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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 聖帕特里克教堂 St Patricks Church
聖帕特里克大教堂和宗座聖殿（俗稱聖帕特里克大教堂）是墨爾本羅馬天主教大主教管區的大教堂。聖帕特里克大教堂是
墨爾本的建築榮耀之一，是這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堂的歷史書寫了很多有關維多利亞州誕生和演變的信息。教堂位
於城市網的邊緣，距離墨爾本市中心較近，儀態威嚴地講述著自己的故事。
大教堂建於傳統的東西軸線上，東端是祭壇，表示信仰基督復活。設計上採用拉丁十字架式風格，包括帶側面過道的教堂
中殿，帶側面過道的耳堂，有 7 個私人祈禱室的聖殿以及聖器。雖然 103.6 米（340 英尺）的長度略遜於雪梨的聖瑪麗
大教堂，但它仍然是澳大利亞最高以及整體面積最大的教堂建築。
背景速覽
●

早在 1848 年，奧古斯丁修道士詹姆斯·戈爾德被任命為墨爾本第一任主教（整個澳大利亞第四任主教）。此後，他
開始與殖民政府商討，以獲得使用東山丘上五英畝的土地來建造教堂的權利。

●

1851 年 4 月 1 日，墨爾本成立僅 16 年後，維多利亞殖民地大臣終於將該場地授予羅馬天主教會。當時，墨爾本
的天主教社區主要是愛爾蘭人，這也是為什麼大教堂是獻給愛爾蘭的守護神聖帕特里克。

●

1858 年，威廉·沃德爾被任命設計大教堂，合同簽署於 1858 年 12 月 8 日，並於同年開始建造。

●

雖然教堂中殿在 10 年內完工，但建築工程仍在逐步推進，並且在 1891 年墨爾本遭遇嚴重蕭條後又進一步推遲。
在大主教托馬斯·卡爾的領導下，大教堂於 1897 年聖化，即便如此那時也還沒有完工。

●

丹尼爾·曼尼克斯於 1917 年成為墨爾本大主教，他對大教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他決定在過去 30 年的長期延期之
後完成這項工作。他在 20 世紀 30 年代後期增加了尖頂和其他元素。教堂於 1939 年正式完工。

●

1974 年，教皇保羅六世授予教堂宗座聖殿的稱號和尊嚴。

●

1986 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教皇訪問期間參觀了大教堂並向神職人員致詞。

●

自開放以來，聖帕特里克教堂遭受了一些磨損，因此，為慶祝 1997 年一百週年獻祭儀式，大教堂於 1994 年完全
關閉，以便翻新重現昔日的輝煌。

●

翻新過程沒有添加新的東西，但進行了大量的保護工作，包括固定彩繪玻璃窗。

●

總體而言，修復工作從 1992 年持續到 1997 年，熟練的石匠和彩繪玻璃工匠團隊參與其中，他們有能力處理不再
用於建築行業的舊式材料。

Melbourne - 菲茨羅伊花園 Fitzroy Gardens
菲茨羅伊花園佔地 26 公頃（64 英畝），位於墨爾本中央商務區的東南邊緣。花園以 Clarendon 街，Albert 街，
Lansdowne 街和 Wellington 商業街為界，西邊是 Lansdowne 街的財政花園。菲茨羅伊花園是澳大利亞著名的維多利
亞時代園景花園之一，也是印證墨爾本成為澳大利亞花園小鎮的理想之地。花園內包含觀賞湖泊，傷痕累累的樹木，遊客
信息中心和咖啡館，溫室，庫克的小屋（詹姆斯·庫克父母的住所，20 世紀 30 年代從英格蘭搬運至此），綠樹成蔭的大
道，都鐸村莊模型，樂隊演出館，圓形建築，「仙女樹」，噴泉和雕塑。
背景速覽
●

1848 年，64 英畝（26 公頃）的土地被永久划為公共花園，所有權由州政府和墨爾本市共享。直到 1862 年，花
園的名字為菲茨羅伊廣場，以新南威爾斯州州長查爾斯·奧古斯都·菲茨羅伊爵士的名字命名。

●

1855 年，政府將花園的管理授予議會。一年後，契约開始生效，並提供閘門。Edward LaTrobe Bateman 負責設
計花園。之後在 1857 年，詹姆斯·辛克萊爾被委任為花匠負責人並一直在花園工作，直到 1881 年去世。

●

菲茨羅伊公園於 1860 年由地政總署接管。地政總署署長 Clement Hodgkinson 對包括菲茨羅伊花園在內的城市
公園規劃和發展有著濃厚的興趣。

●

1862 年，步路系統作為花園佈局的主要結構要素穩固建立。同年，菲茨羅伊廣場正式更名為菲茨羅伊花園，政府
將花園定為「暫時保留」作為公共花園的場地來處理保護區的法律地位。

●

花園西南角建造了一個小型都鐸風格的門衛小屋，以提高夜間安全性。辛克萊爾與他年輕的家人搬到這裡。Grey
街入口附近的新古典樂隊演出館建於 1864 年，兩年後的 1866 年，主要步道上的磚砌小屋建成。

●

沿著小溪移植了大量的樹蕨，這種蕨類植物被重新開發成蕨樹溝，成了非常受歡迎的景點。 1873 年，一座優雅的
小型新古典圓形建築風神廟建成，用來裝飾面向城市的斜坡。19 世紀 70 年代是花園人流的高峰時期。人們經常來
花園欣賞美景。

●

1897 年，大都會公園和花園迎來一名精力充沛的新管理者 John Guilfoyle，他的想法更符合當前裝飾園藝的潮流
趨勢。 Guilfoyle 沿著花園南端的喬治街種植成倫巴底楊樹步道，Guilfoyle 向花園委員會似乎沒有任何誇張地描
述道「......類似於法國凡爾賽宮的大道」。

●

1922 年，在新的管理者 J. T. Smith 的領導下，沿著 Clarendon 和 Albert 街移走了大量的松樹。這些松樹被種
滿銀杏，酸橙，棕櫚和白樺的草坪取代。

●

1934 年，「庫克的小屋」在溫室附近的花園中建成，作為 Grimwade 家族的禮物。如今，小屋和溫室在西南角形
成了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這是墨爾本所有導遊的「必游」之地。

●

20 世紀 70 年代末，重新創建了經過精心研究的十八世紀小屋花園，小屋與花園環境相得益彰。

●

2014 年，之前用於倉庫活動的區域被重新規劃為花園空間，並設有主要的雨水收集系統、咖啡館和遊客中心，遊
客中心提供墨爾本的旅遊信息以及庫克的小屋和菲茨羅伊花園的特定信息和服務。

Melbourne - 植物園 Botanical Gardens
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是世界上主要的植物園之一，也是卓越的園藝、科學和教育中心。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致力於植物的
保護、展示和欣賞，並推廣到墨爾本和克蘭伯恩這兩個地方，植物園還包含維多利亞國家植物標本館。
背景速覽
●

墨爾本植物園由副州長查爾斯·拉特羅布於 1846 年建立。在接下來的 60 年里，這個沼澤地被改造成我們今天熟知
的世界著名景觀。

●

Ferdinand von Mueller 於 1857 年被任命為花園主管。他在前任管理者 John Arthur（1846-49）和 John
Dallachy（1849-57）的工作基礎之上繼續修建花園。Mueller 的成就包括種植針葉樹來證明瞭其對維多利亞的用
處，建造瀉湖中間的噴泉以及展示植物家族關係且佈局勻稱的花園。

●

1867 年，巨型睡蓮在墨爾本首次開花，巨型睡蓮是當時最偉大的園藝奇跡之一。

●

Mueller 時期的花園內的娛樂活動包括音樂會和園藝表演。Mueller 還於 1853 年被任命為維多利亞州第一位政府
植物學家，同年建立了維多利亞國家植物標本館。

●

從那時起直到 1896 年退休，Mueller 奠定了如今澳大利亞最重要的乾燥植物、藻類和真菌收藏品之一 - 州立植物
收藏品的基礎：具有歷史和植物學重大意義，主要包含澳大利亞的植物，但外國收集的植物也是重要組成部分。

●

1873 年，Mueller 的繼任者是 William Guilfoyle，他經常被稱為「園林設計大師」。正是他的願景塑造了花園。
Guilfoyle 精心種植樹木並擺放苗圃，開發了風景如畫的全景廣闊草坪，這些都成為了如今墨爾本花園的特色。

●

受到亞熱帶植物啓發，他在景觀中使用了許多亞熱帶植物，包括來自新西蘭的亞麻和朱蕉，棕櫚樹和其他觀葉植物。
他的創作包括最近恢復的蕨類植物溝壑，假山，風景如畫的遮蔽物，風之宇（拉特羅布的紀念碑）和觀賞湖。他建
造的火山已經恢復，成為墨爾本花園水管理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Guilfoyle 於 1909 年退休。接下來的 80 年是
維護和整合期。

●

1958 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賦予花園「皇家」二字。

●

在 Maud Gibson 信託基金的協助下，購置了墨爾本東南部的土地，克蘭伯恩皇家植物園（現克蘭伯恩花園）於
1970 年成立。從那以後又購買了更多的土地，如今克蘭伯恩花園位於墨爾本外東南方向，佔地面積 363 公頃。

●

2015 年 6 月，花園開啓了其豐富歷史中的另一個篇章，意圖將這個擴大的組織的各個元素匯集在一起：這裡現在
被稱為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其中包括墨爾本花園，克蘭伯恩花園和國家維多利亞植物標本館。

●

相比 1846 年在墨爾本市中心建立最初場地，如今的花園面積擴大了許多，並且包含許多不同的地點和功能。

Melbourne - 聯邦廣場 Federation Square
聯邦廣場是主要文化景點，世界級活動，旅遊體驗以及各種餐廳、酒吧和專賣店的所在地，這個現代化的廣場已成為墨爾
本的核心和靈魂。佔地面積 3.2 公頃（7.9 英畝），位於弗林德斯街和建於繁忙鐵路線上的斯旺斯頓街的交匯處，兩條街
在弗林德斯街車站交匯。廣場容納伊恩波特中心、澳大利亞影視中心和庫里遺產信託等主要文化機構，以及圍繞大型鋪砌
廣場和玻璃牆中庭的一系列建築中的咖啡館和酒吧。這個角落被玻璃幕牆館佔據，可以進入墨爾本地下遊客中心。
背景速覽
●

墨爾本的中心城市網格設計本沒有中央公共廣場，長期以來被視為缺失的元素。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有人建
議將斯旺斯頓和弗林德斯東南角的鐵路調車場安裝頂棚用作公共廣場，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制定出更詳細的
建議書。

●

20 世紀 60 年代，墨爾本市議會將城市廣場的最佳位置定為斯旺斯頓街和柯林斯街角，位於市政廳對面。

●

第一個臨時廣場於 1968 年開放，永久版本於 1981 年開放。但這並未被認為是巨大的成功，20 世紀 90 年代，廣
場重新開發為一個新的大型酒店前面的一個更小更簡單的空間。

