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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在澳洲的东北部），是该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第三大

城市，仅次于悉尼、墨尔本，人口约有 215 万。当地常年阳光普照，因此也有“阳光之城”

之称。

在这个秩序井然的国际化大都市里，世界级的艺术画廊、高水准的现场音乐演出、常年开放

的露天餐馆、刺激的户外活动争相辉映，为这个城市带来无限活力。当地居民热情好客，在

路上看到你拿着地图，都会主动上前询问需不需要帮助。在所谓寒冷的冬季，布里斯班人却

能坐在自家院子的花园里悠闲的晒太阳，而其他地方则需要受着严寒的煎熬，此刻你就会明

白为什么布里斯班的生活方式令人向往了。

马丁  如果你问我对布里斯班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就是蓝天！布里斯班的天空蓝的像海，

干净的通透明澈 , 空气像新鲜的冰镇柠檬水沁入肺里 , 心底最深处如有清泉流过 , 对于我们常

年生活在时刻计算着 PM2.5 的国人来说，蓝得有点不敢相信，同样的是大城市，差距怎么就

可以这么大呢。

布里斯班速览 Introducing Brisbane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BrisBane布里斯班

更新时间：2017.2

最佳旅游时间   10-12 月是布里斯班的最佳旅游

时间。此时的布里斯班正值夏季，阳光正好，百花绽

放，白天气温也不会太高，平均气温在 26、7 度左右，

凉爽舒适，特别适合户外游玩。

穿衣指南   布里斯班地处热带，最热的时候是在

1-2 月，这个时候还是他们的雨季，最高气温能到

40 度，这个时候只要穿上快干、透气的短袖背心，

随身携带雨伞即可。最冷的时候在 7-8 月，白天平

均气温在 20 度左右，晚上最低会到 10 度。这个时

候最好随身携带保暖外套。另外，布里斯班常年阳

光普照，紫外线强烈，不管什么时候去最好都涂好

防晒、戴上墨镜。

消费水平  汇率（2017 年 2 月最新汇率）

1 澳元 =5.3 人民币元

1 人民币元 =0.19 澳元

在布里斯班最大的开销是住宿和租车。租车的费用

一天大约需要 50-60 澳元，住宿根据条件不同每晚

房费从 25 澳元到 190 澳元不等。餐饮方面如果要

求不高，每顿大概 4-20 澳元就能解决。

时差   布里斯班比北京时间快 2 小时，也就是我们

的下午 4 点是他们的下午 6 点。

http://www.mafengwo.cn/i/1331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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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溯流而下，沿河游览

布里斯班河贯穿整个城市，两岸风景各不相同，北岸高楼耸立，南岸绿

意盎然。乘坐免费的观光游览船 Cityhopper 或者 Citycat（详见下文交

通部分）穿行在这旖旎蜿蜒的河道间，平时难得一见的鹈鹕与东部浅水

蜥蜴，随时都可能闯入你的镜头。穿梭在公园内的热带雨林区和日式花

园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静谧和清幽。在城市中间兜兜转转，如果遇见

河岸边慢跑或者骑着自行车的市民，他们都会对你投来欢迎的微笑，不

妨对他们友好的 Say Hi，这些无疑都是旅行中甜蜜的收获。

 

冒险刺激，一路同行

如果你喜欢冒险，布里斯班也非常适合你。来到袋鼠角（详见下文景点

部分）攀一次岩，心惊肉跳的体验必将让你刻骨难忘。随后爬上故事桥

360 度鸟瞰布里斯班美丽的全景，那站在城市之巅的呐喊，是对布里斯

班最倾力的赞美。

故事桥 Story Bridge

“故事桥上无故事”是这座桥闻名的原因，这座桥真的没有什么感天动

地的历史传说。桥的名字源于 John Douglas Story, 他推动了这座桥

的建造，因此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将大桥命名为故事桥。故事桥的设计师

John Bradfield 之后还修建了鼎鼎有名的悉尼海港大桥。这两座大桥是

世界上唯二手工打造的大桥，也是世界上可以攀爬的大桥。所以现在故

事桥的攀桥活动已经成了布里斯班的必玩项目。

地址：Story Bridge, Bradfield Highway, Kangaroo Point,Brisbane

开放时间：大桥全天开放

攀桥费用：周一至周四：白天和夜晚 89 澳元，黄昏 99 澳元；周五、日：

白天 89 澳元，夜晚 99 澳元，黄昏 130 澳元；周六：白天夜晚 99 澳元，

黄昏 130 澳元。需提前预约。

网址：http://www.sbac.net.au/

品味文化和建筑之美

无论你是不是地道的文艺青年，前往昆士兰博物馆（详见下文景点部分）

观看恐龙骨架，置身于昆士兰艺术馆中欣赏澳大利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绝对令你不虚此行。等到华灯初上，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还会定期上演

芭蕾舞、管弦乐、歌剧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南十字星丫丫 布里斯班河畔

在布里斯班，现代建筑设计都充分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砂岩教堂与钢

筋玻璃建成的摩天大楼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此外，布里斯班许多文化

机构都设在雅致的老式政府大楼里，如市政厅（详见下文景点部分）、

前财政部大楼、议会大厦等。除了政府机构，这里还有百年名校—昆士

兰大学。你可以在这座历史底蕴丰富的城市里，品味文化和建筑之美。

 

