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Melbourn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livable cities, Melbourne is the home of cricket, coffee, and culture. From coastal gems like St Kilda, to

stunning shopping avenues and a lovely wildlife, Melbourne is full of pleasant discoveries.

创建: Cityseeker

10 位置已标记

 by Adam.J.W.C.   

尤里卡88层观景台 

"南半球的最高景色"

尤里卡88层观景台距地面近300米(984英尺)，是南半球最高的观景台。站在
位于尤里卡88层观景台可以看到墨尔本市中心的高空景色，包括雅拉河和联
邦广场。对于寻求刺激的人来说，这里设有另一个具有吸引力是悬空观景台
，一个玻璃立方体从建筑中逐渐延伸出来，给人一种悬浮在高空中的感觉，
感叹生命的渺小。这项挑战并不适合胆小的人，但如果想尝试这种难忘的体
验，不妨试试这项悬空观景台。

 +61 3 9693 8888  www.eurekaskydeck.com.a
u/

 info@eurekaskydeck.com.a
u

 7 Riverside Quay, 墨尔本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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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广场 

"文化热点"

联邦广场全天熙熙攘攘。作为墨尔本的热门文化景点，咖啡馆，画廊和电影
院点缀在联邦广场周围。作为城市的中心枢纽，联邦广场项目是为墨尔本市
建造一个新的市民广场，也为各种各样的观众提供了各种活动。形状犹如一
个古怪的盒子，主建筑周围有大片的草坪，到了晚上，各种颜色的灯光照亮
整栋楼时，的确是一个值得一看的景点。包括澳大利亚活动影像中心和伊恩
波特中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是该建筑中最著名的场馆之一。

 +61 3 9655 1900  www.fedsq.com.au/  info@fedsquare.com  Corner Swanston and
Flinders Street, 墨尔本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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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海洋生物水族馆 

"海底世界之旅"

世界级的墨尔本海洋生物水族馆是一趟迷人的海底世界之旅。地面层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珊瑚环礁、阴子栖息者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生物杀手，第
一层是红树林沼泽，为游客实践活动提供了动手机会。这里还有一个深海区
域，鲨鱼和其他食肉动物在那里游来游去，距离一个人头的距离。这条海底
隧道的终点是一个剧院和模拟游乐场，可以让人们从鱼的角度体验生活。这
个水族馆以收留了1万多种海洋动物和550多种生物而闻名，其中包括海马、
鳐鱼、鳄鱼、海星和其他像小丑海葵鱼这样的热带鱼。

 www.melbourneaquarium.com.au/  info@melbourneaquarium.com.au  King Street, 墨尔本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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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战争纪念馆 

"维多利亚战争纪念馆"

战争纪念馆建于1934年，是为了表达对所有在战争中为澳大利亚牺牲的人们
表达深切感激而建造的，战争纪念馆内设有永久和特别展览。纪念碑坐落在
一个长满青草的山上，其设计灵感来源于古希腊建筑。每年的11月11日，也
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当天上午11点，一束自然光透过屋顶照射到纪念
石上，照亮了纪念石上的 "爱 "字。纪念馆每天提供两次导游服务，让您在
宁静而又不沉重的地标上游览。纪念馆陈列着艺术品、文物和士兵的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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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3 9661 8100  www.shrine.org.au/  reception@shrine.org.au  Birdwood Avenue, South
Yarra, 墨尔本 VIC

 by Wpcpey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最好的秘密花园"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始建于1846年，风景优美，汇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和世界各
地的5万多种植物。花上几个小时在这里四处漫步，观察这些美丽的黑天鹅和
水鸟。植物园内的植物工艺小屋出售独特的手工艺品，而天文台咖啡馆是品
尝小食的好去处。更正式的露台餐厅非常适合企业和私人聚餐。

 +61 3 9650 6398  www.rbg.vic.gov.au/  Birdwood Avenue, South Yarra,
墨尔本 VIC

 by Peter Connolly   

伊恩波特中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
家美术馆 

"澳大利亚的现代艺术"