●

與此同時，20 世紀 60 年代，王子門塔的建造覆蓋了部分鐵路調車場，王子門塔被稱為天然氣和燃料大廈，因其主
要租戶是天然氣和燃料公司，位於舊王子橋站。

●

1996 年，當時的總理傑夫·肯尼特宣佈將拆除備受討厭的天然氣和燃料大廈，並將為鐵路調車場建造屋頂，還將建
造一個包含藝術設施和大型公共空間的綜合體。

●

廣場會被命名為聯邦廣場，並在 2001 年慶祝澳大利亞聯邦成立一百週年之際開放，並將包括表演藝術設施、畫廊、
電影媒體中心、公共空間、裝有玻璃的冬景花園以及輔助咖啡廳和零售空間。

●

為此展開一項建築設計競賽，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177 個參賽作品。1997 年 7 月宣佈獲獎者是倫敦的 Donald
Bates 和 Peter Davidson 帶領的實驗建築工作室，由 Sylvia Karres 和 Bart Brands 帶領的 Karres en Brands 景
觀建築事務所，他們與當地建築師 Bates Smart 一起參與了第二階段。

●

該設計複雜且不規則，最初的成本在 1.18 億至 1.28 億澳元之間，在各種建築的規劃和外立面處理以及圍繞和定義
開放空間的冬景花園中大部分為具有輕微傾斜的「曲柄」幾何形狀。

●

該設計得到設計界的廣泛支持，但不太受公眾歡迎。當人們意識到這座西方獨立式「玻璃碎片」將阻擋從王子大橋
望向聖保羅大教堂南面的視野時，設計受到廣泛批評。

●

最終建設成本約為 4.67 億澳元（是預估成本的四倍還多），主要資金主要來自州政府，其中 6400 萬美元來自墨
爾本市，還有一部分來自聯邦政府，而私營運營商和贊助商則支付裝飾或命名權費用。

●

廣場於 2002 年 10 月 26 日開放。與許多澳大利亞標誌性建築不同，它不是由在位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揭幕，她也
未被邀請前來揭幕；女王於 2011 年 10 月訪問了聯邦廣場。

Melbourne - 庫克的小屋 Captain Cooks Cottage
庫克的小屋，也稱為庫克船長小屋，位於墨爾本菲茨羅伊花園內。這座小屋建於 1755 年，位於北約克郡的 Great Ayton
英國村莊，由詹姆斯·庫克船長的父母詹姆斯·庫克和格蕾絲·庫克建造，並於 1934 年在 Russell Grimwade 爵士的幫助下
轉移到墨爾本。小屋的內部包含數百年歷史的古董，內部風格是 18 世紀風格，志願者嚮導的服裝也是 18 世紀風格。
背景速覽
●

小屋最初位於約克郡 Great Ayton 村的一端。庫克船長的父親從 Marton 搬到 Great Ayton 成為 Thomas
Skottowe 的艾雷霍姆茲農場的「農場工人」或法警，艾雷霍姆茲農場於 1755 年建造、重建或購買。

●

從 1755 年開始，在門口的最初的部分（屬於庫克的父母詹姆斯和格蕾絲）顯然比小屋的其他部分更舊，看起來小
屋是重建的，而不是最初由庫克的父親購買時建造的。

●

不可思議的是，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老庫克改善了全家在 Great Ayton 定居後一直居住的小屋，並且詹姆斯·庫
克船長直到 1736 年的少年時期可能都住在小屋裡。 1745 年，他離開 Great Ayton，與斯泰茲的雜貨商 William
Saunderson 一起進入學徒生涯

●

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於 1728 年 10 月 27 日（儒略歷），1736 年全家搬到 Great Ayton，1745 年庫克去了斯
泰茲，1771-1772 年的冬天，庫克在從澳大利亞航行返回時與父親在小屋裡居住了一段時間。

●

庫克出生於 Marton-in-Cleveland 的原始茅草屋於 1786 年拆除，因此 Great Ayton 家庭小屋是與庫克船長起源
相關的唯一具體歷史聯繫。

●

1933 年，小屋的最後一位所有者迪克森夫人將小屋出售，並認為它將成為 1934 年維多利亞百年紀念日的理想焦
點。

●

著名的墨爾本人 Russell Grimwade 同意購買小屋並將其贈送給維多利亞州人民。然而，出現了一個困難，那就是
愛國的迪克森夫人規定小屋只能留在英國。由於這個原因，她拒絕了富裕的美國人的報價，但她被說服同意將小屋
遷移至維多利亞州，因為畢竟澳大利亞仍然屬於「大英帝國」。

●

這座小屋於 1933 年由 Russell Grimwade 購買並拆卸，於 1934 年 4 月運送到墨爾本，共計 253 個包裝箱。由於
小屋結構在庫克家族居住後被一系列業主大幅改變，澳大利亞裝配工的任務是盡可能像做研究和猜測那樣準確地將
小屋恢復成 18 世紀中葉時的樣子。

●

菲茨羅伊花園內的一個場地被選中作為小屋的補充，那裡有大片陰涼的歐洲樹木，建築工作在六個月完成。 1934
年 10 月 15 日，在一百週年儀式上，Russell Grimwade 將小屋移交給市長 Gengoult Smith 閣下。

●

小屋立即成為一個受歡迎的旅遊景點。小屋經過兩次修復。第一次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進行的，最近一次是
在 1978 年，進行了徹底的努力來勘測和修復建築物，提供適合這一時期的材料，並用十八世紀的花園將其環繞。
庫克的小屋融合了庫克船長冒險的現代詮釋，數百年歷史的古董，令人愉快的英式小屋和穿著 18 世紀服裝的志願
者，這是一次令人著迷的時光穿越。

Melbourne - 弗林德斯街火車站 Flinders Street Railway Station
弗林德斯街火車站是位於墨爾本弗林德斯街和斯旺斯頓街拐角處的火車站。服務於整個大都市鐵路網絡。該建築群背靠城
市中心的亞拉河，覆蓋整整兩個城市街區，從斯旺斯頓街延伸至皇后街。
弗林德斯街火車站提供地鐵的郊區服務以及前往吉普斯蘭的 V 線區域服務。它是墨爾本大都市交通網絡中最繁忙的車站，
也是澳大利亞最繁忙的火車站，2011/12 財年每個工作日的單日造訪記錄超過 92600 人次。這是澳大利亞第一個城市火
車站，也是 20 世紀 20 年代末世界上最繁忙的客運站。
背景速覽
●

位於弗林德斯街的第一個火車站叫墨爾本總站，是一個擋風板火車棚的集合。副總督 Charles Hotham 於 1854 年
9 月 12 日將其開放。墨爾本總站是澳大利亞第一個城市火車站，開幕當天澳大利亞第一輛蒸汽火車啓動。蒸汽火
車前往桑德里奇（現在的墨爾本港），穿過現已重新開發的桑德里奇橋，沿著現在的墨爾本港口線輕軌線行駛。

●

墨爾本另外兩個早期的中心城市車站斯賓塞街和王子橋站於 1859 年開通。斯賓塞街車站運行通往城市西部的線路，
並與東側交通網絡隔離，直到 1879 年地面鐵路建成將其與弗林德斯街相連，這條軌道在 1889 年被弗林德斯街高
架橋取代。

●

王子橋最初與弗林德斯街分開，儘管它位於斯旺斯頓街對面。鐵路線於 1865 年在街道下延伸將兩條街連接起來，
於是王子橋關閉。王子橋直到 1879 年 4 月才重新開放，從 1909 年開始慢慢融入弗林德斯街。聯邦廣場現在的位
置就是之前王子橋的舊址。直到 19 世紀 80 年代，為新車站準備了許多設計方案，但都沒有任何進一步實施。

●

1882 年，政府決定建造一個新的中央客運站，以取代現有的臨時車站建築。設計競賽於 1899 年舉行，共收到 17
個參賽作品。 一等獎的 500 英鎊獎金授予鐵路員工 James Fawcett 和 Fawcett and Ashworth 工作室的 H.P.C.
Ashworth 的 Ashworth，設計名為綠燈，設計風格為法國文藝復興風格。

●

1900 年開始重新安排車站軌道，而車站大樓的最終設計仍在進行中。中央步行地鐵的工程始於 1901 年，主樓的
地基於 1903 年完工。主站建於 1909 年，是墨爾本的文化標誌，包括突出的圓頂、拱形入口、塔樓和鐘樓 -- 這座
城市最知名的地標。它被列入維多利亞州遺產登記冊。

●

1919 年，第一個電動火車從弗林德斯街駛往埃森登，到 1926 年，它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客運站。為了滿足越來
越多的乘客需求，從火車站出發的德斯格雷夫街地鐵於 1954 年延伸至弗林德斯街北側。1966 年 3 月，一號站台
延長至 2322 英尺（708 米）長。

●

2011 年 11 月，維多利亞州政府啓動了 100 萬美元的國際設計競賽，以恢復並復原該站。公眾可以投票，評委選
擇的獲勝者和人民選擇的獲勝者於 2013 年 8 月 8 日宣佈。評委選擇的獲勝者是 Hassell + Herzog＆de Meuron，
而人民選擇的獲獎者是墨爾本大學的學生 Eduardo Velasquez，Manuel Pineda 和 Santiago Medina。

Melbourne - 墨爾本藝術中心 Arts Centre Melbourne
墨爾本藝術中心是一個表演藝術中心，最初稱為維多利亞藝術中心，也暫時性地被正式稱為藝術中心，由墨爾本藝術區的
劇院和音樂廳組成，位於墨爾本市中心的南岸區。藝術中心位於亞拉河沿岸，沿著城市主幹道之一聖凱達路，延伸至墨爾
本藝術區。
經常表演的主要公司包括澳大利亞歌劇院，澳大利亞芭蕾舞團，墨爾本劇院公司，The Production Company，維多利
亞歌劇院，貝爾莎士比亞劇團，班加拉舞蹈劇院和墨爾本交響樂團。藝術中心還有各種澳大利亞和國際表演和製作公司。
背景速覽
●

1877 年，Cooper 和 Bailey 的大美國國際馬戲團成為首批在藝術中心推出馬戲篷的巡回馬戲團之一。1901 年，
當時澳大利亞最大的馬戲團 Fitzgerald 兄弟馬戲團建造了永久性的馬戲團之家奧林匹亞。

●

1907 年，Wirth 兄弟馬戲團接管整個場地，並在接下來的 50 年里一直留在此處。1911 年，公司建造了一個新的
馬戲團競技場和輪滑溜冰場，並將原來的奧林匹亞作為電影院租賃出去。

●

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慌意味著除了電影之外，大多數娛樂場所都陷入困境。 Wirth
兄弟馬戲團繼續留在這裡，直到 1953 年建築物被大火燒毀。

●

在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開始施工之前，20 世紀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期，大部分場地被用作戶外停車場。但早在
1942 年，維多利亞州政府就開始考慮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公共建築的影響。

●

戰後重建委員會成立，用於研究公共圖書館、國家美術館和博物館的未來設施，然後全部隸屬於同一個管理機構，
並設在墨爾本中央商務區的斯旺斯頓街和拉特羅布街。國家美術館信託認為這是一個增加新建築和獲得獨立的機會，
當時的總理阿爾伯特·鄧斯坦爵士任命的建築師也持相同觀點。