Sights景点

布里斯班河蜿蜒曲折，穿过整个城市，也因此将布里斯班分成了几个区域。

中间呈 V 字型的区域就是布里斯班的市中心，这里集结了布里斯班的市

政府、大教堂、植物园、财政厅、大型购物中心等重要的景点，是游客

游览布里斯班的起点。

与市中心隔河相望的西南边就是布里斯班的南岸，热门旅游景点南岸公

园就在岸边，城市地标之一的昆士兰文化中心也近在咫尺，再往南走是

澳洲的百年名校昆士兰大学，古老典雅的校园环境让人流连忘返。而与

市中心正南相对的袋鼠角则占据着整个城市的最佳观赏点。

如果想走出城市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布里斯班周边也有很多不错的选

择，南郊的龙柏考拉动物园适合喜欢动物的你，国母在 2014 年 G20 峰

会期间也来到这里和考拉亲密合影。布里斯班北面沿海的区域则适合想

看海的你，黄金海岸、阳光海岸连成一片，离岛的莫顿岛更是能和小海

豚亲密接触，喜欢海滩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市中心区及北岸

市政厅 City Hall

建于 1930 年，通体使用昆士兰州特有的棕黄色砂石材料建造而成，是

整个昆士兰州最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了。现在开放参观，最高的那栋建

筑是钟楼，每 15 分钟会响一次，意为提醒休闲的澳大利亚人珍惜时间，

不要虚度时光。如果想了解布里斯班更多的城市发展史可以上市政厅 3

楼，那里有史料馆。

地 址：Ann & Adelaide Sts | King George Square,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 34038888

到达交通：公交车到 city hall 站下车

南十字星丫丫 昆士兰文化中心

http://www.mafengwo.cn/i/3083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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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角 Kangaroo Point

这不是一个看袋鼠的地方，实际上，这里一个袋鼠也没有。所以这里有

个说法就是“袋鼠角里无袋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袋鼠角所在的地方

刚好是一个圆形的角落区域，形似袋鼠鼓起来的肚子，因此而得名。但

其实袋鼠角是一处纵观布里斯班市景位置最佳的地方，处在一个大拐角

上，对岸就是鳞次栉比的市中心，能见度好的时候两岸高楼大厦一览无余。

袋鼠角同时还是一个比较受攀岩爱好者欢迎的地方，天然的悬崖给这些

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活动场地。

地址：Kangaroo Point QLD

到达交通 : 搭乘公交车到 Woolloongabba 站 2 号站台出

议会大厦 Parliament House

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建成于 1878 年，现在则是昆士兰州议会的驻地，

州议员会定期在这里就昆士兰的各发展议题在这里展开激烈的争论，赶

上议会期间，还能在旁边观看昆士兰政客舌辩群雄。

这里还可以报名参加导游讲解，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 15 分，周末上午 10 点至下午 2 点。议会期间（每年 11 月 20 日召开，

会期为 40 天）除外。

地址：George St, Brisbane QLD 4000

联系方式：(61-07)34067111

网址：http://www.parliament.qld.gov.au/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至 Alice St near George St 下

罗马街公园 Roma Street Parkland

非常适合带着小孩的亲子游公园，这个公园也是紧挨着市中心，但是一

进公园里就仿佛隔绝了市中心的喧闹。公园里面特别的幽静，公园设计

的也非常精巧，有各种主题的花园，园艺。景观十分值得观赏。公园里

还有一个儿童乐园，和一辆穿梭其中的小火车（免费乘坐），小朋友在

里面会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地址：1 Parkland Blvd,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0064545

到达交通：搭乘公交车到 Normanby 站下车 2 号站台出

阳光毛毛 袋鼠角

前财政部大楼 Former Treasury Building

这座建于 1885 年，有着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是当时殖

民地时代的政府财政部所在地。这个曾被视为澳大利亚自治标志（澳大

利亚联邦于 1901 年在这座大楼内的一个阳台上宣布独立）的大楼在

1995 年被市政府出租给了私人公司，现在是一家 24 小时开放的赌场。

地址：Top of the Queen Street Mall, Brisbane QLD 4161

联系方式：(61-07)33068888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至 Elizabeth Street 站下车

城市植物园 City Botanic Garden

布里斯班最古老的公园，离市中心不远，紧挨着布里斯班河。这里绿树

成荫，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看到百花绽放，是布里斯班本地人最喜欢

的公园之一。公园入口处可以租借自行车，游客可以租个自行车沿着河

边边欣赏河岸美景边穿行在绿色的公园里。时间充裕的话也可以花半天

的时间，跟本地人一样带点好吃的坐在公园的草地上进行野餐，享受慢

生活。

地址：Alice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 3403 2533

开放时间：6:00-18:00

到达交通：公交车 Queen St 站下车

Ann Yu M 市政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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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教堂 St John’s Cathedral

建于 1901 年的一座哥特复兴风格的教堂，现在已成为布里斯班的一处

地标建筑，也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全石头穹顶天花板。这座大教堂最大

的特色是那根来自英国有 3.5 亿年历史的含有珊瑚虫骨骼和双扇贝化石

的石灰石柱子，建筑外面还有精美的彩绘玻璃。有时候教堂里面还会举

办婚礼和合唱团表演。

地址： 373 Ann St, Brisbane QLD 4000 澳大利亚

联系方式：(61-07)38352231

网址：http://www.stjohnscathedral.com.au/

开放时间：9:30-16:30

到达交通：搭乘公交车到 Adelaide Street 站下车

唐人街 Chinatown Brisbane

唐人街就是布里斯班华人聚集的地方，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这里可

以找到不少中国特色餐厅和超市，要想买老干妈这里就有。每逢农历新

年春节，布里斯班市长都会来这里剪彩庆贺，唐人街也会布置的特别有

节日气息，如果想念故土的感觉，来这里就没错。

地址：33 Duncan St, Fortitude Valley

联系方式：(61-07)32525999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到 Wickham Street 站下车

南岸

南岸公园 South Bank Parklands

位于布里斯班河畔南岸，沿河修建，与 CBD 隔岸相望。曾是 1988 年万

国博览会举办的地方，现在公园仅留的遗址就是当年的尼泊尔馆。在这

个占地 16 公顷的公园里，有人造海滩、摩天轮和游乐园，到处都被绿色

植被覆盖。本地人特别喜欢休闲时候来这野餐，享受生活。周六公园里

还会有小型市集，是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好推荐。

地址：South Bank, Brisbane, Queensland 4101,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 38672051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在 South Brisbane 站下。

