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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努力提供提升给我们
的新居民的信息。

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你觉得这个
小册子有帮助吗？

还需要什么其它信息可以帮助你
融入我们的城市吗？

请发邮件至 
burnside@burnside.sa.gov.au  
并在主题一栏注明 

‘新居民手册’， 或致电联系我们  
8366 4200。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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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居民／纳税人
我谨代表市政会，	包括我们的当选议员，	首席执行官，员工	
和我们更广大的社区，	在此热诚欢迎你来到伯恩赛德市，	这	
是一个独特、风景如画、历史悠久的地方，	是阿德莱德和南	
澳的景观中弥足珍贵的一部分。

伯恩赛德市认可这座城市是位于阿德莱德平原的库尔纳人的	
传统土地。	它承认并尊重他们的文化传承、信仰以及与这片	
土地的关系。

制作这本手册是来幻音你来到我们的城市并给你我们所提供	
的基本服务的信息。	你会在手册里找到有关市政会服务、社	
区，	该做些什么、看些什么的信息，	以及有关你的新市政会	
的信息。	如果你在出租你的房产，	请也向你的租客提供这本	
手册。

坐落于阿德莱德的山麓丘陵和中央商业区之间，	伯恩赛德的	
历史可以追溯至早期欧洲移民定居于南澳的	1856 年。	很多对	
本州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们都来自这个地区。	他们和成千上万	
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充满自豪并有着社区精神的居民们一起，	
继续把我们美丽的城市打造的丰富多彩。

我们很幸运在我们丘陵面区内较为古老的郊区有着形形色色	
的重要文化古迹。	这不仅包括建筑物，	还有开放的休闲空间	
和公园，如海泽伍德公园，	它是我们城市的特色所在，	还有	
它的消遣娱乐设施，	让伯恩赛德成为一个最令人向往的生	
活、工作、学习和游玩的地方。		这是一座铭记并尊重过去，	
同时又意识到创新、创造力的需要并致力于经济繁荣的城	
市。	与此相关，	则是重视支持健康生活方式和幸福安康的重	
要性并提供整洁安全的街道环境。

市长和首席执行官欢迎辞

Burnside, （伯恩赛德）, “在
第二溪之畔”(‘burn’ 是苏 
格兰语， 意思是小河， 溪 
流) 是一个位于阿德莱德 
东部郊区的成熟的居民城 
市， 绵延于历史悠久的公 
园绿地和山麓丘陵之间。

欲了解有关你的城市的情况更新和更多	
信息以及活动，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burnside.sa.gov.au 或致电我们友好的
客户服务团队	8366 4200 他们将解答	
你有关这个城市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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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政会承认，	我们需要继续诸如关注环境行动，	资源保	
护，	可持续性，	气候变化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问题。	这些都通	
过一系列持续发展的举措而加以实施。

我们社区有着超过 46,000 居民，	来自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	他	
们为了友谊、支持和归属感组成了因特定兴趣而关联的当地人	
社区，	如运动，	宗教、艺术、音乐、其它休闲活动和文化。	每	
个团体都对伯恩赛德社区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做出贡献，	加强其	
连通性，	顺应力和自给自足。	我们运作至关重要的部分是我们	
敬业的志愿者团队，	他们为市政会、环境和人民付出了无数小	
时的服务。

最重要的是，	这是你们的市政会。	尽可能地参与并投入其中，	
无论是做义工，使用我们的图书馆，听音乐会，进行体育活动	
或参加社区活动。	我还鼓励你支持我们许许多多的小生意、社	
区俱乐部和组织，	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为了未来的经济繁荣而辛	
勤工作，	并为我们居民的幸福安康做出贡献。

我鼓励你去认识你们的当选议员，因为服务你们是我们的荣	
幸。	作为一个市政会，	我们期待以新颖、不断发展的方式与你	
和更广大的社区建立良好关系，	合力打造令伯恩赛德成为一个	
最宜居的地方的特质。

Anne Monceaux （安妮   蒙索）
市长

Chris Cowley (克里斯   考利)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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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批来自英国的定居者于1836年来到并开始在南澳殖民	
时，		他们发现整个阿德莱德平原都居住着原住民。		主要的当地	
人群，		估计数量约为300人，		是库尔纳人	（发音为“嘎	
纳”），		他们的领地从北部水晶溪附近延伸至南部的杰维斯	
角，	向内陆延伸至洛夫蒂山脉。		考古学家认为库尔纳人占据这	
个地区几千年了。

