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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珍宝馆和展览馆分永久与临时展览。请向友好的 
大厅咨询台工作人员询问游览的相关信息。
底楼

书店
用澳大利亚最好的写作作品以及多种精心筹备的 
礼品、家居用品和珠宝犒劳自己。
底楼

主阅览室
享受阅览室的安静区域，与此同时，浏览精选新书以
及参考文件和馆藏资料，使用电脑，并获取学习所需
资源。
底楼

特别馆藏阅览室
特别馆藏阅览室是为使用图书馆内的珍稀与独特藏
品的访客而设。可在入口处咨询工作人员。
一楼

网上索取材料，以便在工作日送至任一阅览室： 
catalogue.nla.gov.au

咖啡馆 
在 Bookplate 和 Paperplate 咖啡馆稍作休息
底楼，地下一层

活动 
欲了解当前活动，预订门票，以及了解过去活动， 
请查看线上指南：nla.gov.au/whats-on

参观期间欢迎光临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坐落在努纳瓦 (Ngunnawal) 和
恩甘布利 (Ngambri) 族人的土地上，有关澳大利亚
及其人民的馆藏量世界第一。

本馆的著名馆藏包括书籍、艺术作品、手稿、地图、
报纸和口述历史式的资料，以及网站和数字出版物。
国家图书馆中留存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保有对我们
的过去和现在丰富的诠释。这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原
住民文化和澳大利亚移民的故事，以及一些关于大
南方大陆（即澳大利亚）的欧洲最早的作品。

在国家图书馆，您能够找到最新的澳大利亚科幻小
说，探索关于气候变化的个人回应，并且深入钻研在
亚洲以外最大的亚洲语言收藏。

国家图书馆大楼 
国家图书馆大楼的设计风格为现代古典主义风格。 
1968年8月15日，大楼由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 
(John Gorton) 主持启用。



1. 汤姆·贝斯，《门楣雕刻》（细节图）
2. 马修·马蒂戈，《三条挂毯》（细节图）
3. 伦纳德·弗兰奇，《彩色玻璃窗》（细节图）
4. 爱丽丝·凯特，《澳大利亚风景1-4》（细节图）
5. 文森佐·克罗内利，《陆地地球仪与天体地球仪》（细节图）
6.  Wesfarmers 和 Waringarri 创意合作作品，《波巴布树一百》 

（细节图）
7. 诺亚·翁皮，《库纳瓦里吉 (Kunawarritji)》（细节图）
8.  梅布尔·朱莉，《山上的加恩基尼》（细节图）

9. 米妮·鲁迈，《Yab-yab-gnerni-gnim (糖袋蜜蜂之梦)》（细节图）
10. 亚瑟·罗伯，《知识》（细节图）
11. 亨利·莫尔，《9号两件式躺椅图》（细节图）
12.  约翰·杨（设计师），约翰·迪克斯（编织者），米莱娜·帕布林 

斯卡（编织者）及谢丽尔·桑顿（编织者），《寻找肯尼斯·梅尔》
（细节图）

13. 维亚·杜恩特耶尔，《打开的书本雕塑》（细节图）
14. 杰夫·马丁，《关于哲也》（细节图）

图书馆建筑师沃尔特·邦宁 (Walter Bunning) 在20世
纪60年代设计这座建筑时，提出用六件最初的艺术
作品，反映该建筑的古典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图
书馆建筑周围放置了更多的艺术作品，突出了图书馆
馆藏中一些独特的作品。欲了解更多详细资讯，请扫
描地图上的二维码或访问 nla.gov.au/about-us/our-
building/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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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与孩子共同享受阅读的乐趣。主阅览室提供少量儿
童读物——我们友好的阅览室工作人员能够指引您
前往。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些可以带回家的读物，我们的书店
有一系列适合所有人阅读的书籍。

探索
我们的展览通常含有家庭标签，能帮助儿童尽享参观
乐趣。这里有一些建议：

• 让孩子们发挥主导作用

•  如果孩子们对一些东西感兴趣，那么就问他们一些
问题！ 
他们对此有何感受？ 
他们认为这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  如果孩子们依旧感到困难，那么可以尝试玩一下 
“我是间谍”游戏。