蚊子霏霏 公园里有游泳池还有小湖，人们都慵懒的晒着太阳

昆士兰文化中心 Queensland Cultural Centre

位于南岸的昆士兰文化中心由昆士兰美术馆、昆士兰博物馆、当代艺术

中心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艺术展馆建筑群组成。其中昆士兰美术馆人气

最高，这个美术馆比较亲民，每幅画下面都有详细的介绍，针对小孩的

还有一份介绍，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讲解了每幅画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高

高在上。在昆士兰文化中心不定期的还会举办跟土著文化相关的展览，

是了解澳洲本土文化的好地方。

地址：Grey St, South Brisbane QLD 4101 澳大利亚

网址：http://www.arts.qld.gov.au/arts/culturalcentre.html

联系方式：(61-07)38407100

开放时间：9:30—17:00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到 Cultural Centre 站下车

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澳洲八大名校之一，有超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很多人心目中澳洲最美

的大学。校园绿化做的非常好，进到校园里面遍地都是绿植覆盖。每年

的 10-11 月是观赏这个校园最好的季节，因为这个时候校园的紫薇花将

会全部绽放，不少新人也会选择在这个大学里拍摄婚纱照。想感受曾经

美好的校园时光，就不要错过昆士兰大学。

地址：St Lucia Queensland 4072 Australia

网址：http://www.uq.edu.au/

联系方式：(61-07)33651111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车到 Sir Fred Schonell Dr at St Lucia Ferry 站

下车

周边

龙柏考拉动物园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世界排名前十的动物园，世界上最古老最大型的考拉动物园，拥有超过

130 只考拉，也是最早的专业考拉保育区。这里考拉遍地都是，除了树

上睡的，这里还有地上活蹦乱跳的。如果你喜欢近距离接触，这里还提

供收费的抱考拉照相服务（16 澳元 1 位）以及喂食考拉的项目（2 澳元

1 份）。除了憨态可掬的考拉，这里还有袋鼠、澳洲野犬、猫头鹰等各种

澳洲特有的动物可供观赏。每天下午还有澳洲特色的剪羊毛表演，非常

值得观看。

地址：708 Jesmond Rd Fig Tree Pocket QLD 4069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3781366

南十字星丫丫 当代艺术中心里，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http://www.mafengwo.cn/i/1376118.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83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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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koala.net/

费用：成人 33 澳元，儿童 (3-13 岁 )22 澳元，家庭套票 80 澳元。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 430、445 路到龙柏考拉动物园站下。

海豚岛（莫顿岛） Moreton Island

离布里斯班不远的海豚岛是全世界第三大沙岛，南北贯穿 125 公里。清

澈的海水，细致的沙滩，完善的住宿吸引了全球的旅行者前往。在这里

你可以亲手喂食野生瓶鼻海豚（在天阁露玛度假村里，详见下文娱乐处），

还有滑沙和水上活动。站在岛上最高的沙丘——Mt Tempest 上俯瞰整

个岛屿，美景尽收眼底。11 月是这个岛的最佳旅游时间。

地址：Moreton Island, Brisbane,Australia

网址：http://www.moretonislandtours.com/

到达交通：从布里斯班乘船 30 多分钟就可抵达

阳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与大名鼎鼎的黄金海岸相比，这里明显游客要少很多，阳光猛烈，一眼

望不到海岸线，海水清澈，是著名的冲浪天堂。要注意的是有些海水区

域会插上小红旗，这些都是危险区域，不能进入。

地址：Sunshine Coast, Brisbane,Australia

网址：http://www.visitsunshinecoast.com.au/

到达交通：在中央车站乘坐灰狗汽车（Greyhound, www.greyhound.

com.au) 可到，车程大概 1 个半小时。

宇瀞 考拉

黄金海岸 Gold Coast

布里斯班周边名气最大的海滩。具体详情可以参阅蚂蜂窝黄金海岸攻略。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7339.html

布里斯班住宿大多集中在市中心区域，这里交通便利、景点众多，是游

览这个城市的最佳落脚点。而位于南岸的住宿虽离市中心有点远，大多

集中在昆士兰文化中心附近，不像市中心区的酒店那样拥挤，这边的酒

店比较宽敞，更适合度假的游客。酒店分类方面，背包客可以选择物美

价廉的背包酒店；经济稍宽裕对住宿有讲究的可以选择一些星级酒店；

拖家带口的朋友可以选择公寓式酒店，一家人可以在当地买了食材一起

做饭享受全家出游的乐趣。

更多选择欢迎访问蚂蜂窝国际酒店预订系统：http://www.mafengwo.

cn/hotel/10857/

省钱首选

Nomads Brisbane Hostel

位于布里斯班市中心，坐落在被列为历史遗产的建筑内，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步行到皇后街购物区仅 2 分钟，旅馆对面就是中央车站。但酒店

隔音不是很好，晚上会听到楼下酒吧的音乐声。

地址：308 Edward Street, Brisbane, Australia 4000

网 址：http://nomadsworld.com/hostels/australia/brisbane/

nomads-brisbane

费用：一个床位一晚 35 澳元

Brisbane City YHA 

口碑很不错的青旅，位置很棒，距离布里斯本客运交通中心很近，出行

方便。除了宿舍床位之外，还有双人的独立房间。

地址： 392 Upper Roma Street，Brisbane , QLD 4000

网 址：https://cn.yha.com.au/hostels/qld/brisbane-surrounds/

brisbane-backpackers-hostel/

费用：一个床位一晚 28 澳元起，详情可参考官网

舒适之选

Oaks Hotels and Resorts

Oaks 在布里斯班拥有 11 处酒店，位置都很不错，性价比高。具体可以

查阅官网。

网 址：http://www.minorhotels.com/en/oaks/austral ia/

queensland/brisbane

费用：一卧室公寓一晚约 600-800 人民币

住宿 Hotel

南十字星丫丫 海豚岛的日出

http://www.mafengwo.cn/i/1149786.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83963.html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73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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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s Styles Brisbane Elizabeth Street

