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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漢密
爾頓的願景

Ka hua. Ka puaawai. Ka ora.
“當人們主動去創造夢想、培養夢想並賦予夢想

以生命時，夢想就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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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密爾頓 (毛利名：基里基里羅亞）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有潛力成為世界上最適合生活和發展的地方之一。

我們是新西蘭的第四大城市，有17萬人在漢密爾頓安家。在僅僅三代人的時間

裡，我們的人口增長了八倍以上。

而且我們也非常多元化。漢密爾頓的人民代表著160多個族裔，這使我們擁有豐

富精彩的文化機遇。

重要的是，我們很年輕。在漢密爾頓，我們的中位年齡只有32歲，使我們成為所

有新西蘭城市中“最年輕”的城市。

漢密爾頓已經具備了成為新西蘭乃至全世界最適合生活、工作和養育孩子的場所

之一所需要的一切條件。

在本市，我們現在更加關注環境問題、代際平等和住房可負擔能力 - 我們知道這

些事情對本地居民非常重要。

市政府已經非常專注於照顧我們已經擁有的城市資產，但我們希望為那些能進一

步增進漢密爾頓人民福祉的事情提前準備並做好計劃。

這本手冊列出了漢密爾頓未來十年的五個長期優先事項。這些優先事項反映了你

們認為對自己、家人和鄰居都很重要的事情。

它們還反映了議員們的意見，他們一直在認真聽取你們的發言並了解你們對這座

城市的願景。

基於這些優先事項，我們確定了市議會要重點關注的工作領域。我們誠摯邀請你

們考慮一下如何能夠參與這些工作，成為漢密爾頓建設中的一份子，因為我們都

知道，通過共同努力，我們將取得更大的成就。

這是我們的城市。它屬於我們所有人，我們所有人共同決定它的未來。作為一個

社區，確保我們的城市充分發展，淋漓盡致地發揮其潛力是我們應該做而且能夠

做到的事情。

讓我們共同塑造我們的城市。葆拉·索斯蓋特（Paula Southgate）
漢密爾頓市長

共同
塑造我們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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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密爾頓花園！可以帶著訪客免費參

觀，並向他們展示這座城市有這麼美妙

的資產，這真是一種享受， 讓人為我們

擁有如此一流的設施而感到自豪。” 

Craig

 “我喜歡河流。” 

Mar

“沿河的自行車道和VOTR。”

Silverdale, 60s

“漢密爾頓的人民比其他任何地

方的都更可愛，更友善。”  

Rosalie

“我喜歡住在漢密爾頓，因為到處都是

適合我小孩玩的很好的遊樂場，而且

我喜歡我幾乎可以走路到達任何地

方。 ” 
Ahmed

“美麗的環境。友好

的人們。安靜的夜

晚。” 

Claudelands

“對 於 年 輕 人 來 說 ，

很 酷 的 事 情 正 在 發

生 。  ” 

Hamilton East, 20s

“环環境優美。人們很

棒。一切順暢。不太擁

擠。 ”

Mae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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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喜歡
漢密爾頓

什麼?

當我們問漢密爾頓人“你喜歡漢密爾頓什
麼？- 這是你們給出的（一些）答案！*



“一個活躍且不斷擴展的
音樂和藝術社區，市中心
舉辦許多家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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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問過

什麼會使漢密爾
頓變得
更好？

哈密爾頓人對如何改善我們的城市有很

多想法！ *

“接納所有人，讓
他們自由表達自己
的個性並有歸屬

感。”
“市中心商業區有
更多人流和保安，
這樣我一個人四處
走動時能感到安

全。”

“使它成為一
座易於建設和
易於投資的城

市。”

“發展一座以河流為
榮，面向河流的城

市。”

“讓我們重振市中
心，使其充滿活

力，人們希望在這
裡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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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一個大型、富有創意且多
元化的節日，慶祝哈密爾頓的多
元文化：美食、舞蹈、人們、音

樂。  ”
Suha, Dinsdale

“打造活力滿滿的CBD，人
們應該在那裡生活。有很多
人。樓下企業商舖，樓上公

寓住宿。”

Nona, Hillcrest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年輕人
在大學畢業後可以留在漢密爾
頓。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

Sarah, Hillc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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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河道。這是我們最好的資產之
一。打造更好的自行車道和更寬的人

行道，實現微移動。”

Dale, Hamilton Lake

“有更多的文化藝術
設施。”