库尔纳人以家族或氏族的形式居住，	以狩猎采集为生，	在他们	
严格划分边界的部落土地上活动。殖民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崩	
塌，以及主要由于致命疾病的侵入导致的很多族群的灭绝使得	
几乎没有机会记载有关这些人类的传统	（选自	Robert Edwards  
所著的	“阿德莱德平原的库尔纳人”）

伯恩赛德在20世纪初之前一直大部分都是乡村，	只是零零星星	
有人定居。	马吉尔、伯恩赛德，	博蒙特和格兰奥斯蒙村是在19	
世纪70年代之前建成的，	为农村经济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服务和	
劳力。	采矿以及一些诸如冶炼厂、啤酒厂等第二产业也建立起	
来。	澳大利亚的第一个金属矿-	Wheal Gawler银铅矿-	在	
1841-1851年间运营于格兰奥斯蒙，	在格兰奥斯蒙地区和瀑布	
谷还有其它好几个矿。

格兰奥斯蒙矿业公司于19世纪40年代建的一个冶炼厂的烟囱至	
今仍屹立在格兰奥斯蒙的一座小山上，提醒人们该地区的采矿	
传统。		随着库珀啤酒厂在2001年底搬离里布鲁克，几乎伯恩塞	
德所有的第二产业都消失了。

伯恩赛德市位于阿德莱德内城区的东南。	与安利、米查姆、阿	
德莱德、诺伍德、佩纳姆、圣彼得，坎贝尔镇和阿德莱德山市	
政会相邻。该地区超过八分之一的面积，	25.7	平方公里都辟为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使之成为阿德莱德最美的居民区。

历史 原住民认可声明
我们承认，我们居住和相逢的这片土地是库尔	
纳人的传统土地。	我们尊重他们与这片土地的	
精神联系。	我们还承认	库尔纳人是库尔纳土	
地的传统守护者。	作为市政会，	我们的行事方	
式将努力尊重库尔纳的传统以及库尔南人的文	
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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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市政会
电话 08 8366 4200

传真	 08 8366 4299

电邮 burnside@ 
burnside.sa.gov.au

地址 401 Greenhill Road 
Tusmore SA 5065

网站 burnside.sa.gov.au

有用的社区
阿德莱德轨道	公	
共交通	

 
1300 311 108

动物福利联合会 8348 1300

福利署	 13 62 40

联邦照顾服务连线 1800 052 222

	优惠卡热线 1800 307 758

移民和公民部	 13 18 81

南澳残疾人社区和家	
庭支持	

 
1300 786 117

西区废弃物管理	 8347 5111

南澳选举委员会 1300 655 232

有害废弃物回收站 8204 2051

法律服务委员会 1300 366 424

我的养老照顾 1800 200 422

父母帮助热线		(24	小时) 1300 364 100

公共受托人 8226 9200

注册和驾照	 13 10 84 

南澳交通局		
一般查询	

 
13 23 24

交通部 1300 872 677

规划部 1800 752 664

紧急救助电话
酒精毒品问题	信息	
服务		(每天上午	8.30 –		
晚	10 时)	

 
 
1300 131 340

儿童虐待举报电话	 13 14 78

乡村消防服务	
山火信息热线	

 
1300 362 361

危机护理		(办公时间以外时) 13 16 11

挖掘前请电话 1100

紧急帮助文本电话		
(仅限于听力／语言障碍者)

 
106

消防队 000

天然气紧急服务 1800 427 532

澳洲健康直线 1800 022 222

儿童服务热线 1800 55 1800

生命热线 13 11 14

城区救护车服务 000

报警 000

报警	(非紧急情况)	 13 14 44

停电和紧急情况 13 13 66
www.sapowernetworks.com.au/ 
outages/report-a-problem/

南澳水务局	
24/7 全天候故障举报电话

 
1300 729 283

州紧急服务部(SES) 24小	
时紧急电话

 
13 25 00

全澳罪案举报热线	(免费)	 1800 33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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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寻找我们市的学校，	请查看网站	
www.sacommunity.org 

在搜索框键入	school	(学校)，	并在地点框选	
择	‘Burnside’。

或者联系教育部。	电话	1800 088 158。

公园、自然保护区 
和运动场
市内各处有很多供休闲娱乐的公园。	我们的	
公园对各郊区的形象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提供了赏心悦目和令人放松的环境–	所	
以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市政会维护并管理着遍布本市的34个运动	
场。	这些运动场形状规模各异，	而且我们的	
目标是提供一系列的创新游乐空间并更新现	
有的运动场和提升运动游乐机会。