●

1943 年，建築師建議在 Wirth 兄弟馬戲團場地上建立一個可容納 1000 人的獨立美術館和禮堂。此項目的預估成
本為 200 萬英鎊。然而，在土地被用於文化目的及計劃最終確定之前需要多年時間，且政府也會有一些變化。

●

1959 年 12 月，該項目委任當時的著名建築師 Roy Grounds。他的總體規劃在一年後獲得批准。該項目分兩個階
段進行規劃 - 首先是美術館，然後是表演藝術中心和尖頂。

●

國家美術館用了七年時間規劃和建造，期間沒有出現重大障礙，耗資 1400 萬美元，於 1968 年 8 月 20 日開放。
第二階段「藝術中心」卻有了更多問題。

●

1979 年，藝術中心建築委員會任命 John Truscott 重新設計 Roy Grounds 為墨爾本音樂廳和劇院大樓設計的室
內設計，John Truscott 是澳大利亞最成功的設計師和藝術總監之一，也是獲得奧斯卡獎的美術指導。劇院大樓於
1984 年 10 月開放。劇場在大樓的其餘部分之前開始劇作首映，墨爾本劇院公司的《美狄亞》在 1984 年 5 月迎
來了新的舞台。1982 年 11 月 6 日，墨爾本音樂廳開幕，並於 2004 年 4 月更名為哈默爾廳，為了紀念前總理魯
珀特·哈默爵士

的堅韌和熱情，他確保墨爾本能夠擁有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競爭的主要文化設施。

Melbourne - 舊國會大廈 Old Parliament House
國會大廈是墨爾本眾所周知的地標之一。建築的西立面面向春天街和柏克商業街的交匯處；一覽無余的台階，時尚的燈柱
和大柱廊都象徵著堅固和力量。外表具有欺騙性。國會大廈並不完整。十九世紀建築師 Peter Kerr 的宏偉願景尚未完全
實現。國會大廈講述的是一個階段性建築和建築野心被挫敗的故事。
背景速覽
●

維多利亞州的第一屆立法委員會（1851-1856）作出了三項決定，深刻影響了維多利亞州議會民主的進程和行為。
委員會起草了一部憲法；引入秘密選票；開始建造國會大廈。

●

第三個決定並不容易。針對墨爾本最適合建築國會大廈的地點這個問題，大家一直爭論不休。直到 1854 年 4 月才
同意建在東山，也就是現在的春天街所在的位置。同樣重要的是，直到 1855 年 12 月，殖民地工程師 Charles
Pasley 才將新國會大廈的設計和建造工程交給了其辦公室的 Peter Kerr 和 John George Knight 兩位建築師。

●

1853 年，國會大廈設計競賽正式舉辦。這些參賽作品被認為不夠好。因此，Pasley 自己製作了一個被立法委員會
接受的普通設計。

●

Kerr 反過來調整並顯著改善了 Pasley 的設計。他在繪圖板上潛心工作，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里一直在建造這座建築。
在這個過程中，他製作了 600 多個詳細的草圖和設計，而他的同事 Knight 管理著實際的場地建設。這個團隊的努
力使墨爾本最具戲劇性的十九世紀建築之一得以在截然不同的階段建立。

●

儘管 Peter Kerr 仍在進行工程繪圖，但幾乎在宣佈憲法的同時，兩個立法會議室便開始動工了。以現在看似非同
尋常的速度建設著，立法委員會和立法議會得以讓維多利亞州第一屆議會在此召開並於 1856 年 11 月開始在這裡
辦公。這項工程僅用了 10 個月。

●

議會廳工程結束後，圖書館馬上開始動工。東廂的建造始於 1858 年，並於 1860 年完工。

●

1877 年至 1879 年，大廳（1887 年改為女王大廳，根據維多利亞女王命名）和前庭開始施工。這具有填充議會廳
和圖書館之間的空白空間的效果。

●

西立面和柱廊於 1888 年完工。

●

十九世紀進行的最後一項工程是北廂的部分完工，但實際上位於地下一層。

●

建築物矗立於此，但仍然沒有完工。建築進行了部分修改。最重要的一次修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比利·休
斯總理（聯邦議會從 1901 年到 1927 年使用國會大廈，維多利亞州議會在展覽大樓辦公）在北廂頂部竪立了一個
鍍錫胎木屋。這樣便有了無法找到的藏身之處。這裡叫做「比利·修斯的藏身處」。

●

聯邦議會於 1927 年搬到堪培拉時，向維多利亞州議會留下了 5 萬英鎊的禮物，作為在墨爾本逗留的感謝。這筆錢
被用來資助建造國會大廈東北角的茶點室。這是墨爾本國會大廈的最後一項重大建設工程。

Melbourne - 墨爾本水族館 Melbourne Aquarium
令人驚嘆的鰐魚巢展覽僅僅是墨爾本海洋生物水族館的探索區之一。驚嘆於炫光海灣中世界上唯一的姥鯊展覽。沈浸在海
馬碼頭五光十色的彩虹中，探索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觀賞企鵝遊樂場中雄偉的帝企鵝和調皮的巴布亞企鵝。
在墨爾本海洋生物水族館，您可以與動物互動邂逅，觀看標誌性的尖端展覽，進行動物投食並體驗潛水觀賞，這絕對是一
個美妙、充滿教育意義又吸引人的體驗。此景點位於亞拉河上的弗林德斯街和國王街的拐角處，對面就是皇冠娛樂中心。
背景速覽
●

目前的建築物建於 1998 年 2 月至 1999 年 12 月，於 2000 年 1 月開放。建築由建築師 Peddle Thorp 設計，類
似於一艘停泊在河上的船。

●

然而，建築物的深度設計為不添加在街道層，而是延伸到地面以下 7 米（23 英尺）處。建築物的中心是世界上第
一個 220 萬升（58 萬美制加侖）的「圓形水族館」，觀眾將成為在周圍游來游去的海洋生物的觀賞對象。

●

開放後不久，該建築物內爆發了軍團病，導致 2 人死亡，另有 60 人被感染。被感染者於 2000 年 4 月 11 日至 27
日期間訪問了水族館。2000 年 5 月提出了一項損害賠償訴訟，持續到 2004 年 2 月結束。

●

2008 年 11 月 28 日墨爾本水族館經過重大擴建後正式開業，由 Peddle Thorp 設計，現在從亞拉河延伸至弗林德
斯街。在弗林德斯街和國王街的拐角處設立了一個新的入口。

●

擴展區展示了帝企鵝、巴布亞企鵝以及許多南極魚，這是澳大利亞的首創。展覽還展示了真實的冰雪來模擬南極條
件，並帶領遊客前往南極洲進行探險。企鵝來自新西蘭的凱莉塔爾敦海底世界。

●

2013 年 4 月，墨爾本水族館的所有者默林娛樂公司宣佈將花費 800 萬美元進行設施翻新。作為翻新過程的一部分，
水族館將更名為海洋生物中心，並於 2013 年 9 月重新啓動。

●

目前的水族館繼承了皇家展覽大樓東部附樓的早期遺址，早期展覽館於 1953 年被燒毀。

●

如今，您可以花費數小時探索 11 個主題區的水下展品，從在沈船探險區觀察鯊魚到在企鵝遊樂場觀看調皮的企鵝
潛入水中。

Melbourne - 環城有軌電車 City Circle Tram
環城有軌電車（也被稱為環城旅遊電車）是在墨爾本市中心環繞運行的零費用電車。這條電車路線主要搭載遊客為主，途
經多個墨爾本景點，同時沿著大都市最外面的大道以及還在開發的舊碼頭區行駛。電車以順時針和逆時針方向雙向運行。
遊客可以在環城有軌電車上花上一整天時間。每次搭乘環城有軌電車，遊客都可以拿到信息傳單，其中包括「容易理解」
的城市地圖。 環城有軌電車可以「隨上隨下」，這樣遊客就可以乘坐墨爾本傳統交通工具遊覽墨爾本的各個景點。
背景速覽
●

電車路線於 1994 年 4 月 29 日開通，要求在柯林斯和弗林德斯街之間的春天街沿線延伸一條小軌道，以便形成完
整的中央商務區環路。聯邦政府的「建設更美好的城市」計劃為軌道擴建提供了 640 萬美元的資本贊助，而州政
府則為運營成本提供了資金。

●

有軌電車原始路線的西段一直是在斯賓塞街下行，2003 年 1 月，這條路線向西延伸到舊碼頭區。在此更改之前環
城一圈的旅行時間是 40 分鐘。

●

2006 年初，新的乘客信息顯示器與數字語音通知一並安裝。

●

2008 年 4 月，服務永久採用夏令時，每週四、週五和週六 10:00 至 21:00 運行。其他時間的服務結束時間是
18:00。

●

2009 年 5 月 30 日，路線第二次變更，通過舊碼頭大道從 Esplanade 海港延伸至紐奎和濱水城區。這使得路線成
為一個被拉長的「q」。

●

環城有軌電車路線由古老的 W 級電車運營，紫紅色車身帶有金色裝飾，然而由於車輛短缺，經常可以看到墨爾本
和大都會電車公司使用傳統的綠色 W 級電車運營。

●

環城有軌電車兩個方向的運行時間間隔均為 12 分鐘，整個運行大約需要 60 分鐘才能完成一圈。

●

任何時候（每個方向五個）為服務分配十個電車。每年平均有 300 萬乘客使用這項服務，每輛電車每天 9 次環繞
城市，或者電車運行至 21:00 的 12 次。

Melbourne - 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通常被稱為 NGV）是墨爾本的藝術博物館，成立於 1861 年。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
訪問量最大的藝術博物館。
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在兩個分館設有綜合藝術收藏品：位於南岸墨爾本藝術區的聖凱達路的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國際館和
伊恩波特中心：位於聯邦廣場附近的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館。由 Roy Grounds 爵士設計的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國際館於 1968 年開放，並於 2003 年重新開放前由 Mario Bellini 重新開發。國際館包含美術館的國際藝術收藏品，並
列入維多利亞遺產登記冊。伊恩波特中心由 Lab 建築事務所設計，於 2002 年開放，包含美術館的澳大利亞藝術收藏品。
背景速覽
●

維多利亞於 1850 年從新南威爾斯州獲得獨立，並在第二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淘金熱之後，成為澳大利亞最富有的殖
民地，墨爾本是其首都，是澳大利亞最大也是最富裕的城市。

●

墨爾本的快速成長也帶來了建立公共藝術美術館的呼聲。1859 年，維多利亞州政府承諾撥款 2000 英鎊用於購買
雕塑石膏模型。這些作品於 1861 年 5 月由州長亨利·巴克利爵士在斯旺斯頓街公共圖書館（現為維多利亞州立圖
書館）南側較低樓層開放的藝術博物館展出。

●

19 世紀 60 年代早期，政府為了購買英國和維多利亞藝術家的原畫進一步撥款。這些作品於 1864 年 12 月首次在
新開放的美術館展出。直到 1882 年，該美術館一直由公共圖書館館長管理。

