪市政府網頁：
www.brisbane.qld.gov.au/be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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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支援
無障礙服務
布里斯本市政府提供一系列設施和服務，方便每個市民公
正平等地利用。市政府圖書館有替代格式材料供借用。
市政府開放社區禮堂供公眾租借，這些禮堂方便行動不便
的人士出入，而且許多公共汽車、火車、輪渡和特殊出租
車服務都具有無障礙設計。此外，符合條件的居民可以向
昆士蘭州交通和主要道路部申請殘障人士泊車許可證。
市政府的好鄰居大掃除計劃（Good Neighbour CleanUp Scheme）協助 6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的居民將不想要
的物品送去市政府資源回收中心。由於專門的義工會獲得
在資源回收中心使用的票券，因此本服務不會產生任何費
用。若需更多資訊，請撥打 (07) 3403 8888 致電市政府。

當地法律
根據《布里斯本城市法》，布里斯本市政府有權制定和執
行地方性法律。市政府還負責執行部分昆士蘭州政府制定
的法律。
市政府的守法與監管服務團隊負責執行與以下方面相關
的法律：
一、 自然資產；
二、 泊車規定；
三、 動物管理；
四、 遺棄車輛；
五、 鄰里滋擾。
我們的網站提供市政府地方性法律的完整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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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其中
您可以為自己社區的生命線以及布里斯本的未來做出貢獻。

您的城市、您的主張
您的城市、您的主張調查計劃讓您有機會瞭解影響布里斯
本的事項並提出建議。您可以透過線上登記成為會員
www.brisbane.qld.gov.au/yoursay

若您在布里斯本居住、工作或擁有自己的物業或生意，則
您可在市政府對您所在地區進行鄰里規劃時參與其中。

保護環境
另一種您可以改善當地環境的途徑是參與志願護林計
畫。透過加入我們三個計劃中的其中一個，幫助您的社
區重建公園、叢林、濕地和水道中的天然棲息地。參加
您當地的布里斯本棲息地（Habitat Brisbane）小組，在
當地的叢林幫忙或透過支援您當地的溪流流域（Creek
Catchment）小組，幫助保護您的溪流流域。如果您是
林地的業主，想在增加野生動物方面尋求支援，您可以
選擇加入野生動物保護合夥計劃（Wildlife Conservation
Partnerships Program）。

造訪市政府網站，瞭解更多市政府和社區已採用的社區計
劃與正在起草的計劃。您可以加入論壇，或者瞭解如何提
交意見。

無家可歸者關懷活動（Homeless Connect）
無家可歸者關懷活動讓布里斯本市政府、昆士蘭政府、企
業和社群團體一起合作，為無家可歸者提供免費服務。

社區規劃
鄰里規劃主要關乎市政府和社區攜手努力，共同決定布里
斯本的未來願景。

若需這些計劃和舉措詳情，請造訪市政府網站 :
www.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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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單車道
布里斯本的公路和非公路單車專用道與行人和單車共用
道網路覆蓋面極廣。市政府的獲獎項目「布里斯本騎行」
（Cycling Brisbane）幫助著各個年齡階段，具有不同能
力的人士。加入免費，並為會員提供各種折扣以及您在我
們的城市裡騎行所需的資訊。
按照昆士蘭州法律，除非另有標牌通告，在公路和步行道
上騎單車屬合法行為，但騎車人必須給行人讓路。如需更
多相關資訊，請造訪：www.tmr.qld.gov.au/roadrules
如果您騎車去中央商務區，內城區有超過 80 個免費的公
共單車鎖車處。位於喬治國王廣場汽車站的 Cycle2City 提
供安全可靠的單車存放、更衣室、儲物櫃和乾淨的毛巾。
關於在布里斯本騎車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cyclingbrisbane.com.au

布里斯本泊車管理
布里斯本市政府對本市範圍內的泊車進行監管。您應該知
道一些通行的泊車規則與法規，以避免遭到罰款或自己的
車輛被拖走。交通和泊車控制區域由住宅區和商業區內的
邊界標示牌規範和界定。若要瞭解您所處街道是否為泊車
控制區域，請造訪我們的網站或撥打 (07) 3403 8888 致
電市政府。
注意可能標示特定泊車條件的各種道路標記或標示牌，如
特殊泊車區以及交通和泊車控制區的限制規定等。市政府

還運作布里斯本市的停車收費錶，以及市內喬治國王廣
場和韋翰台（Wickham Terrace）的泊車站。可以使用硬
幣和銀行卡（Tap N Go）或移動裝置在收費錶上繳納路
邊泊車費。想使用移動裝置付費的客戶可以免費下載應
用軟體 CellOPark Australia，並登記詳細資料，或者撥打
(07) 5646 5222 致電 CellOPark。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
www.brisbane.qld.gov.au 或 www.cellopark.com.au