Dejin, Frankton

“實施一個由社區設計的綜合
交通計劃，體現多種具有安全

走廊的交通選項。”
Raymond, Chartwell

“通過補貼人們種
植樹木來恢復更多
的本土樹木。”

Kiri, Silverdale

“設定一個在工作日開放的
市場。使當地人和企業更加

團結。”
KP, Whitiora

“著重恢復城市的溝壑，並改善公眾到達
溝壑的路徑，尋找方法使它們成為無害蟲

的景點。 ”
Benjamin, St Andrews

“創建一個步行城市，
更加註重替代性交通模

式。”

Nevada, Whitiora

“保護、恢復和重視我們獨特的
生物多樣性和溝壑系統，打造溝

壑典範。”
 居民，40多歲。

*這些評論是通過與社區的多種互動形式獲得的：

市議會的福利互動運動、認識您的鄰居系列活動、社交媒體渠道以及市議

會的季度生活質量調查。



增進
哈密爾頓人

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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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
增進漢密爾頓人的福祉。

每天市議會都會做出影響本市未來和哈密爾頓人福祉的決策。這些決策

始終會考慮人們的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福祉。

為了使城市保持應有的狀態，我們需要做很多事情。我們必須提供和維

護供水服務；我們必須為不斷發展的城市做出充分的計劃；我們必須維
修道路；我們必須確保垃圾得到安全處理……這還僅僅只是開始。這些

工作都是不可協商、必須要做的，尤其是對於像漢密爾頓這樣城市，越

來越多的人選擇把它做為自己安居的家園。有關基本服務和基礎設施的

重要工作不會停止。但是，我們要做的不止這些。

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以人為本，同時我們就如何使我們的河流城市成

為更好的地方做出各種選擇。

漢密爾頓人已經告訴了我們他們想要的城市是什麼樣子，他們對漢密爾

頓的未來有什麼期待。

我們根據你們的反饋意見為漢密爾頓制定了五個優先事項。我們有很多

事情要做，但同時，我們也有很多機會。

我們期待著和你們一起塑造我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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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優先事項

塑造

一個便於居住
的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e tau ai te  

noho ki r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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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什麼
漢密爾頓地方夠小，可以讓人享有強烈的社區意識，但人口夠多，使

這個城市充滿活力和趣味。

隨著我們不斷發展成為大都會中心，我們有革新機會，讓漢密爾頓成

為一個20分鐘的城市。一個20分鐘的城市就是要創建宜居的社區，讓

每個社區都擁有對當地居民來說很重要的便利設施。它還涉及將現有

的目的地、設施、工作地點和教育機構用安全的步道、自行車道和公

共交通工具連接起來，以便我們的居民可以在20分鐘內安全地到達他

們所要去的大部分地方。

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夠安全地騎自行車上學。各年齡段和各種行動

能力的人都可以通過所選的任何交通方式，從懷卡托河的一側到另一

側，輕鬆去到不同社區。

本市人民都希望生活在一個有活力、安全、有集體認同感並擁有各種

公共設施如圖書館、遊樂場和社區中心的社區中，這些公共設施人人

可以享用。對我們所有人來說，享受本市綠色和開放的空間，漫步懷

卡托河小徑和漢密爾頓花園這樣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照顧自己的身

心健康應該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通過投資自行車道和通道，並利用我們美麗的溝渠網絡，我們將能夠

創建一個人們可以輕鬆享受和探索的城市。但是，我們還需要改善公

共交通 - 因此，我們將與懷卡托地區委員會等合作夥伴合作，改善公

交服務。

而且，我們需要集中精力在現有社區和新社區中提供能夠打造強大社

區的設施和服務，並支持多種住房類型，包括經濟適用房。

選擇將漢密爾頓稱為家園的新移民人數越來越多，這要求我們必須投

資新的宜居郊區。我們要在振興既有社區與投資新的宜居郊區之間找

到適當的平衡。

我們想要一個便於居住、便於探索和便於聯絡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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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關注的
焦點

1.
我們將優先考慮建立連通且安全的人行道

和自行車道，讓我們能夠快速輕鬆地遊走

於城市中間，並將各個社區緊密地聯接到

一起。

2.
我們將振興我們現有的社區，並投資

創建新的社區，以確保我們擁有一個

宜居、可持續的城市。

3. 
我們鼓勵在漢密爾頓開發房

地產涵蓋各種房型，包括可
負擔住房。

4.
我們將啟用並支持強大的公

共交通網路，幫助漢密爾頓

人輕鬆到達各種基本服務場

所，例如學校、醫療中心和

超市。

5. 
我們將更加關注具有社區意

識、並支持整個城市的社區
空間的社區。



第二個優先事項

塑造

一個人們得
以在此發展

的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e puaawai ai ngaa 
taangata katoa