●

1874 年 5 月 24 日，第一座專門建造的美術館（即麥克阿瑟美術館）在國家圖書館的麥克阿瑟室開放，第二年，
藝術博物館更名為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

麥克阿瑟美術館在實現更宏偉願景前曾被用作臨時住宅。然而，這樣的大樓並沒有最終結束，而是在幾十年內逐漸
發展成了綜合體。

●

與美術館相關的維多利亞藝術學院國家美術館成立於 1867 年，直到 1910 年左右一直是澳大利亞主要的學術藝術
培訓中心。學院的畢業生繼續成為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藝術家。

●

1887 年，布韋洛美術館（後來的斯威本音樂廳）與繪畫學院工作室一起開放。 1892 年，又新增了兩個美術館：
斯托爾美術館（現為柯文美術館）和拉籌伯美術館。

●

美術館的藏品包括藝術品贈送和捐款購買。最重要的藏品來自遵照阿爾弗雷德·費爾頓的意志建立的 Felton
Bequest，自 1904 年開始，已被用於購買超過 15000 件藝術品。

●

自 Felton Bequest 以來，美術館長期以來一直計劃建造一個永久性設施，但直到 1943 年，州政府才選擇了位於
亞拉河以南的沃斯公園。 1960 年 2 月撥款 300 萬英鎊，委任 Roy Grounds 為建築師。

●

1999 年，建築物重瞼被提上日程，委任 Mario Bellini 為建築師，預估項目費用為 1.619 億美元。

Melbourne - 霍西爾巷 Hosier Lane
霍西爾巷是位於中央大都市網絡南部邊緣的青石鵝卵石巷道。霍西爾巷因其時尚的都市藝術成為著名地標。
霍西爾巷位於弗林德斯街聯邦廣場中庭的入口對面，是墨爾本一個很顯眼的位置。霍西爾巷是墨爾本最著名的街頭藝術巷
道，吸引著手持相機的人群對著搶眼、前衛的塗鴉、模板圖案和藝術裝置拍照。主題通常是反政治反文化的內容，配上無
禮的幽默，幾乎每天都有變化。
背景速覽
●

霍西爾巷位於斯旺斯頓街和羅素街之間，從弗林德斯街延伸至弗林德斯巷。羅特利基巷以 C 形連接到霍西爾巷的
西邊。

●

1920 年位於霍西爾巷的企業非常多樣化。包括一家風琴製造商，一家男士服裝公司的倉庫和一家表演服裝製造商。

●

霍西爾巷如今位於服裝製造區。附近的 Higson 和 Oliver 巷也有倉庫，主要用於服裝製造企業。

●

維多利亞遺產清單上列有用於商業和家庭用途的霍西爾巷的兩處產權。分別是位於 3-5 號和 7-9 號的建築物。

●

如今的霍西爾巷是一條燈火通明的巷道，以古怪的酒吧和裝飾巷道磚牆的模板塗鴉藝術而聞名。

●

在霍西爾巷 1 號和靠近霍西爾巷號 3-5 號 Misty Place 的牆壁上裝飾的藝術品已被墨爾本市批准為在冊街頭藝術品。

●

巷道的藝術質量和藝術的政治性質一直備受關注。

●

霍西爾巷出現在國家贊助圖書《墨爾本設計指南》和維多利亞州旅遊局在墨爾本的 Lose Yourself 廣告活動中均有
體現，引發了關於維多利亞州對塗鴉截然不同立場的質疑。

●

塗鴉牆和藝術裝置已成為時尚和婚紗攝影的熱門背景。

●

霍西爾巷以高檔雞尾酒吧聞名，包括著名的 Misty 和 MoVida。

●

澳大利亞版《廚藝大師第二季》，MoVida 主廚 Frank Camorra 在墨爾本主要景點霍西爾巷進行露天烹飪。

Melbourne - 墨爾本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爾本大學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成立於 1853 年。它是澳大利亞第二古老的大學，也是維多利亞州最古老的大學。墨
爾本的主校區位於墨爾本中央商務區以北的內城郊區帕克維爾，另外還有許多其他校區也位於維多利亞州。
墨爾本由 11 個獨立的學術單位組成，並與多個學院和研究中心合作，包括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醫學研究所，弗羅利神經
科學和心理健康研究所，墨爾本應用經濟和社會研究所以及格拉坦研究所。在墨爾本的 15 所研究生院中，墨爾本商學院，
墨爾本法學院和墨爾本醫學院都備受好評。
背景速覽
●

墨爾本大學由審計長兼財政部長 Hugh Childers 在 1852 年 11 月 4 日的第一次預算演講中宣佈成立，他為大學的
建立撥款一萬英鎊。

●

墨爾本大學於 1853 年 1 月 22 日按照公司法成立，具有授予藝術，醫學，法律和音樂學位的資質。該法案提供每
年 9000 英鎊捐贈，同時為當年的建築物修建提供兩萬英鎊的特別補助金。

●

1854 年 7 月 3 日進行奠基儀式，同日，於 1855 年開始的國家圖書館課程也舉行了開幕儀式，共有三位教授和十
六名學生，其中只有四名學生畢業。

●

原始建築物於 1855 年 10 月 3 日由維多利亞殖民地副總督查爾斯·霍瑟姆爵士正式開放。

●

第一任校長雷德蒙德·貝瑞（後來的雷蒙德爵士）在 1880 年去世前一直擔任校長職位。

●

維多利亞州的淘金熱帶來的財富使得大學的落成成為可能。學校旨在成為高速定居和商業增長時期的「文明影響」

●

1881 年，允許女性入學被看作是對抗更保守的執政委員會的勝利。

●

2003 年慶祝大學誕辰 150 週年。

●

墨爾本土地和環境學院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解散。其農業和食品系統系與獸醫科學系共同成立獸醫和農業科學學院，
其他研究領域（包括園藝，林業，地理和資源管理）轉移到科學學院的兩個新系。

●

四位澳大利亞總理和五位總督畢業於墨爾本大學。

●

九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墨爾本大學的學生或教師，墨爾本大學擁有澳大利亞大學中最多的諾貝爾獲獎者。

Melbourne - 墨爾本戰爭紀念館 Shrine of Remembrance
國殤祠（當地人通常稱其為聖祠）是墨爾本的戰爭紀念館，位於聖凱達路的國王公園。為了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
的維多利亞州的男性和女性建造，但現在是紀念所有在戰爭中服役的澳大利亞人。它是澳新軍團日（4 月 25 日）和國殤
紀念日（11 月 11 日）的年度紀念活動場所，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戰爭紀念館之一。
紀念館的金字形塔頂的頂部元素參考了雅典獎杯亭。國殤祠由泰農鎮的花崗岩建造，最初僅由環繞著迴廊的中央聖所組成。
聖所包括大理石紀念碑，上面刻有「人為朋友捨命」的字樣。每年一次，11 月 11 日上午 11 點（國殤日），一縷陽光透
過屋頂，這道光線照亮了銘文中的「愛」字。聖所下面是地下室，裡面有一尊士兵父子的青銅雕像，以及列出澳大利亞帝
國軍隊每個小隊名稱的嵌板。
背景速覽
●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8）期間很多人失去了生命，社會瀰漫著悲傷情緒，國殤祠應運而生。

●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 114000 名維多利亞人入伍。在國外服役的 89000 人中有 19000 人被殺。那時大多數澳大利
亞人沒有出國旅行過，然而這些士兵卻被埋葬在離家很遠的墳墓里。

●

國殤祠為維多利亞人提供了一個可以作為個人、家人或社區緬懷故人的地方。還有助於鼓舞留在家中的男女和兒童

●

國殤祠的設計是在澳大利亞藝術家和建築師之間比賽選出的。

●

比賽共收到 83 件設計，獲獎設計由兩位墨爾本回歸士兵建築師 Philip Hudson 和 James Wardrop 設計。

●

外部輪廓的靈感來自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跡之一 — 位於西南小亞細亞的卡里亞國王摩索拉斯的陵墓摩索拉斯王陵墓

●

儘管澳大利亞在 20 世紀 20 年代末和 20 世紀 30 年代面臨著可怕的失業和經濟困難，但是由於人民的感激之情尤
甚，在 1928 年募捐開始後的六個月內就籌集到了建造國殤祠所需的巨額資金。

●

格洛斯特公爵即喬治五世國王的兒子亨利王子於 1934 年 11 月在 30 萬人面前正式開放國殤祠。

●

自那時起，該遺址陸續增加了其他紀念館，用來紀念參加服役的後代，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廣場和二戰後紀
念館。雖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及隨後的衝突事件的直接經驗和見聞逐漸消失，但人們的興趣仍在增長。

●

如今，國殤祠高度重視教育和翻譯。通過紀念、展覽和公共項目，國殤祠持續用來紀念維多利亞人民的服務和犧牲，
並堅持並加強我們與原澳新軍團相關的價值觀。

Melbourne - 維多利亞女王市場 Queen Victoria Market
維多利亞女王市場（也稱維多利亞市場或維多利亞女王）是墨爾本的主要地標，佔地約 7 公頃（17 英畝），是南半球最
大的露天市場。它也是墨爾本最大、最完整的十九世紀市場。墨爾本中央商務區曾經擁有三個主要市場，但其中兩個市場
（東部市場和西部市場）都在維多利亞女王市場之前開業，但在 20 世紀 60 年代關閉和拆除。墨爾本仍然存在其他歷史
悠久的市場，例如內城區普拉蘭市場和南墨爾本市場，但只有普拉蘭還存在早期建築。維多利亞女王市場在歷史、建築和
社會方面都十分重要，被列入維多利亞遺產名錄。它已成為墨爾本市越來越重要的旅遊景點。
背景速覽
●

1837 年至 1854 年間，維多利亞女王市場現在佔據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墨爾本第一座官方墓地的遺址，墓地葬有約
一萬名早期殖民者的遺體，其中包括 John Bateman。

●

如今，John Bateman 紀念館位於停車場的東北角，另外更遠處還有一個紀念許多仍葬於此處之人的紀念碑
「Passage」，位於女王街和蒂埃里街的拐角處。

●

1841 年，在小柯林斯街和展覽街的拐角處，位於用作「女性監獄」的建築物旁邊的大約四分之三英畝的保護區，
被市場委員會指定為公共市場的未來場地。當時，這片保護區被用作非正式的乾草和玉米市場。

●

應議會要求，1846 年 8 月 1 日這片保護區被宣佈用作公共市場，並立即成為正式的乾草和玉米市場，取代了現在
聖保羅大教堂所在地運營的乾草和玉米市場。

●

墨爾本一直是集市鎮。居民一直對市場著迷，這種傳統至今仍在繼續。墨爾本市議會最初成立於 1842 年，負責管
理該市的眾多市場，其中一個就是維多利亞女王市場。

●

維多利亞女王市場歷史上最有趣的一個階段是 20 世紀 60 年代，當時市場與臭名昭著的「光榮會」聯繫在一起。
事實上，今天圍繞市場的大部分暗示和謠言都歸因於這一時期。