内部装修很新，干净舒适。位于布里斯班的市中心，距离 Queen Street 

Mall 很近，适合逛街购物。

地址：27-35 Turbot Street, Brisbane, Australia 4000

网址：http://www.ibis.com/gb/hotel-8835-ibis-styles-brisbane-elizabeth-

street-/index.shtml

费用：大床房一晚 116 澳元

奢华之选

布里斯班中央索菲特酒店 Sofitel Brisbane Central Hotel

位于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酒店直接可连接到火车站，交通便利，

周围都是购物商场。酒店房间布置温馨，有一种家的感觉。酒店内部有

spa、游泳池、健身中心、按摩浴池以及其他各种美容设施。餐厅的自助

餐也比较可口。

地址：249 Turbot Street, Brisbane, Australia 4000

网址：http://www.sofitelbrisbane.com.au/

费用：高级标间一晚 230 澳元

布里斯班希尔顿酒店 Hilton Brisbane Hotel

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步行到购物中心、植物园都是在 10 分钟内，紧挨

着布里斯班河。房间宽敞舒适，从冰箱到吹风机一应俱全，早上有自助

早餐。酒店还有网球场、水上运动项目、室外泳池等各种丰富的娱乐设施。

礼宾人员服务也特别周到，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地址：190 Elizabeth Street , Brisbane, Australia 4001

网址：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queensland/hilton-brisbane-

BSBHITW/index.html

费用：标间一晚 216 澳元

餐饮 Eat

布里斯班汇聚了全世界的美味佳肴，墨西哥菜、意大利菜、中国料理、

印度美食、日本料理等各大菜系应有尽有。布里斯班人对待实物态度特

别认真，再普通的食材到了他们的手里也会被烹制的鲜香四溢，而且这

里的食材大都选用当地或者附近应季的名产，所以最大程度保留了食物

本身的口感。如果不知道如何在众多餐厅里做选择，去市中心看哪家人

多进去就是了，大部分好吃的都汇集在市中心区。由于布里斯班四季气

温舒适，所以餐厅多设户外用餐区域，可以边赏路边风景边享受盘中佳肴。

各国菜肴

Bella Tiarnie Italian Restaurant & Gourmet Pizzas

常年占据布里斯班美食排行榜榜首的意大利餐馆，意大利薄饼披萨、意

大利面是他们家的招牌。友善的服务员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用餐体验。

地址：2/620 Brunswick Street, New Farm, Brisbane, Queensland 

4005,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3583003

网址：http://www.wavewing.com.au/index.html

参考消费：一份大披萨 20 澳元左右

Sono Japanese Restaurant（Queen Street Mall 分店）

非常火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从服务员到桌面摆设都能看出这是一家很讲

究细节的餐厅。海鲜料理和鸡肉料理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虽不是在日

本本土，地道的口味让日本本地人吃了都觉得很正宗。这家店消费较高，

上菜速度也比较慢，适合不太赶时间的游客。

地址：Tattersalls, Edward St & Queen Street, Brisbane City QLD 

4000

联系方式：(61-07)32201888

网址：http://sonorestaurant.com.au/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 18:00-21:30；周三至周日 12:00-14：30；周

五至周六 18:00-22:00

参考消费：一道主菜（鸡肉烧）29 澳元左右

Saké Restaurant and Bar

精致的日本料理，在本地人中相当有名气，被布里斯班当地的 Times 

Good Food Guide 评为一星。

地址：Level 1 45 Eagle Street, Eagle Street Pier, Brisbane QLD

网址：http://www.sakerestaurant.com.au/eagle-street-pier/ 

联系方式：（61-07）30150557

Jellyfish Restaurant

风景独好的一家吃海鲜的餐馆，坐落在故事桥边，设有露天座位，可以

边赏风景边吃饭。

地 址：123 Eagle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3220 1112,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2202202

网址：http://www.jellyfishrestaurant.com.au/ 

开放时间：12: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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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tshed， Regatta Hotel 

美味的牛排藏在历史悠久的酒店里，这里的装饰风格独特，有着让人舒

适的用餐环境。精选牛排配以时令蔬菜和香醇的红酒，绝对是难忘的一餐。

地址：543 Coronation Drive Toowong Qld 4064

网址：http://www.regattahotel.com.au/

Black Hide

获得澳大利亚最佳牛排餐厅奖、2016 年昆士兰最佳牛排餐厅奖等无数大

奖。牛肉全部选用当地自产，保证质量自始而终都一样最好。

地址：36 Caxton Street, Petrie Terrace, Brisbane

网址：http://blackhidesteakhouse.com.au/

联系方式：（61-7）33699500

Morrison Hotel

可以说布里斯班人气最高的一家牛排店了，是肉食者的天堂，这里的牛

排肉质鲜嫩，汁水四溢，可以根据客人的喜好做成不同的生熟程度。除

了牛排，这里生蚝也颇受欢迎。特别跟家人朋友来这里欢聚一堂。

地址：640 Stanley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3911413

网址 :http://www.morrisonhotel.com.au/dining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 10:00-23:00；周四至周六 10:00-12:00

参考价格：20 澳元一份牛排

Malt

这是一个吃正宗澳大利亚菜的地方，菜式分量十足，摆盘精致，室内装

修典雅，用餐环境十分宜人，只是价格有点不太可爱。

地址：28 Market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2364855

网址：http://maltdining.com.au/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 10:30-23:00；周四至周五 10:30-12:00；周六 

17:30- 凌晨 12:00

参考消费：人均 85 澳元

南十字星丫丫 牛排

咖啡厅

Brendan's Cafe on the Goodwill Bridge

与其说是咖啡馆不如说就是一个露天移动咖啡摊。简陋的环境丝毫不影

响这家店的咖啡口感。不少人都说这里有布里斯班最美味的咖啡，除了

咖啡，这家店手工烘焙的蛋糕和饼干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买上一杯咖啡，

坐在边上的长椅上看看布里斯班河的景色，也是比较惬意的体验。

地址：On the Goodwill Bridge,Southbank,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434640556