公共汽車出行貼示
• 根據自己的出發時間提前五分鐘到達車站。
• 準備好 go 公交卡或正確的票費。
• 舉手示意公共汽車靠站停車。
• 若您持有優惠卡，準備好向司機出示此卡。
• 若要下車，當公共汽車駛近您的下車車站時按停車鈴。
• 下車後，先等公交車駛離，然後再過馬路。

如何購買 go 公交卡
昆士蘭州政府推出了 go 公交卡以便您能夠順暢地在
TransLink 公共汽車、渡輪和火車間換乘。您可以在線購
買，在 go 公交卡零售商處購買，或者撥打 13 12 30 致
電 TransLink 透過電話購買。
請造訪 www.translink.com.au 以深入瞭解 go 公交卡
的購買與充值。您也可以在蘋果應用商店（App store）
和 谷 歌 應 用 商 店（Google Play） 上 下 載 應 用 軟 體 My
Trans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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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在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娛樂、文化和體育中心，到處可見顧客盈門的零售商店和美食繽紛的食府餐館。布里斯本
還有一些美輪美奐的公園與綠地，可供人們開展戶外活動。

當前活動

以下是市政府提供的部分項目。

在布里斯本市內及周圍總有豐富多彩的活動供觀賞與體
驗。造訪 www.brisbane.qld.gov.au 上的 What’s On
and Events（當前活動）頁面，或市政府臉書頁面
www.facebook.com/bnewhatson 瞭解林林總總的免費
市政府盛事與活動，其中包括體育與戶外活動、輔導、展
覽、娛樂和學校假期計劃。

GOLD（以冒險的方式邊生活邊變老）– 年紀增長並不意
味著您只能旁觀。註冊參加 GOLD 活動並結交些新朋友。
今天就開始您的冒險之旅吧！

免費訂閱市政府電子新聞簡訊，定期瞭解一年四季各種可
觀賞和可體驗的活動。市政府管理和維護一系列休閒設
施，包括公園和花園、社區禮堂和體育設施，如：
• 高爾夫球場

• 遊艇下水坡

• 游泳池

• 網球場

• 滑板公園。

很多市政府的公園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Wi-Fi）。如
需更多資訊，請造訪：www.brisbane.qld.gov.au

文體計劃
健康身體是在布里斯本享受生活的基石。市政府支持豐富
多彩的文體計劃，旨在幫助居民以健康、積極的方式生活。
需關於這些計劃的更多資訊，請造訪市政府網站：
www.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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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l Out（放鬆）– 為年齡介於 10 歲到 17 歲之間的年
輕人提供精彩刺激的活動。學校放假期間大都會在布里斯
本各處舉行這些節目，提供多種多樣的體育、娛樂、營
養、休閒和藝術活動。
Visible Ink（可見墨印）– 可見墨印是一個供布里斯本的
年輕人發現新主意、利用資源、發表主張和與社區夥伴溝
通的安全和友好的中心，使他們可以成長為積極的公民以
及為建設更好的布里斯本而做出貢獻。
Black Diamonds（黑鑽石）– 黑鑽石計劃為生活在布里
斯本的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峽島民提供一系列免費或低價
的活動，主要對象為年輕人。該計劃旨在
• 提供參加有文化側重點的運動、健康、娛樂和藝術類

計劃
• 發展與增強領導力技能、自尊或文化聯絡
• 提高健康與福利水準。

市政府圖書館
布里斯本市政府圖書館既有活力又忙碌，是溝通、閱讀、
學習、工作、放鬆或探討新點子的場所。共有 33 家圖書
館位於本市各處，以及一家到訪部分偏遠郊區的流動圖
書館。
市政府圖書館提供多種多樣的書籍、報紙、雜誌、CD 光
碟、DVD 光碟、電子書、有聲讀物和其他可下載的內容
以及免費無線網路。一些圖書館還擁有非英語語言藏品。
市政府圖書館為所有人提供免費活動，包括資訊研討會、
講座、作家座談、電腦班、故事會、家庭作業輔導和讀書
俱樂部聚會。
造訪市政府網站或致電我們，以瞭解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和
位置、設施、會籍、活動等資訊。

環境 / 探索中心園區
市政府在全市有六個環境 / 探索中心園區，供居民和訪客
享用。這些園區提供精彩的教育展示、步行道、互動學習
空間、教育項目和活動、義工計劃、野餐設施和娛樂玩耍
空間等等，鼓勵我們的居民走出住所，到大自然中去。

這些園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幫助布里斯本成為乾淨、環
保、積極和健康的城市。
這六個環境 / 探索中心園區包括：
• 位於庫特山的布里斯本植物園
• 城市植物園
• Boondall 濕地環境中心
• Downfall Creek 叢林中心
• 位於 Rochedale 的邁向零廢物教育中心
• Karawatha 探索中心（2016 年 3 月開放）