20 21我們對漢密爾頓的願景



22 23我們對漢密爾頓的願景

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的城市歡迎所有人並為所有人提供工作和機會。

漢密爾頓擁有許多優勢，經濟狀況看起來比大多數城市更好，更能應對新西

蘭其他地區面臨的一些挑戰。我們位於新西蘭“金三角”的中部，介於奧克

蘭和陶朗加之間。我們已經採用了適當的計劃，立志成為新西蘭最重要的物

流樞紐。

我們正在與中央政府、毛利部落和鄰居城市陶朗加、奧克蘭、懷卡托和懷帕

等市議會密切合作，以確保我們的地區繼續蓬勃發展。漢密爾頓繁榮發展

了，周邊更廣泛的地區就會繁榮發展。因此，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個

機會為漢密爾頓以及漢密爾頓人謀取福利。

我們已經成為各行各業世界一流企業的家園，這為我們的年輕人帶來了機

遇、就業和投資。我們是一個精通科技的城市，擁有在世界舞台上進行研發

的數字技術。

我們的城市越來越成為人們和企業想要來、想要留下和在此發展的地方。我

們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一個充滿活力、便於居住的城市的基礎上，極富吸引

力，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來此定居。

年輕人現在正來到我們的城市（在某些情況下是回到家鄉）尋找好工作、購

買房屋、養育孩子並成為我們社區的一份子。這，連同構成我們城市的160

多個種族一起，為漢密爾頓增加了寶貴的多元性，為所有漢密爾頓人帶來了

機遇和利益。

我們希望漢密爾頓繼續不斷提高其在創新、培訓、智能和科技行業等領域做

為卓越中心的聲譽。我們需要將基礎設施和支持服務落實到位，以呵護和促

進可持續發展的業務，為我們的城市增值。

我們希望積極創造機會，讓人們在工作、事業和生活
中蒸蒸日上，能夠充分享受本市的美好生活方式，利用
本市提供的各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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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關注
的焦點

1.
我們將與中央政府和其他市議會等合

作夥伴開展良好的合作，專門打造

快速高效的交通連接系統，將漢密

爾頓與奧克蘭和陶朗加市等地高速

連接起來。

2. 
我們將超越地區界限，與區域合作夥伴

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機會將漢密爾頓

打造成懷卡托地區的樞紐和心臟。

3.
我們將確保我們的經濟實力得
到進一步發揮，讓漢密爾頓成

為工作和經商的好地方。

4. 
我們將賦能和授權我們多元化

的社區，讓他們分享自己的心

聲，塑造他們心目中的城市。

5. 
我們將投資合適的基礎設

施，以確保漢密爾頓成為企

業成功的風水寶地。



第三個優先事項

塑造

人們喜歡
居留的中
心城區

Ahuahungia te pokapuu 
o teetehi taaone e arohaina

ai e te taan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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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希望中心城區成為我們這個國際化和多元化城市的活力中心。一個圍