Felix Espresso and Wine Bar

位于布里斯班的 CBD，提供上好的咖啡和可口的甜点，轻松的用餐环境

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地址：50 Burnett Lane, Brisbane, QLD 4000

联系方式：(61-07)31617966

Coffee Anthology 

这家咖啡馆特别受欢迎，门口经常排长队，曾被 Beanhunter 授予澳大

利亚最佳咖啡馆奖。除了咖啡外，阳光好的日子，享受一顿早午餐的乐

趣也是很美妙的。

地址：126 Margaret St, Brisbane City QLD

联系方式：（61-07）32101881

网址：www.coffeeanthology.com.au

WickED Corner Cafe

明亮宽敞的一家咖啡店，这里的服务员都十分友好、乐于助人，当然咖

啡的品质也是受到本地人的好评，这里上菜速度很快，特别适合时间不

太宽裕的游客。

地址：Wickham Terrace，Cnr Edward St,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开放时间：6:30-15:00

布里斯班购物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皇后街一带。那里大型购物中

心林立，基本澳洲出名的牌子在这里都能买得到，所以游客去的会比较多。

当地人更喜欢去的是周末的市集，大部分市集都在南岸，市集上有各种

各样的手工品、自家农庄的鲜花、土特产等等，是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

好地方。

主要购物中心

皇后街购物中心 Queen Street Mall

是布里斯班市内最大的购物中心，有超过 700 家国际大牌，澳洲本土品

牌在内的商店入驻这里，其中还有著名的百货商店 Myer。圣诞节期间和

购物 Shopping

http://www.mafengwo.cn/i/3083963.html%20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9大洋洲系列

7、8 月份是他们的打折季，皇后街购物中心的商店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大

甩卖活动，比较推荐这两个时候前去血拼。

地址：Queen Street, Brisbane,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联系方式：(61-07)30066290

James Street 

越来越受到瞩目的街区，在这里遍布众多名牌服装店、家居用品店、艺

术画廊和设计师店铺。购物之余，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各色美食和咖啡。

网址：http://www.jamesst.com.au/

特色市集

南岸市集 South Bank Lifestyles Market

这是一个位于布里斯班河南岸的旅游市集，市集里有很多手工艺人的作

品以及澳洲特色礼物如回力镖、填充袋鼠玩具、澳宝工艺品等等，游客

一定能从中挑出不少自己钟意的礼物。

地址：South Bank Parklands,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开放时间：周五 17:00-22:00；周六 11:00-17:00；周日 9:00-17:00

Jan Powers Markets

布里斯班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当地新鲜的食材让人眼花缭乱，水果、

蔬菜、鲜花、肉类，各种食材都能在这里找到。

开放时间：每周三在 CBD，每周六在 New Farm Powerhouse

网址：http://www.janpowersfarmersmarkets.com.au/

Eat Street Markets

布里斯班周末的美食集市，穿梭在各国的美食中，绝对是吃货的一大福利。

地址：Macarthur Ave, Hamilton, Brisbane

开放时间：周五、周六 16:00-22:00

网址：https://www.eatstreetmarkets.com/

春之枫叶 皇后街购物中心一角

Entertainment娱乐
看鲸鱼和喂海豚

澳洲最棒的看鲸鱼和喂海豚的地方在离布里斯班仅 75 分钟船程的莫顿岛

天阁露玛小镇上，原来小镇上还有专门的捕鲸点，现在捕鲸产业被取消了，

整个小镇被开发成度假村，即天阁露玛度假村。度假村里有一个野生海

豚园，每到傍晚都有十余只海豚游到沙滩边上，此时游客可以在专人的

指导下喂食海豚。根据套餐不同费用平均是 60 澳元，如果住在度假村里

则这项费用包含在房费中。

每年 5-11 月是澳洲观鲸最好的时候，此时在度假村里也有专门的观鲸出

海巡航游，可以来到度假村报名参加，费用大概是 58 澳元 1 人。

天阁露玛度假村

地址：Tangalooma，Moreton Island, Brisbane,Australia

网址：http://www.tangalooma.com/cn/home/

联系方式：(61-07)36372000

到达交通：可以在布里斯班的霍特街码头（详见下面内部交通渡轮处）

乘坐，每天有 3 趟，旅游旺季会不定期增加班次，详情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tangalooma.com/cn/general_information/launch_

timetables/

冲浪及其他水上运动
布里斯班周边有很多质量不错的海滩，闻名世界的黄金海岸（距布里斯

班 1 小时车程），阳光海岸（距离布里斯班 2 小时车程）近在咫尺。这

两处海滩都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海滩上随处可见踩着冲浪板乘风破浪

的好手。如果你对冲浪一无所知，你也可以在冲浪滑板专卖店（黄金海

岸和阳光海岸的沙滩上到处都有 ) 向店主咨询，找他们推荐靠谱的培训课

程。又或者是直接穿上泳衣在海里尽情嬉戏就好！

音乐演出
布里斯班是很多澳洲著名音乐人发迹的地方。像老牌乐队 Bee Gees、著

名的朋克乐队 Saints、流行音乐组合野人花园、妮可基德曼的丈夫—澳

洲乡村音乐歌手 Keith Urban 都与布里斯班有着不解之缘。因此这些年

阳光毛毛 冲浪

http://www.mafengwo.cn/i/1331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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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有着很好的音乐演出氛围，各种流派的歌手都会选择在布里斯

班演出。如果你比较喜欢听现场音乐，那在 Fortitude Valley 一带的小

酒吧和 Live House 都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看一些音乐剧、芭蕾舞演出，