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运动场地点请参看69至	
72页。

车辆进入和在自然保护区组 
织活动
如果你需要车辆进入一个自然保护区或向在	
市政会的某个保护区组织一个活动–	可能需	
要许可。	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	8366 
4200	以了解更多信息。

注:	评估可能需要长达	10 个工作日，	因此请在
计划你的活动之时考虑到这点。

更改地址
我们知道当你搬家时，	你需要做很多事，	并	
记得很多事。	所以这里是一份清单，	列出了	
你可能需要联系去改地址或通知你已改了地
址的机构：

市政会: 房产税，	狗类登记，	绿色垃圾，	
	图书馆。

公用事业:	水、气、电、座机、手机、网络、	
有线电视	(Foxtel, Austar	等)。

保险: 房屋、	财产、	汽车，健康／医保卡，	
救护车。

其它: Centrelink (福利署）、澳洲选举委员	
会，雇主、退休公积金、	银行／信用社，汽	
车注册和驾照，彩票，	学校／日间托儿／学	
前班，	俱乐部会员、报纸、医生。

朋友和家人: 可以通过澳洲邮政安排信	
件转寄。

其它信息

伯恩赛德 乔治博尔顿游泳 
中心
该游泳中心有一个游泳学校和各种课	
程。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节性开放	
时间	www.burnside.sa.gov.au

社区中心
市政会乐于提供多个场所以便于社区	
聚会和活动参与。	请访问我们的的网	
站查看由伯恩赛德市所管理的场所。

13www.burnside.sa.gov.au12 13



城市选区

伯恩赛德市政会由	12	个市政会成员和一位市
长组成。	该城市区域划分为	6	个选区，	每个	
选区由每两名市政会成员代表。

我们的城市选区是博蒙特、伯恩赛德、伊斯	
特伍德和格兰那格，	肯辛顿花园和玛吉尔，	
肯辛顿公园和罗斯公园以及图拉克花园。

Kensington Gardens & 
Magill Ward

Kensington 
Park Ward

Beaumont Ward

Eastwood & 
Glenunga Ward

Rose Park &  
Toorak Gardens Ward

Burnside Ward 

市政会

登记在本区的成人居民和纳税人每四年有机会
投票选举市政会成员。	以上是一张选区边界	
图。	你知道你住在哪个选区吗？	下面几页有每	
个选区的市政会成员／议员名单，	并欢迎你对
你的选区提出意见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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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蒙特
市长
市长安妮   蒙索 
手机  0455 336 599
办公室 8366 4205
家 8379 8426

amonceaux@ 
burnside.sa.gov.au

Cr Helga Lemon

Cr Julian Carbone

海尔加莱门议员 
手机 0412 109 290 
家 8379 7415 
hlemon@burnside.sa.gov.au 

朱利安卡彭议员 
手机 0428 343 323 
jcarbone@burnside.sa.gov.au 

伊斯特伍德和格兰那格

伯恩赛德 肯辛顿花园和玛吉尔

保罗休伯议员 
手机  0402 070 699 
phuebl@burnside.sa.gov.au 

哈维琼斯议员 
手机 0414 595 473 
办公室 8348 7775 
家 8379 5414 
hjones@burnside.sa.gov.au 

Cr Paul Huebl

Cr Harvey Jones

麦克道斯议员 
手机 0411 140 190 
mdaws@burnside.sa.gov.au 

珍妮特恩布尔议员 
手机 0422 327 080 
家 8331 2778 
jturnbull@burnside.sa.gov.au 

Cr Mike Daws

Cr Jenny Turnbull

格兰特皮戈特议员 
手机 0407 158 772 
办公室  8210 5211 
gpiggott@burnside.sa.gov.au 

亨利戴维斯议员 
手机 0410 466 779 
hdavis@burnside.sa.gov.au 

Cr Grant Piggott

Cr Henry Davis

市长 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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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 