繞著人文和自然環境精心設計的市中心。我們希望我們的城市活力四射，

充滿生機與喧囂，人們在中心城區快樂地生活和娛樂。

中心城區應該可以通過不同的交通方式到達，並有便利通道通往附近的懷

卡托河。懷卡托河是本市寶藏，聞名遐邇，備受推崇。

市中心各色餐廳和酒吧為漢密爾頓人提供娛樂選擇，並吸引漢密爾頓郊外

的人們前來游覽漢密爾頓市中心，因為他們知道市中心非常值得一來。

中心城區應該利用地方標誌性的劇院來支持蓬勃發展的視覺藝術和表演場

景，激活懷卡托地區劇院周圍的區域，進一步將本市與壯麗的懷卡托河密

切相連。

市內居民可以選擇各種公寓住宿，或靠近其工作地點或靠近四通八達的交

通樞紐。但同時他們也始終靠近綠色開放的空間，沿河一帶以及懷卡托河

附近的公園如維多利亞公園。

本地企業，本國企業和國際企業都將選擇將自己的基地設在我們的中心城

區。這裡住房可負擔且交通便利，服務設施應有盡有，盡享漢密爾頓式生

活。

我們希望中心城區成為漢密爾頓的跳動之心，總有各
種活動，讓我們的多元社區可以聚在一起共享快樂時
光。



我們將關注
的焦點

1. 
我們將加強市中心和懷卡托河之間

的連接和交通。

2. 
我們將推廣白天和晚上的活動。

3. 
我們將創建表演場所，例如

新的地區劇院，並利用現有

的中心城區空間來支持藝術

和文化活動，為我們的城市

帶來獨特的東西。

4. 
我們將支持市內各種居住選

擇，鼓勵人們在漢密爾頓市

中心生活。這裡有充滿活力

的零售商舖、酒店餐飲和娛

樂場所

5. 
我們將通過一系列替代性交

通方式，讓進出中心城區和

周遊中心城區變得簡單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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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優先事項

塑造

一個活動豐富
的趣味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ngahau e tini ai ngaa 

kaupapa papai hei w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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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想確保我們的城市為所有人提供娛樂和玩耍的機會 - 無論是通過有組

織的體育運動、當地遊樂場、大型活動還是旅遊目的地。

無論您是想加入當地的合唱團還是當地的智力競猜團隊，一個有趣的城市

總有適合每個人的東西 - 我們希望我們所有人都有活動可以參與。

我們希望繼續提高我們在舉辦傑出大型活動方面越來越高的聲譽；這些活

動帶來經濟效益，深受哈密爾頓人的喜愛，將來自新西蘭各地的人們吸引

到本市。

但是，小型活動在我們的城市生活中也擔當重要角色。我們渴望支持更多

的藝術和文化活動，並確保擁有合適的室內外設施，以支持各個年齡段的

人都可以參與地方社區體育活動。所有這些都增強了社區意識，這也是漢

密爾頓彌足珍貴的地方。

我們已經投資了世界一流的體育場館和活動設施，例如Seddon公

園、Claudelands活動中心和FMG懷卡托體育館。我們也是許多重要旅遊目

的地的所在地，例如漢密爾頓動物園、漢密爾頓花園和懷卡托博物館。

我們將繼續推廣戶外活動，不僅是懷卡托河，還包括懷瓦克雷克

（Waiwhakareke）自然遺產公園，目的地遊樂場和Lake Rotoroa（漢密爾頓

湖）之類的地方。這些設施為當地人和遊客提供了美好的記憶和體驗，使

人們感到快樂並渴望更多類似的經歷。它們使人們對本市產生興趣和讚

賞。它們使這裡的生活變得有趣。

漢密爾頓的活動豐富多彩，但我們的社區也有安靜的地方。無論是躺在當

地公園的樹下，欣賞懷卡托河的景色還是在懷卡托博物館探索我們的過

去，我們也會投資創建人們可以放鬆、休息和思考的空間。

我們希望漢密爾頓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每個人都有
可以玩的東西，每個角落都有可以參與的活動或可以
參觀的項目。



2. 
我們將投資並改善懷卡托博物館、漢密爾

頓花園、漢密爾頓動物園和懷卡卡瑞克自

然遺產公園，為當地人們和遊客創造新奇

和獨特的體驗。

3. 
我們將主持和慶祝城市大型活

動如漢密爾頓花園藝術節和懷

卡托氣球節等。

4. 
我們將積極慶祝和推廣這個讓

居民有機會與朋友和家人一起

玩樂的城市。

5.
我們將通過投資活動場所來

支持當地的體育賽事，並努

力吸引國內外的體育賽事到

本市來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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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關注的
焦點

1. 
我們將發展開放的社區空間，例如

Rototuna的Korikori公園和Forrest Lake的

Minogue公園，人人得以使用並參與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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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優先事項

塑造

一個綠色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tiaki ta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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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通過挑戰發展城市的方式以及我們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來促進本市成為

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我們熱愛我們的環境並致力於為子孫後代保護環境。

我們承擔著個人和集體的角色，即我們是土地、水和空氣的守護者。我們共

同紀念，增強和保護自然珍寶如懷卡托河以及本市廣泛而獨特的溝壑系統。

我們為我們綠色、清潔的城市感到自豪，我們正在與企業、組織和社區團體

之間建立周到的、全市範圍的合作夥伴關係，以解決本市應對氣候變化的問

題。

我們需要重視自然資源（例如水）的可持續利用，以管理好已有的資源。我

們希望改善美麗、開放的綠色空間，例如懷瓦克雷克（Waiwhakareke）自然

遺產公園，West Town Belt和Taitua植物園，這些地方都得到了漢密爾頓人的

高度評價。而且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引領全國廢物最少化行動，以持續減少

對土地的影響。

我們希望繼續為未來進行良好的規劃，從而高度專注於設計像Peacocke這樣

的新社區，使我們的自然環境可以與新房屋和服務和諧共存。這意味著我們

將需要一個更強大、更安全的替代性交通網絡，為人們提供真實可行的選

項，同時也提供減少碳排放的方法。

我們希望大家齊心協力，讓本市一天天變得更美好，為

子孫後代留下引以為傲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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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將減少本市的碳排放，並建設一個