那么昆士兰文化中心（详见上面景点介绍部分，票务信息网址：http://

www.qpac.com.au/）也是不错的选择。

City Sounds 作为布里斯班独具一格的现场音乐活动，页很值得关注。

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免费音乐项目，当地、巡回乐队和音乐家每周在

Queen Street Mall、邮政广场、南岸以及布里斯班其他地方演出，可

以登录网站 http://www.visitbrisbane.com.au/the-city-sounds?sc_

lang=en-au 了解更多。

The Triffid

想在布里斯班感受刺激的现场音乐，来这里准没错。

地址：7-9 STRATTON ST, NEWSTEAD QLD 4006

联系方式：（61-7）31713001

网址：http://thetriffid.com.au/

节庆 Festivals

布里斯班国际赛 Brisbane International

每年于 1 月举行的职业网球巡回赛，由于在澳州网球公开赛前举办，所

以也被视作是澳网前的热身赛。来自全世界的顶尖球员都会汇聚于此，

一决高下。

时间：1 月

网址：www.brisbaneinternational.com

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

布里斯班华人众多，每年农历新年之际，华人朋友都会在中国城进行放

鞭炮、舞龙舞狮等一系列庆祝农历新年的表演。布里斯班市长也会亲临

现场与华人一起迎接中国新年。

时间：2 月

布 里 斯 班 冬 季 赛 马 嘉 年 华 Queensland Winter Racing 

Carnival

这是昆士兰州最盛大的赛马活动，活动时间比较长，但主要的大型比赛

都是在 6 月上旬举行，届时你将能感受到昆士兰州人民对赛马的热情。

时间：4 月上旬至 7 月上旬

网址：http://www.brc.com.au/

布里斯班亚太电影节 Brisbane 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 

电影节期间会展映来自亚太地区的多种不同影片，还会有研讨会及小组

讨论。

网址：http://brisbaneasiapacificfilmfestival.com/

时间：11 月下旬

Ekka 皇家嘉年华 Ekka Royal Queensland Show

这是昆士兰一年最盛大的活动，农业展上有羊驼展、绵羊展、乡村美食

展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活动，互动性很高。

时间：8 月

网址：www,ekka.com.au

Brisbane Festival 

澳洲最主要的艺术节，节日期间有众多的展览、表演和顶级活动。届时

布里斯班河上还会有盛大的 Sunsuper Riverfire 烟火表演上演，不容错

过。

时间：9 月

网址：http://www.brisbanefestival.com.au/

Oktoberfest in Brisbane

澳大利亚最大的啤酒节

时间：9 月

网址：https://oktoberfestbrisbane.com.au/

圣诞节 Christmas Festival

西方最重视的节日，布里斯班各商场将会有不同程度的大减价活动，城

市街头也会有圣诞气氛的装饰，南岸公园还会在圣诞节前后三天举办圣

诞游园活动，值得体验。

时间：12 月中下旬

布里斯班世界科技节 World Science Festival 

世界各地的科学界杰出代表和知名人士将齐聚布里斯班，超多最前沿的

当代科学技术和艺术展览将在此举办。

时间：3 月

网址：http://www.worldsciencefestival.com.au/

Routes线路推荐
布里斯班作为昆士兰首府，并不是大家澳洲旅程最重要的一站。很多人

都是将布里斯班作为去往黄金海岸的中转站，在布里斯班只待 1 天，剩

下的时间游览黄金海岸。但如果仔细发掘，不想行程那么赶，完全可以

在市内悠哉悠哉逛个 2-3 天。

休闲市内 2 日游

D1：市政厅—议会大厦—城市植物园—袋鼠角—故事桥

早上到达布里斯班，从机场做快轨直接抵达市中心，游览市政厅、议会

大厦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建筑，感受昆士兰州权利中枢的威严，接

着一路往南，到达布里斯班河沿岸的城市植物园，一窥整个城市的绿植

规划，接着搭船过河来到袋鼠角，隔岸观望整个市中心的建筑群。傍晚

之前赶到故事桥，如果觉得自己有能力攀爬故事桥，不妨尝试一下，那

里可以纵览到布里斯班河和市中心的全貌，在夕阳的余晖下，整个布里

斯班城显得分外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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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CBD—Queen Street Mall—文化中心

早上在 CBD 的咖啡馆享受慵懒的早午餐，然后步行至 Queen Street 

Mall购物。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到昆士兰文化中心，这里集美术馆、博物馆、

图书馆为一体，光建筑本身就非常有特色，美术馆不定期会举办名家名

画展，博物馆里介绍了土著人以及整个城市的历史，是深度了解布里斯

班的一个窗口。

跟着国母游布村

在 2014 年举办的 G20 峰会上，布里斯班作为主会场，迎接了包括习大

大在内的 20 国首脑的到来。我们的国家主席习大大携国母一起参加了此

次峰会。虽然安排在布里斯班的日程只有短短的一天，但主办方也着实

通过这些浓缩的精华景点，让全世界体会到了布村的魅力。

早上来到位于布里斯班市郊的龙柏考拉动物园，与考拉来一个亲密的拥

抱。澳洲虽然可以看到很多考拉，但并不是每一个动物园都能和考拉抱抱，

只有昆士兰州的动物园允许大家抱着考拉照相。所以来到龙柏动物园一

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国母也抱着可爱的小考拉照了张照

片。

下午则参观了澳大利亚展示现当代艺术最大的艺术馆 -- 现代艺术馆

（GoMA）。这座艺术馆本身就堪称建筑杰作，里面收藏了各种各样澳

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品，还有当代的原住民艺术作品。

休闲周边 2 日游

D1：黄金海岸

早上从布里斯班搭火车前往黄金海岸，在延绵无绝的海岸线上散步，如

果会游泳，不妨换上泳衣，直接跳入海里，与当地人一起享受海浪和阳光。

晚上登上 Q1 大楼，一边享用自助餐，一边俯瞰黄金海岸全景。夜宿黄

金海岸。（景点信息详见黄金海岸攻略）

D2：海豚岛

早上从黄金海岸坐船前往海豚岛。白天可以在岛上参与滑沙和各种水上

运动。到了傍晚来到天阁露玛度假村里喂食海豚，与海豚握握手。

宇瀞俯瞰黄金海岸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紧急电话号码

警察、急救车、火警电话都是000。电话接通后会有Police(警察),Fire(火

警 ), Ambulance( 急救 ) 三种类别选择，用英文报出类别后，可以说明

自己的语言，会有翻译人员对你的电话进行翻译。

货币兑换与银行

外币兑换店、机场、各大银行、酒店前台部都可以进行货币兑换，建议

前往银行进行兑换，汇率比较合适。另外大型商店和多数餐厅都接受信

用卡和旅行支票付款。

银行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四 9：30-16：00，周五 9：30-17：00，周