学习
我们的现场与在线项目提供了终身学习的机会，从图
书馆参观之旅到使用特定的资源以及探索馆藏。

我们的学校项目以澳大利亚课程大纲为基础，使用 
展览、藏品和阅览室作为出发点，引导学生了解更多 
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深入探究我们的在线数字教 
室，按年级寻找资源。

nla.gov.au/using-the-library/learning

面向家庭 楼层指引

 
一楼
特别馆藏和 Petherick 阅览室

Ferguson 室

洗手间

 
底楼
问询处

展览和珍宝馆

主阅览室

捐赠墙

书店

Bookplate 咖啡馆

洗手间

 
地下一层
剧院

Paperplate 咖啡馆

自动售货机

育婴室

洗手间

储物柜

公共座椅

设备充电站

 
二楼
Nan Kivell 室——馆友休息室

洗手间

Wi-Fi 与电源插座
整幢大楼都有免费 Wi-Fi 覆盖并且遍布 
电源插座。



您可以做些什么 便利设施和无障碍设施

办理借书证
请前往主阅览室的任一服务台，免费办理借书证——
这将是您通往藏书之门的钥匙。
nla.gov.au/getalibrarycard

研究帮助
我们的图书馆员能够为您提供研究提示，并且在您
陷入困境时帮助您找到信息。
nla.gov.au/askalibrarian | 02 6262 1266

让您的书进入国家图书馆
如果您在澳大利亚出版了您的书，不论是印刷版本
还是数字版本，我们都需要一份。
nla.gov.au/legal-deposit

为图书馆提供支持
我们对捐赠者的支持深表感谢，他们使我们能够分
享我们出色的藏品。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我
们的网站或联系慈善团队。 
nla.gov.au/support-us 
philanthropy@nla.gov.au | 02 6262 1098

加入国家图书馆馆友会
国家图书馆馆友为图书馆提供了重要支持。馆友享
有一系列的独家福利，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活动、咖
啡馆与书店折扣以及进入馆友休息室的权限。
nla.gov.au/friends

藏品
不论您身处何方，都能够探索国家图书馆以及数百家
合作机构的收藏。
trove.nla.gov.au

无障碍停车场 
Parkes Place 附近的停车场设有无障碍停车位，位于
国家图书馆的南侧。大楼同侧有一个通往图书馆的
坡道。

轮椅 
可在大厅问询处借用轮椅。 
底楼

无障碍洗手间 
地下一层、底楼、一楼

BindiMaps
BindiMaps 应用程序可帮助视力低下或失明的游客游
览国家图书馆建筑。下载应用程序，享受这一便利。

视觉与听觉辅助设备
主阅览室可提供视觉辅助工具——请咨询图书馆员。
我们的剧院备有听障磁感应线圈设施。

储物柜
您可以将随身物品存放于免费的储物柜里。进入展
览馆或阅览室之前，任何一侧大于30厘米的包袋、食
物和饮料、大衣和雨伞都必须寄存。储物柜附近设有
手机充电站。
地下一层

育婴室
地下一层



与我们保持联络

封面图片：梅布尔·朱莉，《山上的加恩基尼》，2013年，nla.cat-vn6857442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Parkes Place 
Canberra ACT 2600 
nla.gov.au

订阅我们的邮件通讯，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频道， 
并查看我们的网站，了解国家图书馆最新情况。

开放时间
大楼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四上午8：30至晚上8：00
周五上午8：30至下午5：00
周六至周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由于阅览室的开放时间各不相同，因此当您计划访
问时，请查看我们完整的开放时间列表。

国家图书馆书店和展览馆每天上午9：00至下午5：00
开放。

国家图书馆于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即复活节前的星
期五）关闭，公共假期的开放时间将会不同。

nla.gov.au/visit-us/opening-hours

需要更多资讯？
一般查询  02 6262 1111
咨询图书管理员  02 6262 1266
全国中继服务 （听力和语言   133 677 
障碍人士电传打字机——TTY）
旁听助讲电话  1300 555 727
nla.gov.au/feedback
nla.gov.au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承认最早生活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的人——
澳大利亚原住民，是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及守护者。澳大利亚国家
图书馆对原住民过去及现在的部族长老们致以敬意，并通过他们，
向所有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表示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