●

一切始於 1960 年，當時多疑的種植者對貨物處理方式不滿意，皇家委員會應運而生，以調查市場批發部門的定價。

●

批發市場與零售市場的分離引發了 20 世紀 70 年代將維多利亞女王市場場地重建為貿易中心、辦公室和酒店綜合
體的計劃。然而，公眾的強烈抗議阻止了這一計劃，最終市場納入國家名勝古蹟信託。

●

之後，市場及其建築物被列入歷史建築物登記冊。維多利亞女王市場如今幸存下來，成為墨爾本十九世紀市場最大
且最完整的例證之一。

●

肉類大廳於 1975 年進行了改造，包括獲取熱水，每個攤位的面積增加一倍用於空調房，增加一個存放肉類的倉庫
和一個高架軌道系統，肉類可以被軌道運往建築物的任何一個攤位（如今仍在使用）。

North Melbourne - 布朗斯威克街 Brunswick Street
布朗斯威克街南北貫穿墨爾本北部內郊菲茨羅伊和菲茨羅伊北部，最南端是維多利亞商業街，穿過亞歷山德拉商業街，一
直延伸到愛丁堡花園附近菲茨羅伊北部的聖喬治路。在那裡，其向前的北向路線延續著一條名為布朗斯維克北街的小型住
宅街道。
作為墨爾本最具活力的街道之一，布朗斯威克街長期以來擁有獨特的波西米亞風格 - 儘管現在已經成為主流，擁有熱門
餐飲區和時髦的雞尾酒吧可供選擇。非常適合在這一帶眾多富有創意的小精品店內享用便宜的餐點，放鬆的飲料或購物。
背景速覽
●

布朗斯威克街據信是以 Brunswick Smythe 上尉的名字命名的，布朗斯威克街歸功於在維多利亞商業街沿線持有
大量土地的 Benjamin Baxter 的最近一次 Newtown 鎮（現為布朗斯維克南街）拍賣。Baxter 的拍品是 49 號土
地，位於維多利亞商業街和尼克爾森街西北角的 48 號土地附近。

●

1839 年，Baxter 將他持有的地細分為幾個部分，在各部分之間修建道路。這後來成為布朗斯威克街和格特魯德街

●

最初，布朗斯威克街只到現在的漢諾威街。

●

1840 年，R. S. Webb 先生細分了位於 Baxter 土地北部的 70 號土地。這將布朗斯威克街向北延伸到貝爾街（原
名漢堡街）。

●

布朗斯威克街於 1851 年正式宣佈成立。

●

早在 19 世紀 40 年代，布朗斯威克街上就有了商店。1854 年，該區域作為購物區可以與柏克商業街相媲美。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量移民（主要來自地中海歐洲）定居在墨爾本內郊，包括菲茨羅伊。其中有許多意大利人，
他們進口濃縮咖啡機，並建立了墨爾本咖啡館文化的基礎。

●

幾十年來，菲茨羅伊郊區的低租金和廉價商店主要吸引工薪階層。後來慢慢開始吸引學生，藝術家和波希米亞人。

●

T. F. Much 宴會廳於 1970 年始於大教堂大廳（現稱「中央大廳」），位於布朗斯威克街的聖文森特醫院對面。T.
F. Much 是墨爾本音樂界的核心。

●

20 世紀 80 年代，企業鞏固了布朗斯威克街的地位，成為墨爾本獨立音樂和後朋克/新浪潮亞文化的紐帶，反過來
吸引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郊區遊客。

●

1994 年到 2001 年，布朗斯威克街也是集成技術/電子標籤/唱片發起的大本營。儘管 20 世紀 90 年代的經濟衰退
在一定程度上放緩了，但之後的中產階級化持續時間不長。

●

剩下的幾家常規商店一個接一個關閉，轉而被咖啡館、時尚精品店和酒吧取代，這一轉變在菲茨羅伊被評為 2016
年世界上最獨特的社區之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然而，21 世紀的開始預示著一個新的曙光，而布朗斯威克街則成為了匠人，房東，年輕的專業人士和擁有大量退
休儲蓄金的新墨爾本人的大本營。酒吧茁壯成長，哪怕是工作日葉門庭若市。

South Melbourne - 布萊頓海灘彩虹小屋 Brighton Beach Bathing Boxes
眾所周知，澳大利亞布萊頓臭名昭著的浴箱早在 1862 年就存在。浴箱的建造和使用主要是為了回應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
觀念，且不僅存在於澳大利亞，同時也存在於英格蘭、法國和意大利海岸。
浴箱是由維多利亞人用於保持莊重而使用的輪式沐浴機發展而來。當喬治三世在韋茅斯進行藥浴並響起「上帝拯救國王」
的音樂伴奏時，喬治三世對這股新風尚給予了皇室認證，19 世紀 40 年代，維多利亞女王也在懷特島的奧斯本之家設立
了一個浴箱。
背景速覽
●

19 世紀 40 年代後期，莊嚴的小屋建在一個名為「The Terrace」的地區，現在這裡被稱為濱海大道，俯瞰著丹迪
街海灘，當時幾乎沒有任何浴箱。當地居民包括 Henry Dendy, J.B. Were, J. Hawdon 和 H.B. Foot。

●

然而，布萊頓早在 1862 年就已經存在浴箱。大多數浴箱都建在海灣街盡頭的水邊以及公園街和惠靈頓街之間。數
目不確定，但是大蕭條之前，布萊頓自治鎮、布萊頓鎮和布萊頓市可能大概有 100 到 200 個地點存在浴箱。

●

1875 年，布萊頓創建海灘路（濱海大道）。

●

1877 年的布萊頓土地歸屬法案將布萊頓海灘保護區從皇冠轉移到布萊頓自治鎮。

●

1910 年，布萊頓浴箱建設達到高峰期。

●

1918 年，龍捲風摧毀了 Green Point 北部和南部的建築物。

●

1934 年，大蕭條時期，分散的布萊頓的浴箱被拆除或遷移到丹迪街海灘，以便讓從墨爾本港出發的海濱青石漫步
更方便。

●

1957 年，布萊頓市未能成功拆除洗浴箱。

●

2000 年，灣邊規劃方案將浴箱添加到遺產佈局項目。此規劃限制了浴箱改建，所有浴箱都保留了維多利亞時代的
建築，如木框架，擋風板牆板和瓦楞鐵屋頂，沒有電力或自來水等設施。

●

浴箱只能由支付當房產稅的居民購買，截至 2008 年售價為 20 萬澳元，年度房產稅費約為 500 澳元，儘管浴箱缺
乏便利設施。

●

2009 年，議會宣佈至少建造 6 個新浴箱，儘管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還是為此籌集超過 100 萬澳元資金。

Yarra Valley- 香桐酒莊 Domaine Chandon
香桐酒莊的中心在維多利亞的亞拉河谷熠熠生輝。作為澳大利亞的葡萄栽培英雄之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20
世紀 60 年代，第二代生產者被其充滿希望的風土條件所激發，使酒莊登上頂峰。
香桐酒莊的葡萄園在葡萄栽培人的注視下，在涼爽的氣候中茁壯成長。從亞拉河谷恩賜般的 Green Point 葡萄園及其位
於史壯伯吉山脈的土地到在國王谷的最新企業，香桐酒莊的葡萄園生產用於製作各種強度和濃度紅酒的最好的水果。
背景速覽
●

香桐酒莊是澳大利亞唯一擁有真正法國傳統的閃亮之星。一切都始於幾十年前，當時酩悅香檳敢於進行與眾不同的
嘗試，相信未知可以提供絕佳的機會。在神聖的法國風土之外生產最高級的起泡酒？當然！

●

1959 年，創始人 Robert-Jeande Vogüé 和釀酒師 Renaud Poirier 踏上了前往鮮為人知的阿根廷門多薩的旅程，
並與當地的釀酒師合作，將香檳專業知識應用於當地品種。結果首次打成合作，為未來的許多次合作打響了前哨，
並看到了酩悅酒莊在新世界的風土條件下創造出的閃光點，讓批評家著迷，也為飲酒者的臉上帶來了微笑。

●

1973 年，創始人 Robert-Jeande Vogüé 和加利福尼亞企業家 John Wright 開展了意想不到的思想交流 — 他們
分享了探索新視野的願景，這些追求使得在納帕谷創造了一個鼓舞人心的莊園，生產具有加州特色的葡萄酒。

●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機緣巧合下，一隊香桐葡萄酒隊伍在維多利亞亞拉谷的一個古老的奶牛場 Green Point 掘
到了第一桶金。涼爽的氣候和良好的土壤相結合，為香桐酒莊打造了一個完美的家園。

●

自 1986 年以來，香桐酒莊作為澳大利亞領先的傳統生產商，一直自信地製作具有香桐獨特風格的手工起泡酒和無
汽葡萄酒。

●

香桐酒莊最初的 Green Point 葡萄園位於亞拉谷矮坡海拔 100 米處。

●

多年後，他們在維多利亞州的史壯伯吉山脈扎根，葡萄園位於海拔 700 米處，生產出充滿活力風味濃密的水果。

●

2014 年，香桐酒莊冒險進入維多利亞州的國王谷，在那裡收購了惠特蘭葡萄園，這是維多利亞州最高和最冷的葡
萄園之一，海拔 800 米。

●

香桐酒莊一切皆可能的精神繼續燃燒，點燃了印度和中國葡萄酒生產的潛力，並相信一切皆可能的承諾 — 美妙的
驚喜即將來臨。

Mornington Peninsular - 雅思迷宮及薰衣草花園 Ashcombe Maze & Lavender Gardens
雅思迷宮及薰衣草花園是澳大利亞最古老、最受歡迎的樹籬迷宮，是可愛的圓形玫瑰迷宮和全年開放的薰衣草迷宮的所在
地，這一切都坐落在佔地 25 英畝的世界知名花園中。
傳統的樹籬迷宮種植了 1000 多棵柏樹和數千米的小徑。現在已經超過 3 米高 2 米厚，迷宮守護員每年修建三次樹籬，
將樹籬雕刻成曲線美的形狀，讓遊客賞心悅目。
薰衣草迷宮種植全年開花的薰衣草，中間的薰衣草排景非常漂亮。共種植了超過 3000 種薰衣草植物，俯瞰著美妙的植物
園，薰衣草展覽花園展示了 40 多種不同的薰衣草，讓您深入瞭解薰衣草的歷史。
背景速覽
●

由 Burston 家族代代相傳，雅思迷宮現在所在的土地最初是牛羊地產 — 莫寧頓半島原始農場之一。

●

Burston 家族種植了仍留於此處的最古老的樹木柏樹 — 100 多年前作為防風林。

●

他們還在 60 多年前種植了雄偉的倫巴第楊樹，並建立了原始花園的一部分。

●

20 世紀 70 年代，該地產進一步細分並出售給 John Daly 和 Sally Daly，後者通過建立數英畝的滿是澳大利亞本土
植物的花園將土地進行改造。

●

他們建造了最初的 MazeCafé（使用雅思湖粘土製成的泥磚），使用當地亞瑟王座採石場的一萬多噸花崗岩岩石進
行景觀美化，並建造了一條溪流。

●

樹籬迷宮的地基於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建立，同時大規模種植針葉樹和落葉樹。

●

玫瑰迷宮於 1988 年種植。但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末 Bortoli 家族接任迷宮管理者後，擴建的花園才向公眾開放。