托馬斯 • 布里斯本爵士天文館
托馬斯 • 布里斯本爵士天文館位於布里斯本的庫特山植物
園內。該天文館的主要特色是一個直徑為 12.5 米的投射
圓頂。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場所是澳洲技術最先進的天文
館，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景點，如：宇宙天穹（Cosmic
Skydome）、觀測臺、日晷庭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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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各項活動和文化區
布里斯本是一座充滿活力的藝術大都市，以一系列的文
化藝術場館與活動為傲

市政廳
列入遺產名錄的市政廳建於 1920 年和 1930 年之間，被
視作布里斯本中心，為一年四季的許多文化、社會和公民
活動提供舞臺。
經歷耗資 2.15 億澳元的翻修後，市政廳已然成為探索布
里斯本歷史的最佳去處，導賞團向遊客呈獻主禮堂、亨
利 • 威利斯（Henry Willis）神父風琴和標誌性的鐘樓。
布里斯本博物館是市政廳的另一項特色，展出選自布里斯
本市藏品的藝術品以及本市部分著名藝術家的當代作品。

布里斯本好客市民伴遊
布里斯本好客市民（Brisbane Greeters）是熱情的當地
導遊，就以下四個類別提供免費的布里斯本步行伴遊：藝
術與文化、歷史與遺產、親子遊以及建築。若要獲取更多
資訊，請造訪 www.brisbanegreeters.com.au

布里斯本市政府致力於建設
一個更宜居的布里斯本。欲
知關於市政府服務、活動、
盛事和未來規劃的更多資訊，
請撥打（07）3403 8888 致
電市政府或訪問
www.brisban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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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
南岸因舉行大型音樂劇和國際藝術展覽而享有盛譽，同時
南岸也更具休閒特色，當地人和遊客都喜歡來此曬太陽
浴，暢游人造海灘，或者在咖啡館、公園和步行道休閒
放鬆。
布里斯本首屈一指的表演場館，即昆士蘭州表演藝術中心
（QPAC），為布里斯本構建了一個全年舉辦世界一流藝
術盛會（包括芭蕾，歌劇和音樂劇類節目）的平臺。若需
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visitsouthbank.com.au

活力城市
發現激發靈感的當代藝術與設計作品是如何透過市政府
的活力城市計劃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為我們的城市生活注
入新的活力。您可以探索現在透過藝術、雕塑、戶外藝術
走廊、創意燈飾和活動進行大變身的一度被遺忘的巷道和
未物盡其用的公共空間。
昆士蘭美術館與現代美術館
昆士蘭的頂級視覺藝術機構，昆士蘭美術館與現代美術館
（QAGOMA），透過一個富有活力的澳洲和國際展覽計
劃來連結人們與藝術。這些展覽展出主題多樣的歷史上與
當代的藝術家作品。
布里斯本發電站
新農場的布里斯本發電站是另一個展演傑出的當地、全國
及國際戲劇、音樂、歌舞、視覺藝術、電影節和喜劇的創
意基地
裘蒂絲 • 萊特當代藝術中心
位於毅力谷的裘蒂絲 • 萊特當代藝術中心（Judith Wright
Centre of Contemporary Arts）展演獨立的布里斯本藝術
家、當地和國際的音樂家作品，以及以電子音樂和全球音
樂、表演藝術和歌舞為主題的前衛表演。

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文化
布里斯本擁有豐富的讓人引以為豪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
峽島民文化遺產。市政府透過藝術、運動和文化活動，和
當地的人們一起保護和頌揚他們的獨特的文化。
原住民文化步道
布里斯本有三條叢林步道，專為頌揚與保護當地的原住民
文化遺產而設。
• 布恩多爾濕地（Boondall Wetlands）—— 這條步道
由 18 座鋁雕塑組成，展示原住民部族對濕地土地與動
植物的利用方式
• 庫特山（Mt Coot-tha）—— 這條長 1.5 公里的步行道
展示了八件藝術品。這些藝術品在自然環境中展示了原
住民藝術，以及其如何用於繪製地圖和傳遞文化資訊。
• Brighton 區和平公園 - 這條 250 米的環形步道透過描
繪植物和動物的手繪和雕刻圖騰，深入介紹了該地區的
原住民食物來源。
公民入籍儀式
公民入籍儀式在布里斯本全年舉行。唯獨在布里斯本，所
有的選區議員能夠主持公民入籍儀式。市長親自在市政
廳主持入籍儀式，每場儀式平均歡迎 600 名公民加入布
里斯本。聯邦移民與邊境保護署負責授予澳洲公民資格。
若需更多相關資訊，請造訪 www.border.gov.au 或撥打
131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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