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电源及电压

220-240 伏特，澳洲使用三相分叉型电源插座，建议自带转换插头

电话及网络

公共电话使用硬币（0.1 澳币、0.2 澳币、0.5 澳币、1 澳币）和电话卡（机

场及报刊亭有售）。

拨号方法：0011+ 国家代号 + 城市代号 + 电话号码

布里斯班的酒店和大型公共场所基本上都是 wifi 覆盖的，上网比较便捷。

去网吧的话费用大概是一小时 4 澳元到 6 澳元。

FrancesQ    OPTUS 的电话卡日 2AUD，包含 500M 的流量，境内电话

无限拨打和接听。一般在商场的专营柜台有售。需要等记护照号。

医院和医疗中心

皇家布里斯班医院 Royal Brisbane Hospital

地址： Butterfiled St 和 Bowen Bridge Rd 交叉路口 

联系方式：(61-07)36368111

小费

澳洲没有硬性规定付小费，但如果去到酒店有行李员负责搬运行李，最

好给 5-10 澳元的小费。

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布里斯班游客信息中心及预订中心 （Brisbane Visitor Information 

and Booking Center)

地址：Queen St Mall

网址：www.visitbrisbane.com.au

联系方式：(61-07)3006629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 9:00-17:30；周五至 19:00；周六 9:00-17:00；

周日 9:30-16:30

使领馆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

地址：Level 9, 79 Adelaid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联系方式：(61-07)32106509

网址： brisbane.chineseconsulate.org

http://www.mafengwo.cn/i/1148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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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目前国内城市中，上海现已开通东航直飞布里斯班的航班，全程大约 11

小时，此外广州、香港两个城市也有直飞布里斯班的航班，全程大约 9

小时。其他比较多的都是从新加坡或澳洲本土转机前往。从悉尼到布里

斯班需 1.5 小时，从墨尔本到布里斯班需要 2 小时。航空公司方面选择

比较多，国内有南航（广州起飞）、境外有澳航 ( 广州、墨尔本、悉尼转

机）、新航（新加坡转机）、韩亚和大韩航空（首尔转机）、日本航空（香

港转机）等。

布里斯班机场 Brisbane Airport

作为昆士兰最主要的国际机场，布里斯班机场不仅被评为澳大利亚 / 太

平洋地区最好的机场，同时在世界旅游大奖中获得澳大利亚龙头机场的

美誉。布里斯班机场可直通28个国际目的地，分别由29个航空公司提供。

在澳大利亚国内，9 个航空公司提供连接各州 50 个城市的国内航空网络。

机场拥有国际航站楼与国内航站楼，其国际航站楼已完成重建工作，以

打破常规的设计理念重新构造该航站楼，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混合的风

格反映了昆士兰的生活，同时又为游客提供了高效的服务和无压力的乘

机体验。新建成的候机大厅包括绿色乡村区域，供游客在轻松自然的氛

围中休息，酒吧餐馆一条街与免税商场为游客的候机时光增添了美食与

购物的乐趣。国内航站楼也进行了翻新，各色澳大利亚品牌与当地特色

美食美酒纷纷进驻，很好的展示出了昆士兰和澳大利亚地方特色产品。

地址：11 The Circuit, Brisbane Airport

联系方式 :（61-07)34063000

网址：http://www.bne.com.au/

到达交通：

1 国际航站楼与国内航站楼之间可以乘坐 TBus，车费 5 澳元。

2 市内到机场可以乘坐 Airtrain，具体发车班次可以登录以下网站查看：

http://www.airtrain.com.au/

火车

布里斯班主要的长途火车站是在罗马街客运中心（Brisbane Transit 

Centre)，澳大利亚各地来往布里斯班的火车绝大部分都会停在这里。

从布里斯班每天固定有来往悉尼的直达列车 CountryLink，全程 14 小

时。 此 外 还 有 Spirit of the Outback( 至 Longreach、 全 程 24 小

时 )、Sunlander( 至凯恩斯 , 全程 30 小时）、Tilt Train( 至凯恩斯 24

小时）等其他列车服务。具体发车班次和车票价格可登陆 http://www.

queenslandrail.com.au 网站进行查询。

罗马街客运中心（Brisbane Transit Centre）

地址：151 Roma Street, Brisbane

联系方式：(61-07) 3238 4500

网址：http://www.brisbanetransitcentre.com.au

长途汽车

布里斯班主要的汽车客运站还是在罗马街客运中心处，这里是所有途径

布里斯班的长途客运汽车的上车点和售票中心（在客运中心 4 楼）。主

要的汽车客运公司有灰狗汽车公司（Greyhound Australia) 和 Premier 

Motor Service（这家会经常有特价车票）这两家。游客可以乘坐长途

汽车从布里斯班到悉尼（17 小时，车票大约是 140 澳元）, 布里斯班到

墨尔本（28-33 小时 , 车票大约是 220 澳元）, 或者从布里斯班到阿德

莱德（39-43 小时，车票大约是 290 澳元）。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玩转布里斯班交通必备之 Gocard