●

從那時起，薰衣草迷宮和展示花園應運而生；園丁工具棚被改造成「柏樹小屋」禮品店（由酒店種植的樹木製成），
中心花園經過改造加入了著名的噴泉。

●

歡迎遊客沿著花園探索之路漫步花園。著名的大雅思小矮人尋覓適合所有年齡段的遊客。無論春夏秋冬，雅思迷宮
和薰衣草花園總會有美麗的景色。

Phillip Island -菲利普島自然公園 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
菲利普島自然公園（PINP）是位於菲利普島的保護公園。公園成立於 1996 年，由維多利亞州政府所有，但它是動物保
護和研究的自籌資金商業景點。
菲利普島自然公園距離墨爾本以南 1.5 小時車程，佔地面積超過 1805 公頃。公園包括金字塔岩，萊爾水灣，海豹岩和烏
拉美岬，指定的觀景區和景點區包括諾比司中心（海豹，海豚和鯊魚觀賞），企鵝歸巢（小企鵝在黃昏時上岸），無尾熊
保護中心和丘吉爾島遺產農場。
背景速覽
●

數千年前，原住民前往該島收集貝類，魚類，短尾剪嘴鷗（灰鸌幼鳥），小袋鼠和赭石。

●

1842 年，McHaffie 兄弟租用菲利普島，用火焚燒植被，並引入牲畜放牧。19 世紀 80 年代，Patti Phelan 成為
夏地半島的第一個所有者。

●

20 世紀 20 年代，菲利普島居民 Bern Denham, Bert West 和 Bert Watchorn 開始點著火炬接待遊客，他們帶領
遊客在夜間抵達夏地半島的海灘觀看小企鵝上岸。

●

1927 年末，建造了第一條通向菲利普島的路，一個高爾夫球場，夏地半島被分成 774 個住房區。

●

1924 年，州政府在天鵝湖建立了動物保護區，以保護短尾剪嘴鷗。

●

20 世紀 30 年代，「維多利亞人」Spencer 和 Alexandrina Jackson 因保護小企鵝而獲得夏地半島上 4 公頃的土
地。菲利普島的第一座橋梁建於 1939 年。

●

1955 年，當時的漁業和野生動物部認識到夏地地產對小企鵝的影響後，在企鵝聚居地建立了一個大型保護區。菲
利普島郡與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管理局一起承擔責任，Bert West 擔任經理。在保護區建造圍欄和混凝土觀景台，
以遮擋公眾視野，並防止公眾進入海灘夜間觀看小企鵝。

●

1984 年，菲利普島企鵝儲備管理委員會成立，包括當地郡、旅遊、科學、保護區和政府代表。該委員會只關注夏
地半島，包括企鵝歸巢，天鵝湖和諾比司中心。

●

企鵝保護計劃宣佈納入科學研究，管理計劃的制定，狐狸控制計劃和 1985 年的夏地半島回購。1988 年，企鵝歸
巢大樓升級，包括新的遊客中心，展示區，木板路和觀景平台。

●

1991 年，自然公園現在負責考拉保育中心和新中心向公眾開放。5 年後的 1996 年，在之前由郡和環境保護部管
理的土地上創建了菲利普島自然公園。夏地半島上房屋的回購和拆除仍在繼續。

●

2010 年，夏地地產回購完成。 2011 年拆除了最後的房屋和基礎設施，目前正在進行植被重建和企鵝棲息地恢復
的持續計劃。連續兩年內不再有企鹅被狐狸殺死。

Phillip Island - 菲利普島朱古力工廠 Panny's Phillip Island Chocolate Factory
菲利普島朱古力工廠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短途旅行。這是一場關於朱古力的盛宴。 Panny 擁有最好、最美味的朱古力，在
工廠直銷店出售超過 190 種獨特的零食。當然，朱古力種類比您想象的還要多，還有其他美味的小食，如香蕉裹朱古
力，石板街朱古力，生薑蜂蜜。
菲利普島朱古力工廠進行氣候控制來保持舒適，所以無論天氣如何，遊客一年四季都喜歡回到 Panny 朱古力工廠遊覽。
菲利普島朱古力工廠的內部和外部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翻新，成為菲利普島的必游之地。
背景速覽
●

Panny 是 Kondanapanny Letchumanan 的縮寫。

●

幾個世紀前，他的祖先從印度南部遷移到馬來西亞。

●

Panny 出生於馬來西亞，並成為一名機械工程師。

●

他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椰子和可可種植園工作多年。

●

他一直喜歡朱古力。一旦有時間，他經常嘗試製作朱古力。

●

他於 2000 年移居澳大利亞。

●

朱古力是他偉大的夢想。他決定建立自己的朱古力相關機構並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

小規模的朱古力工廠在菲利普島誕生。他努力完善技術和成分。根據 Panny 的說法，」要製作出色的朱古力，必
須要瞭解完美的火候技術，正確的成分比例和理想的餡料......我努力鑽研，並且花了很長時間才獲得這些知識。」

●

之後又新增了幾個遊戲和創意展覽。工廠後來繼續擴展，納入一個零售店和一個咖啡館，不僅提供朱古力甜點，澳
大利亞特色菜，還提供印度美食，包括米飯、水鹿、印度薄餅和咖喱。

●

如今，Panny 的朱古力工廠每年吸引 250 萬遊客。與 Panny 一起工作的是他的妻子 Premalatha 和女兒 Nithia，
他們雕刻了許多正在展示和銷售中的朱古力作品。

Phillip Island - 丘吉爾島 Churchill Island
丘吉爾島位於西港，佔地 50.7 公頃（125.3 英畝）。一座橋梁將其連接到菲利普島。丘吉爾島是維多利亞州第一個歐洲
花園的所在地。包括一個工作農場，可追溯至 19 世紀 60 年代的小屋和可追溯至 1872 年的宅邸，所有這些都經過全面
修復並向公眾開放。該島毗鄰佔地 670 公頃（1656 英畝）的丘吉爾島海洋國家公園。丘吉爾島由菲利普島自然公園維
護。
背景速覽
●

丘吉爾島最先由 Boonwurrung 原住民登陸，如今在維多利亞州的歐洲殖民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James Grant
中尉於 1801 年從納爾遜夫人號下船，有個人給了他種子來種植，他以此人的名字命名該島，丘吉爾島因此成為維
多利亞州第一個貫徹實施歐洲農業的地點。

●

1801 年，西港勘測期間，James Grant 中尉讓一些囚犯在丘吉爾島上砍伐樹木並建造了一座碉堡。

●

他們培育了一片土壤，Grant 種植了小麥，玉米，土豆，豌豆，咖啡漿果，蘋果，桃子和油桃種子，為了創造一個
花園，「為了我們同胞的未來利益，無論是同胞、歐洲人或土著人」英國德文郡道利什的約翰·丘吉爾說道。

●

自 19 世紀 50 年代以來，這片肥沃的 57 公頃島嶼一直在不斷耕種，1872 年，墨爾本前市長 Samuel Amess 購買
該島用作度假和農業用途，他建造了一個牢固的房子及附屬建築。

●

島上的其他家庭包括 Pickersgill 家族和 Roger 家族，這些島上居民的建築物今天仍然存在。

●

歷史悠久的建築和花園遺跡如今吸引著每年成千上萬的遊客。歷史管理人目前正在記錄剩餘的人工製品。

Ballarat - 巴拉瑞特野生動物園 Ballarat Wild Life Park
巴拉瑞特野生動物園是一座位於巴拉瑞特的互動野生動物園，由格雷格·帕克於 1987 年開放。動物園為佔地 37 英畝（15
公頃）的天然叢林。動物園目前擁有大約四百種動物，如到處亂走的袋鼠和可以親自餵養的鴯鶓.....大多數動物原產於澳
大利亞，包括無尾熊，袋熊，短尾袋鼠，針鼴鼠以及咸水和淡水鰐魚。外國動物包括印度星龜，美洲短吻鰐和阿爾達布拉
巨龜。動物園也是 Patrick 的家，他是由人工飼養年齡最大的存活袋熊，於 2017 年去世，享年 32 歲。
背景速覽
●

動物園大約有 100 只四處走動的「袋鼠島袋鼠」，您可以在公園體驗輕撫並給它們餵食的獨特體驗。動物園讓您
可以與最友好的袋鼠親密互動，它們總是渴望從您的手中輕輕地獲取食物。

●

與可愛得想讓人抱一抱的無尾熊接觸是一種寶貴的經歷。遊客將前往非同尋常的無尾熊聚居地近距離接觸無尾熊。
有機會花時間與無尾熊互動，可以從生物學、生態學和生活故事方面瞭解無尾熊們的驚人事實。

●

巴拉瑞特野生動物園是「袋熊 Patrick」的家園，Patrick 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袋熊，Facebook 上有近 5 萬名粉
絲。被親切地稱為「Paddy」，這只袋熊甚至有一個 Tinder 帳戶，還很喜歡迎接遊客。不幸的是，「Paddy」在
2017 年去世，享年 32 歲。

●

早期殖民者聽說它們互相能「社交」並認為在澳大利亞叢林發現了魔鬼，於是袋熊贏得了「塔斯馬尼亞惡魔」的稱
呼。您有機會在安全距離從後面拿鉗子餵它們一隻美味的老鼠。

●

巴拉瑞特野生動物園擁有澳大利亞最大最多樣的蛇，蜥蜴，海龜和青蛙。從友好的紅尾蟒「Pablo」到世界上最毒
的陸地蛇：「內陸太攀蛇」。如果您願意，您可以嘗試手拿 3.5 米長的紅尾蟒「Pablo」。

●

巴拉瑞特野生動物園有兩種巨型烏龜，即亞達伯拉象龜和棕靴陸龜。這些溫柔的巨人是「長壽」和「好運」的終極
象徵，其中一隻烏龜已有近百歲。跟龜群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體驗一下親手餵養這群溫柔的史前巨人。

●

古氏樹袋鼠極度瀕危，全世界動物園大約只有 40 只。因此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作為遊客，您將親手餵養名為
「Salsa」的樹袋鼠。她曾登上澳大利亞地理雜誌封面，並獲選迎接來澳大利亞訪問的英國皇室成員威廉王子和凱
特王妃。

Ballarat - 疏芬山 Sovereign Hill
疏芬山是位於巴拉瑞特郊區黃金角的露天博物館。疏芬山描繪了巴拉瑞特在 1851 年發現黃金後的第一個十年。疏芬山於
1970 年 11 月 29 日正式開放，已成為全國知名的旅遊景點。疏芬山是維多利亞也是巴拉瑞特最著名的景點之一。
此建築群設定背景為 19 世紀 50 年代的澳大利亞，佔地 25 公頃，與世界上最富饒的沖積金淘金有關。場地由 60 多個重
建的歷史建築組成，包括穿著禮服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他們可以回答問題並與您合影。活動包括符合時代特徵的古董，
藝術品，書籍，紙張，機械，牲畜，動物，車廂和設備。
背景速覽
●