能夠抵御氣候變化影響的城市。

3. 
我們將減輕城市對懷卡托河和

Lake Rotoroa（漢密爾頓湖）

水質和生態的影響。

4. 
我們將鼓勵並啟用其他交通

方式讓人們可以在城市中安

全快速地通行。

5. 
我們將規劃一個可持續發展

的城市 - 平衡自然環境與建

築環境，使其和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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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關注的
焦點

1. 
我們將保護和恢復自然溝渠網絡和城市

的生物多樣性，以增加本市的綠化，使

其變得更健康、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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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塑造我們
的城市



只有當我們與社區、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通力合作
時，我們才能為漢密爾頓取得更好的結果。

塑造一座城市並做好這件事，必須與住在這裡的人們一起努力，並和與我
們的成功息息相關的團體合作。因此，我們有意將人們放在我們的思考核

心，放在此前概述的優先事項的核心。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是漢密爾頓

的人們為我們確定了這些優先事項。

我們知道，我們負有實現本市土著人民對經濟、環境、文化和社會訴求的

具體義務。

我們知道，毛利人在漢密爾頓歷史上有著特殊地位，毛利人在本市未來的

建設中將發揮的重要作用。毛利人是具有監護權的原住人民。這對於我們

的城市很重要。保持開放的思想和心態以及增進與毛利人的有效關係將會

為我們所有人帶來機會。

年輕人也可以發揮巨大作用。我們是一個年輕的城市，有天賦、受過良好

教育的年輕人帶來滿滿的希望，他們有很多才能可以發揮。我們需要支持

他們，這樣他們才能以有意義的方式為我們的未來做出貢獻。

最後，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向那些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
廣泛的社區、慈善機構以及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並將在未來幾年繼

續和我們一起塑造漢密爾頓的所有合作夥伴表示尊重和敬意。

我們期待與您一起，共同塑造我們城市的未來。

我們對我們的城
市有美好願景，

但是我們無法獨
自去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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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確保

人民是我們

工作的核心，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與您合作、

為您工作

感到如此自豪

後排從左到右

Cr Rob Pascoe, Cr Sarah Thomson, Cr Mark Bunting, Cr Martin Gallagher, Cr Kesh Naidoo-Rauf,  

Cr Dave Macpherson, Cr Ryan Hamilton

前排從左到右
Cr Margaret Forsyth , Cr Maxine van Oosten, Chief Executive Richard Briggs, Mayor Paula 

Southgate, Deputy Mayor Geoff Taylor    , Cr Angela O’Leary, Cr Ewan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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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hamilton.co.nz

漢密爾頓市議會在毛利語中使用雙元音來表示長元音，因為這是懷卡托-塔
伊努伊人的偏愛。

聯繫我們
Hamilton City Council 

260 Anglesea St 

Hamilton

電子郵件：info@hcc.govt.nz

電話: +64 7 838 6699

週一至週五7:45am至5pm
電話服務中心每周7天每天24小時開放

/hamiltoncitycouncil

@hamiltoncitycouncil

/company/hamilton-city-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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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的維多利亞

漢密爾頓花園藝術節

市民廣場
Chartwell 公園溝渠

Rototuna 北/Hare Puke 遊樂場

Claudelands 橋
懷卡托理工學院（Wintec）
Te Huia 客運鐵路, Hill 化驗室, Tristram Street 

河上的維多利亞
SL28
Needle in the Hay, 河上的維多利亞， 懷卡托博物館

The Riverbank Lane
Grosvenor 公園, Rototuna
懷卡托FMG 體育館

漢密爾頓花園，漢密爾頓動物園，Korikori 公園

花園廣場
懷瓦克雷克（Waiwhakareke ）自然遺產公園

Chartwell 公园沟渠

河上的維多利亞, 懷瓦克雷克自然遺產公園 

 Steele 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