Gocard 是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地区（包括黄金海岸）的交通卡 ,

需要提前购买充值。渡轮、公车和铁路都支持交通卡刷卡。购买交通卡

需要支付 5 澳元的押金。交通卡在火车站，自动售票机，便利店及城市

中的许多地方都有售。使用布里斯班交通卡有 30% 的折扣，平均每趟旅

程可以节省 0.5 澳元到 1 澳元。

使用方法：

使用 Gocard 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需要上下车都刷一次，如果没有刷

上需要交罚款。用这个卡的特点是每次行程只和本次行程的起止地点属

于哪个区有关，和你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无关，只要你从起点到终点，用

起终点所在的区进行减法来核算票价即可，无论你是乘坐的火车、汽车

还是轮渡。这样你在出行的时候，就不用考虑单种交通工具的费率，想

做什么做什么，可以做汽车去做船回来。   

非高峰时间：

非高峰时间（工作日的 9:00-15:30 以及 19：00-2:00，以及周末和节

日假日的全天）

票价低。如果上下车时间跨越了高峰和非高峰，是以上车的首次触及时

间来判断的，即上车的时候是高峰，那么这一趟行程就是高峰，上车的

时间是非高峰，那么这一趟行程就是非高峰。

在非高峰时间出行票价比较划算。

行程：

布里斯班用 "journey" 代表从首站行驶到末站的完整行程，用 "trip" 代表

一站。购买一个 "journey" 可以任意乘坐一个或多个 "trip"。

省钱方法

1. 在一个自然周之内尽早刷够 9 次，如果到的时候距离周日还有几天，

可以在 city 多做短途公交，然后超过 1 小时之后接着做，这样就能在 1-2

天之内迅速刷到 9 次，之后在本周内再坐车就免费了。所以可以在旅途

安排上先安排市内景点，然后在安排去黄金海岸等远的地方。

2. 充分利用 "journey"，因为 "journey" 可以断开不超过 1 个小时，所以

安排好的话，在卡还没有免费的时候，可以到某地方不到一个小时赶紧回

来，譬如购物到超市迅速买了东西就走，这样的话，还在这个 "journey"

之内。

3. 在一些大型活动举行的时候，如果用 Gocard 乘坐公共交通是免费的。

4. 下车一定要刷卡，忘记的话会有罚款 10 澳元。

充值：

卖卡的地方都可以充值，比如报刊亭、火车站、7-11 便利店 ，很多车站

还有自动的充值机器。很方便。

Gocard卡在每个自然周，即周一到周日，之内如果刷卡达到9次，

从第十次开始，刷卡就免费了。

这个卡只能一个人使用，不可以代同伴刷卡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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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

布里斯班有一条免费的环绕市区的公共汽车服务线路叫 Loop，每周一到

周五早晨 7 点至下午 6 点每 10 分钟运行一趟，途径植物园、中央车站、

女王商业街等著名景点。

除了这条免费线路的公交，还有很多收费公交。公交上的电子牌显示的

是路线名和起始点。下车的时候需要按铃下车，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下

车可以上车前跟司机确认一下，到站司机会提醒你下车的。市内公交车

主要的站点是在皇后街商业中心，乔治广场和 Fortitude Valley 这几处。

公交网络遍布全市，不用担心找不到公交车站。

轨道电车

布里斯班城内也有轨道电车行驶，在中央车站（Ann St, Brisbane) 和罗

马街车站都能上车，在入闸处刷Go Card就能进站。其延伸线可到机场（市

区往机场的那段叫 Airtrain，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机场快轨）、黄金海岸和

布里斯班的周边地区。

自驾

布里斯班主要的租车公司有 Hertz（https://www.hertz.cn）、Avis

（http://www.avis.cn/），现在这两个租车公司都开通了中文网站，可

以直接在网上预订。租车一天加油费大概是 70 澳元，只用带上你的中国

驾照和驾照翻译件原件以及有效地信用卡就能办理。

出租车

白天在布里斯班市区比较好叫到出租车，但是在布里斯班出租车收费比

较高，从机场打车到布里斯班市区大概要 45 澳元。

内城轮渡

内城渡轮有 Citycat 和 Cityhopper 两种。其中 Cityhopper 是免费的

但路程比较短，但也覆盖了市区的主要路段。Citycat 是布里斯班当地

人最喜欢交通工具，区域比较广，一端的起点是在昆士兰大学。Citycat

的运营时间是早上 5:45 到 23:30，每 15 分钟到 30 分钟一班，可以刷

Gocard。Cityhopper的运营时间是早上6:15到23:30，每30分钟一趟。

这两个船在布里斯班河沿岸都能上船。

签证

去澳洲旅游一般申请的是访客签证。

第一步：准备材料。所需材料请参考以下网站：http://www.china.

embassy.gov.au/files/bjng/Checklist-600-Tourist%20Stream-

China-CN.pdf

出入境 Entry-Exit

第二步：递交申请。将准备好的材料送到离自己比较近的使领馆。另外，

递交申请不需要预约，但是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建议先在网上（http://

www.australiavisa-china.com/）预约一个号，方便快捷。

第三步：交费。目前去澳洲的签证费用是 790 人民币一个人，可以选

择个人亲自交费，也可以邮寄快递的方式。具体请参阅：http://www.

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DIMAcn23.html

第四步：等待 15 个工作日，就可以去使馆取回来了。

签证中心

目前北京签证中心接受来自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山东、河北、

内蒙古、山西、河南的申请。上海签证中心接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湖北的申请。而广州的签证中心则接受广东、福建、湖南、广西、

云南、海南等的申请。成都签证中心接受来自四川、重庆以及贵州等西

部片区的申请。

更多资料可以查阅或者参考澳签证中心官网：

http://www.vfsglobal.cn/Australia/China/contact_us.html

北京签证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 , 东方银座 21 层 D、E、F、G、

H、I  室

邮编：100027

上海签证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13 号久事商务大厦 2 层

邮编：200002

广州签证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3 号汇美大厦 29 楼 02 单元

邮编：510623

成都签证中心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11 号附 15 号 2 楼 2-2 室

邮编：610041

            

 

布里斯班公交非常守时，严格按照时间表来，但是发车间隔大都

在半小时到 1 小时，所以乘坐公交一定要先看好时间表。可以登

陆 http://translink.com.au/ 查询具体班次。上面这个网站还可

以输入你想去的起点和终点，它能帮你计算所需要的时间和换成

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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