疏芬山是一個戶外博物館，展示了澳大利亞神話般的淘金歷史。

●

疏芬山特別聚焦 19 世紀偉大的黃金髮現對巴拉瑞特成長的影響，巴拉瑞特是 1851 年發現黃金時的小型牧區定居
點。

●

世界第二大金塊是在巴拉瑞特的紅山礦發現的，在疏芬山將其重建。 名為「Welcome Nugget」的金塊重達 69
公斤（2200 盎司），含 99％純金，發現時價值約 10500 磅，現在價值超過 300 萬美元，作為標本價值更高。

●

1861 年，巴拉瑞特已經發展成為優質的省級城市，建立在黃金衍生的財富之上。

●

20 世紀 60 年代，疏芬山的概念在巴拉瑞特浮出水面，作為保護歷史建築和重建金礦的方式。該建築群於 197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正式向公眾開放。

●

自 1970 年 11 月開放以來，疏芬山已成為澳大利亞的旅遊標誌，贏得了許多重要的旅遊獎項。

●

如今，疏芬山每年吸引約 45 萬遊客，成為享譽世界的活博物館，重點強調工程機械，展品，禮服穿著的講解和遊
客互動。

●

疏芬山由疏芬山博物館協會管理，該協會是一個非盈利的社區組織。

●

協會由成員選出的董事會管控，並自願任職。執行董事和專業人士進行管理。共約有 350 人受雇，他們的工作得
到了 250 多名志願者的支持，他們將戶外博物館變得栩栩如生，並協助黃金博物館進行策展和導覽工作。

Geelong - 吉朗海濱 Geelong Waterfront
吉朗海濱是澳大利亞最美麗的海濱之一。1836 年，吉朗成為港口，儘管是個不起眼的開始，但吉朗海濱現在已榮獲一系
列著名獎項。這裡曾經是吉朗港的一部分，在 20 世紀 90 年代重新開發之前就被廢棄了。
有很多方法來探索和觀賞海濱：騎著哈雷摩托車或乘坐無軌列車。如果您想選擇更悠閒的方式遊覽，可以乘坐直升機從空
中觀看景色，或沿著吉朗壯麗的海濱乘船遊覽。
背景速覽
●

吉朗人形木雕是由當地藝術家 Jan Mitchell 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創作的，木材雕刻的雕塑反映了當地的歷史和
特性。木雕的數量超過 100 個，安裝在 Rippleside 和 Limeburner 角之間的海濱。

●

迪肯大學的海濱校區和科斯塔廳位於該區的西側。校園大約有 1500 名在校學生，學習建築、施工管理、護理和康
復治療課程。

●

亞拉街碼頭位於亞拉街的盡頭，設有多家餐廳，也是直升機觀光飛行的出發點。大部分碼頭於 1988 年被大火燒毀，
但已有各種重建提案。

●

Cunningham Pier 餐廳是碼頭上的社交場所。

●

Steampacket 碼頭位於 Moorabool 街的盡頭，是渡輪、水上飛機和其他船隻的避風港。

●

旋轉木馬棚在現代化的玻璃和鋼結構建築中裝有 c.1892 Armitage-Herschell 蒸汽驅動轉盤，c.1888 蒸汽機和半
原件半複製品的 1898 嘉米歐里管風琴。

●

福朋喜來登酒店是一家四星半酒店，在 21 世紀初開發了水景。

●

皇家吉朗遊艇俱樂部成立於 1859 年，位於海灣的海岸。相鄰的 Bay City Marina 建於 20 世紀 80 年代。

●

東海灘是吉朗市中心受歡迎的游泳和休閒區。

Great Ocean Road - 阿波羅灣 Apollo Bay
阿波羅灣是維多利亞州西南部奧特威岬東側的海濱城鎮，沿著布拉罕河邊緣和大洋路，位於科拉克奧特威郡。
作為著名旅遊目的地，阿波羅灣不僅有游泳和衝浪海灘，還有一個巨大的船港和碼頭，這裡聚集著主要的捕魚船隊。城鎮
的商業中心內各種餐廳和咖啡館鱗次櫛比，位於大洋路的一側，俯瞰著主要游泳海灘前面的廣闊草地。另一個著名的海灘
位於海灣山的布拉罕河口。
背景速覽
●

阿波羅灣是奧特威角海岸的 Gadubanud 人或 King Parrot 人傳統土地的一部分。19 世紀初，雪梨的捕海豹者和
捕鯨者經常光顧這個地區。

●

19 世紀 40 年代，Henty 兄弟在海灣西端的班伯里角建立了一個捕鯨站，1845 年，他們的船停在此處躲避一場暴
風雨，因此 Loutit 船長將此地命名為阿波羅。

●

第一批歐洲定居者是 19 世紀 50 年代的木材切割工人，他們後來建立了鋸木廠。雖然海灣提供了相對遮蔽的錨地，
但缺乏合適的碼頭意味著原木只能漂浮到海上以裝載到船上。

●

1853 年，阿波羅灣的一個鎮子進行了測繪，並命名為米德爾頓。19 世紀 60 年代，農業用地可以使用，19 世紀
70 年代中期，該鎮的第一個街區被出售。

●

米德爾頓郵局（每兩周寄送一次郵件）於 1873 年 5 月 1 日開放。1881 年，該鎮和郵局更名為 Krambruk。1898
年，改為阿波羅灣。

●

這個時期，海上通道幾乎是通往該地區的唯一通道，但是從 Birregurra 到阿波羅灣的長途汽車服務於 1889 年開始。
班伯里角的碼頭在暴風雨中被衝走，而該地的第二個碼頭也是如此。因此，1892 年在一個更不容易受風雨侵襲的
地方建造了「長碼頭」。

●

城鎮規劃的主幹道是 Pascoe 街，但科林塢街上幾座建築拔地而起，意味著它成了阿波羅灣的商業中心。

●

隨著 1927 年通往城鎮的道路升級，以及 1932 年大洋路的完工，該地區成為著名旅遊目的地和重要的漁港。

●

1932 年 7 月 10 日，沿海輪船賭場試圖在鎮碼頭停泊時沈沒。十人喪生。沿著奧特威角海岸線發生了許多早期沈
船事件。

●

1936 年，從阿波羅灣到斯坦利的海底電報和電話線讓從大陸到塔斯馬尼亞的第一個電話成真。阿波羅灣電報站於
1963 年關閉，現在是一個博物館。

●

2016 年人口普查時該鎮的人口為 1598 人。

Great Ocean Road - 愛麗絲灣 Aireys Inlet
愛麗絲灣位於墨爾本西南約 120 公里的大洋路上。這個精品海濱小鎮是大洋路最好的隱秘之處之一，為遊客提供安詳和
寧靜。這裡包括美麗的懸崖和海灘，風景秀麗的河谷和大奧特威國家公園。
背景速覽
●

據報道，首次出現在這一地區的歐洲人是 1803 年從索倫托監獄越獄的囚犯 William Buckley。

●

「愛麗絲灣」這個名字據信來自 1842 年在該地區獲得牧場租約的 John Moore Airey，或來自 John 的兄弟
George，他是吉朗地區的皇家土地專員喬治。

●

Thomas Carter 跟隨 John Airey 進入該地區，然後是 Thomas Pearse（1809-1862），他建造了一個樹皮覆蓋
的小屋，小屋在嚴峻的環境下存活了 121 年，直到 1983 年，在聖灰日的火災中被燒毀。

●

在保護區路的頂部，您可以看到 Thomas Pearse 和 Martha Pearse 的墳墓，有一個石冢標誌著墳墓所在地。

●

Thomas Pearse 去世後的 19 世紀 60 年代，他的土地被 J R Hopkins 購買。同樣在 19 世紀 60 年代，William
MacMullen 購買了農莊住宅 Angahook，遺址至今仍遺留下來。最初的住宅和樹皮小屋一起在聖灰日的火災中被
燒毀。

●

許多早期殖民者擁有以他們名字命名的道路和街道，Pearse，Cowan，Anderson，Berthon，Lugg，
Roadknight，Sutherland，Hartley 和 Hopkins。

●

1891 年 9 月 1 日，當地稱為「白夫人」的燈塔投入運營。由 2 名燈塔管理員維護，他們與家人住在附近的燈塔小
屋裡，燈由煤油供電，直到 1919 年更新為乙炔自動供電。

●

1972 年，燈塔再次升級為使用備用發電機作為主電力。燈塔很幸運在聖灰日火災中幸存下來，並在 1991 年慶祝
其 100 歲生日。燈塔大部分時間都是開放的，如果您遊覽愛麗絲灣，這裡是必游之地。

●

參觀斯普利特角燈塔區可以看到燈塔馬廄和燈塔飼養員居住的 2 座燈塔小屋。這裡有一條步行道可以下到距離鷹岩
約 200 米的地方，可以向南俯瞰洛恩到阿波羅灣的美妙景色。

Great Ocean Road - 十二使徒岩 Twelve Apostles
十二使徒岩是位於大洋路邊坎貝爾港國家公園岸邊的一系列石灰岩岩塊。它們互相臨近，使得該地區成為著名的旅遊景
點。目前剩下八個使徒，第九個在 2005 年 7 月戲劇性地坍塌。但十二使徒岩這個名字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澳大利亞
旅遊業。
背景速覽
●

使徒岩是由侵蝕形成的：來自南大洋的惡劣和極端天氣條件逐漸侵蝕了軟石灰岩，形成了懸崖上的洞穴，之後成為
拱形，隨著拱門倒塌，留下高達 50 米的岩塊。

●

這些結構最終被稱為十二使徒岩，儘管只有九堆。

●

岩塊容易受到波浪的進一步侵蝕。 2005 年 7 月 3 日，一個 50 米高（160 英尺）的岩塊倒塌，留下 8 個岩塊屹立
於此。

●

2009 年 9 月 25 日，人們以為又有一個岩塊倒塌，但這實際上倒塌的是三姐妹岩塊中較小的岩塊之一。

●

石灰岩柱底部的侵蝕速度約為每年 2 釐米。由於波浪運動侵蝕了懸崖面，現有的岬角有望在未來成為新的石灰岩堆。

●

十二使徒岩最初的名字是 Sow and Piglets。 Sow 實際上是指鳥島，可以從阿德湖峽看到。Piglets 指的是東邊
周圍的岩層。

●

當地人將其統稱為「十二使徒岩」，但個別的岩石並沒有對應聖經中每個使徒的名字。

●

附近的類似構造也有參照聖經的類似例子，包括位於吉布森台階和穴岩的 Gog 和 Magog 雕像。

●

早些時候，當遊客沿著連接坎貝爾港和王子鎮的舊長途汽車公路旅行時，這些石灰岩塊逐漸顯現出來。

●

石灰岩是一種沈積岩，其岩層可以揭示很多結構的地質記錄。坎貝爾港的石灰岩迄今已經有 1500 萬至 2000 萬年
曆史。

●

據估計，我們現在看到的岩塊是在過去 6000 年左右形成的。其他預測顯示，在坎貝爾港海岸線上，岬角被侵蝕成
拱形，然後變成岩塊，最後崩塌，這一過程大約需要 600 年時間。