来到熙熙攘攘的联邦广场，一定要去看看伊恩波特中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
家艺术馆，才能一睹澳大利亚的艺术宝藏。该建筑是一个美丽的玻璃矩阵结
构，本身在视觉上就非常引人关注。这里收藏着澳大利亚艺术家巴拉克、朱
迪·沃森、艾米丽·纳格瓦雷和乌塔·乌塔·特扬加拉等人的艺术画作。该
艺术中心被认为是第一个致力于澳大利亚艺术的画廊，并且定期举办多个主
题的展览。这里还会展出本土和提维岛的艺术家的作品。

 +61 3 8620 2222  www.ngv.vic.gov.au/  Corner of Russell & Flinders
Street, Federation Square, 墨尔本
VIC

 by Francisco Anzola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艺术馆 

"澳大利亚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NGV艺术馆通常被称为维多利亚国家艺术馆，是墨尔本中心的一座历史艺术博
物馆。始建于1861年，是美国现存最古老的公共艺术展览场所。博物馆建筑
是按照罗伊爵士庭院设计，并由马里奥·贝里尼进行了改建。NGV艺术馆广泛
的艺术展览融合了本土艺术和当代艺术，印象派作品，殖民艺术等元素，除
了其他流派。展出的各种艺术品记录了澳大利亚作品的演变和对欧洲技术的
影响。值得一看的展品包括汤姆·罗伯茨的剪羊毛和弗雷德里克·麦卡宾的
拓荒者。在NGV艺术馆里展出的国际艺术品包括太平洋艺术、欧洲纺织品、亚
洲艺术和中美洲艺术等门类。博物馆还设有专门的摄影区，馆里展出了1.5万
多件展品。

 +61 3 8620 2222  www.ngv.vic.gov.au/  enquiries@ngv.vic.gov.au  180 Saint Kilda Road,
墨尔本 VIC

 by David Hearle   

墨尔本动物园 

"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动物园"

墨尔本动物园成立于1862年，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动物园，也是世界上第三
古老的动物园。多年来，动物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用更有利于动物生
存的围栏取代了旧的铁笼和铁坑。该动物园被划分为生物气候带，利用渲染
景观来帮助动物适应澳大利亚的环境，是圈养低地大猩猩饲养计划的前沿。
蝴蝶屋、狮子公园和灵长类动物围栏都是亮点。夏天到来的时候，当地人成
群结队地去参加这里举行的暮光之城爵士音乐会。

 www.zoo.org.au/MelbourneZoo  mz@zoo.org.au  Elliott Avenue, Parkville, 墨尔本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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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展览馆 

"世界遗产景点"

这座巨大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属于世界遗产，因其建筑和历史意义而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卡尔顿花园中，是墨尔本的地标。宏伟的
建筑反映了维多利亚淘金热时期的财富，丰富多彩的内部装饰也充分体现这
一点。这座展览馆建于1880年，是为了举办墨尔本的第一个百年纪念展览，
用于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发明和艺术。1901年，这座建筑成为澳大利亚首届
议会的所在地。每天的游览可以让你深入了解皇家展览馆 的历史。

 +61 3 8341 7777  museumvictoria.com.au/REB/  9 Nicholson Street, Carlton
Gardens, 墨尔本 VIC

 by Crisco 1492   

维多利亚市场 

"著名的墨尔本市场"

维多利亚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化文化，具有世纪价值的历史，和无数
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在这里购物的经验本身就非常让人难忘。它为南半球最
大规模的露天市场，提供从肉类、鱼类到香薰、服装、工艺品等各种产品。
此外，还有由顶级厨师定期举办的讲座和市集参观等活动。维多利亚市场建
于1878年，由几座被列为国家机密的历史建筑组成，这意味着这个市场的未
来肯定会受到保护，这对每周有近13万名购物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61 3 9320 5822  www.qvm.com.au/  Queen Street, 墨尔本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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