●

這裡發現的石灰石的一個特徵是它的頂層比底部的石灰石更硬。因此，較軟的基層導致初始破壞，產生懸垂、拱形，
並最終形成新的岩塊。

●

十二使徒岩位於坎貝爾港國家公園。向西距離墨爾本約 170 英里。距離大洋路有 4 小時車程。停車場的入口位於
王子鎮以西 4 英里處，坎貝爾港以東 8 英里處。

Great Ocean Road - 洛克阿德峽灣 Loch Ard Gorge
洛克阿德峽灣靠近令人驚嘆的十二使徒岩，這裡可以觀賞墨爾本郊外的坎貝爾港國家公園的美麗景致。這條海岸長度可以
媲美大洋路，保證遊客可以看到不拘一格的海景，壯麗的風景和令人嘆為觀止的自然古蹟。如果您正巧在該地區，一定要
在洛克阿德峽灣停留，享受一流的崎嶇風景。
背景速覽
●

19 世紀後期，這艘名為洛克阿德的快船在鳥島上被沖毀，峽谷擁有極具吸引力的歷史。

●

這艘船本身構成其大部分歷史，只有兩名乘客幸存 — 一名 19 歲的學徒 Tom Pearce 和與家人一起移居澳大利亞
的 19 歲的 Eva Carmichael。

●

Pearse 從水中救出了 Carmichael，但她在抵達澳大利亞僅三個月就回到歐洲，因為她在沈船事故中失去了四位親
人。

●

早在 2009 年 6 月，島的拱門就自行坍塌，留下了兩塊彼此平行的岩石。由於天氣條件或水的損害，澳大利亞大洋
路沿線的許多地標都會倒塌，這有助於創造不斷變化的景觀。

●

為了紀念 19 世紀沈船事故的兩名幸存者，剩下的兩條岩石柱被命名為 Tom 和 Eva。

●

這片海岸線因諸多沈船事故而聞名，由於波濤洶湧的海浪和不確定的海洋，幾個世紀以來很多船隻在海岸被沖毀。

●

洛克阿德峽灣只是船隻容易遇到危險的諸多地點之一，但這個地標之所以成為獨特的遊覽目的地，絕不僅僅是歷史
那麼簡單。

●

事實上，從那時起，洛克阿德也成為許多虛構故事的重要背景。這裡一直是許多電影的官方取景地，包括 1982 年
拍攝的《海盜的故事》和 1999 年攝制的電視劇《地心冒險》。

Great Ocean Road - 倫敦橋 London Bridge
倫敦拱門（舊稱為倫敦橋）是坎貝爾港國家公園的近海天然拱形。拱門是坎貝爾港附近大洋路沿線一個值得前往的旅遊景
點。逐漸的侵蝕過程磨損疊層，直到 1990 年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雙跨自然拱。
背景速覽
●

倫敦橋最初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近海岩層的天然拱門和隧道，於 1990 年倒塌，成為一座沒有中間拱門的橋梁。
在倒塌之前，該景點的遊客能夠穿過延伸到大陸的「東部橋梁」。

●

1990 年 1 月 15 日下午 3 點 30 分左右，靠近海岸線的拱橋突然坍塌，兩名遊客（Kelli Harrison 和 David
Darrington）擱淺在外拱橋上，之後被警用直升機救出。事故中無人受傷。

●

2013 年， Darrington 先生自從和 Kelly 通過直升機獲救後，第一次回到了這個地方，向國家地理頻道的六部曲系
列劇《邊緣生活》講述他的故事。

●

他描述道，坍塌的聲音就像樹裂成兩半的聲音。

●

Darrington 先生當時感到十分恐懼，他說他的第一個想法是岩石落入海洋所引起的飛濺強度足以將他從剩餘的堆
棧上衝走。

●

Darrington 先生表示，除了他們的朋友 Jan 之外，他們夫婦是當時唯一在場的人，Jan 決定不過橋並在車後座睡
著了。

●

他回憶道，他們夫妻唱著《倫敦大橋倒塌了》這首歌中他們會唱的部分以及觀看周圍景色來消磨時間等待救援。

●

他們三小時後才被救出，因為直升飛機必須從墨爾本起飛。

●

Darrington 先生說自己並不懼怕這場考驗。然而，當這對夫妻看到他拍攝的坍塌的照片時，他們才意識到他們是
多麼幸運。

●

在倒塌之前，拱門被稱為倫敦橋，因為它與倫敦橋相似。

●

倫敦拱門現在是停下來欣賞大洋路沿線景色的最佳地點之一。這裡您能看到懸崖，色彩繽紛的海水，以及大自然的
力量和美感。

資訊來源
Melbourne - 聖帕特里克教堂 St Patrick’s Church
https://www.cam.org.au/cathedral/History
https://melbournecitytour.com.au/blog/the-history-of-melbourne-s-st-patricks-cathedr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Patrick%27s_Cathedral,_Melbourne
Melbourne - 菲茨羅伊花園 Fitzroy Gardens
http://www.fitzroygardens.com/
https://whatson.melbourne.vic.gov.au/Placestogo/ParksandGardens/AllParksandGardens/Pages/4429.asp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tzroy_Gardens
Melbourne - 植物園 Botanical Gardens
https://www.rbg.vic.gov.au/
https://whatson.melbourne.vic.gov.au/Placestogo/ParksandGardens/AllParksandGardens/Pages/4444.asp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Botanic_Gardens_Victoria
Melbourne - 聯邦廣場 Federation Square
http://fedsquare.com/
https://www.australia.com/en/places/melbourne-and-surrounds/guide-to-federation-square.html
https://www.visitvictoria.com/regions/melbourne/things-to-do/art-theatre-and-culture/architecture-anddesign/federation-square
Melbourne - 庫克的小屋 Captain Cooks Cottage
http://www.fitzroygardens.com/Cooks_Cottage_History.htm
Melbourne - 弗林德斯街火車站 Flinders Street Railway Station
https://www.ptv.vic.gov.au/about-ptv/victorias-public-transport-network/hist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inders_Street_railway_station
Melbourne - 墨爾本藝術中心 Arts Centre Melbourne
https://www.artscentremelbourne.com.au/en/about-us/our-hist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s_Centre_Melbourne
Melbourne - 舊國會大廈 Old Parliament House
https://www.parliament.vic.gov.au/about/the-parliament-building/history-of-the-building
https://melbournecitytour.com.au/blog/the-history-and-design-of-parliament-house-melbour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liament_House,_Melbourne
Melbourne - 墨爾本水族館 Melbourne Aquarium
https://www.melbourneaquarium.com.a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a_Life_Melbourne_Aquarium
Melbourne - 環城有軌電車 City Circle Tram
https://www.ptv.vic.gov.au/route/view/1112
https://yarratrams.com.au/using-trams/visitors-new-users/city-circle-tram/
https://www.melbournepoint.com.au/attractions/city-circle-tram/
Melbourne - 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https://cv.vic.gov.au/organisations/ngv-national-gallery-of-victoria/
https://theculturetrip.com/pacific/australia/articles/8-things-you-didnt-know-about-national-gallery-of-victor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Gallery_of_Victoria

Melbourne - 霍西爾巷 Hosier Lane
https://www.lonelyplanet.com/australia/melbourne/attractions/hosier-lane/a/poi-sig/1370641/362494
https://www.onlymelbourne.com.au/hosier-la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es_and_arcades_of_Melbourne#Hosier_Lane
Melbourne - 墨爾本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https://www.unimelb.edu.au/campustour/our-history
https://about.unimelb.edu.au/our-hist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Melbourne
Melbourne - 墨爾本戰爭紀念館 Shine of Remembrance
https://www.shrine.org.au/About-Us/Hist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rine_of_Remembrance
Melbourne - 維多利亞女王市場 Queen Victoria Market
https://qvm.com.au/hist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Queen_Victoria_Market
North Melbourne - 布朗斯威克街 Brunswick Street
http://www.brunswickstreet.com.au/
https://weknowmelbourne.com.au/brunswick-street-gui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unswick_Street,_Melbourne
South Melbourne - 布萊頓海灘彩虹小屋 Brighton Beach Bathing Boxes
http://www.brightonbathingbox.org.au/en/history
http://media.heraldsun.com.au/multimedia/2014/march/beach02/the-history-of-the-bathing-boxes.html
Yarra Valley- 香桐酒莊 Domaine Chandon
https://www.chandon.com.au/about/story
Mornington Peninsular - 雅思迷宮及薰衣草花園 Ashcombe Maze & Lavender Gardens
http://ashcombemaze.com.au/our-history
Phillip Island - 菲利普島自然公園¶來源 Phillip Island Nature Park
https://www.penguins.org.au/about/our-story/our-hist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_Island_Nature_Park
Phillip Island - 菲利普島朱古力工廠 Panny's Phillip Island Chocolate Factory
https://phillipislandchocolatefactory.com.au/
https://www.thehindu.com/features/magazine/pannys-story/article4364728.ece
https://www.visitphillipisland.com/listing/phillip-island-chocolate-factory/
Phillip Island - 丘吉爾島 Churchill island
https://www.visitphillipisland.com/listing/churchill-island-heritage-farm/
https://www.penguins.org.au/attractions/churchill-island/history/
http://focis.org.au/about-churchill-island/
Ballarat - 巴拉瑞特野生動物園 Ballarat Wild LifePark
https://wildlifepark.com.a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llarat_Wildlife_Park
Ballarat - 疏芬山 Sovereign Hill
http://www.sovereignhill.com.au/sovereign-hill/about-us/

Geelong - 吉朗海濱 Geelong Waterfront
https://www.geelongaustralia.com.au/waterfro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elong_Waterfront
Great Ocean Road - 阿波羅灣 Apollo Bay
https://www.visitapollobay.com/
https://www.travelvictoria.com.au/apolloba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ollo_Bay
Great Ocean Road - 愛麗絲灣 Aireys Inlet
http://www.aireys-inlet.net.au/history.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ireys_Inlet
Great Ocean Road - 十二使徒岩 Twelve Apostles
https://www.australia.com/en/places/melbourne-and-surrounds/guide-to-the-12-apostles.html
https://greatoceanroadmelbournetours.com.au/blog/history-of-the-12-apostl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Twelve_Apostles_(Victoria)
Great Ocean Road - 洛克阿德峽灣 Loch Ard Gorge
https://greatoceanroadmelbournetours.com.au/blog/the-fascinating-history-of-the-loch-ard-gorge/
https://visit12apostles.com.au/attractions/loch-ard-gor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ch_Ard_Gorge
Great Ocean Road - 倫敦橋 London Bridge
https://visit12apostles.com.au/attractions/london-bridge/
http://www.abc.net.au/local/photos/2015/02/16/4181113.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ndon_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