博蒙特
博蒙特，	格兰奥斯蒙，里伍德花	
园，	林顿公园，奥斯蒙山，	圣乔	
治，	瀑布谷

伯恩赛德
伯恩赛德，	埃伦戴尔、斯托尼费、沃特公园

伊斯特伍德和格兰那格
伊斯特伍德，	福鲁维、格兰奥斯蒙，		
格兰赛德，格兰那格	

肯辛顿花园和玛吉尔
奥达纳、	肯辛顿花园，	玛吉尔，罗斯林公园，		
斯凯

肯辛顿公园
比尤拉公园,	海泽伍德公园，肯	
辛顿公园，	里布鲁克

罗斯公园和图拉克公园
达利奇,	罗斯公园，	图拉克公园，	塔斯莫

肯辛顿公园

罗斯公园和图拉 
克花园

莎拉休斯议员  
手机 0421 355 596 
办公室  8405 4324 
shughes@burnside.sa.gov.au

简戴维议员 
手机 0427 444 275 
家 8332 8053 
jdavey@burnside.sa.gov.au  

Cr Sarah Hughes

Cr Jane Davey

彼得考尼什议员 
手机 0417 871 155 
pcornish@burnside.sa.gov.au

丽莲韩斯克议员 
手机 0477 748 328 
家 8431 2965 
lhenschke@burnside.sa.gov.au

Cr Peter Cornish

Cr Lilian Henschke

公开会议
伯恩赛德市政会	每月有两次会议，	
在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二的晚7时地点
是市政会的议会厅。	

市政会评估专家小组每月的	
第一个星期二晚6时在市政会			
议会厅开会。		

审计委员会每两月一次在市政会	
议会厅开会。

	欢迎你旁听这些会议中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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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
入籍资格由内政部		(DHA) 	决定。		相关信息就在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citizenship/become-a-citizen

入籍仪式何时举行? 
入籍仪式的管理和程序要遵循严格的政府准则，	而且市政会必须遵守	
联邦政府制定的程序。	伯恩赛德市政会在澳洲国庆日举行入籍仪式，	
也会根据要求并取决于人数全年举行，	以欢迎新居民来到本市。	本页	
的联系人能在入籍程序上给你帮助。	澳洲国庆日的入籍仪式通常在海	
泽伍德公园举行，	全年中其它时间的仪式则在市民中心的舞厅举行。

入籍

相关联系人
有关仪式内容的询问:  
电话  131 880  电邮  ceremony.sa@homeaffairs.sa.gov.au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阿德莱德分部 
1 King William St, Adelaide SA 5000  电话  132 326

澳大利亚护照办公室 
联邦中心		Level 5, 55 Currie St, Adelaide SA 5000 
电话  131 232

笔译口译服务 
24 小时电话服务		电话	1800 280 203

伯恩赛德市 
市民中心,	401 Greenhill Rd, Tusmore SA 5065  电话	 8366 4120

www.burnside.sa.gov.au20 21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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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以下是有关养狗法的信息以及你的责任，	注册和费用，	丢失或流	
浪狗以及微芯片。

• 微芯片	–	所有年龄3个月以上的狗和猫	（极少数除外）	都必须植入	
微芯片。

• 绝育	–	所有2018年7月1日后出生的狗和猫必须在六个月大之前进行
绝育。

• 狗的注册–	狗注册在网上进  
www.dogsandcatsonline.com.au（不是市政会）

• 繁育者–	不得出售自己繁育的狗或猫，	除非在猫狗管理理事会登记	
为繁育者的人。

• 卖方–	要求向买方提供特定信息，	详情请见 
www.dogsandcatsonline.com.au

如果你未能登记你的狗，	你面临因未进行狗登记而被罚款的风险。	
你的狗离开家就必须佩戴注册小圆牌。

登记的主人必须是年满16岁或以上的人，	而且该人必须尽快通知市	
政会，	如果:

• 这条狗搬去了不同住所;
• 这条狗死了，	或失踪超过72小时;
• 狗的所有权转让给了另一个人	。

狗登记延期通知每年7月初寄出，	你可以在8月31日之	
前付款	（过了这天，	注册费上要加收滞纳金）。

在公共场所遛狗，	如道路，	人行道或指定的	“拴牵绳遛狗”		
区，	必须给狗拴上不超过2米的皮带。	在	“无牵绳遛狗”	的	
公园或保护区，	必须对狗保持有效控制。	狗不允许在指定	
的	“无狗区”	出现。

动物 根据1995年猫狗管理法案,	有效控制	
的定义是:

•  狗拴上不超过2米的链条、绳子或皮	
带加以约束；	或

• 通过命令的方式让狗保持在附近，	而	
且这个人能够始终看到这条狗。

猫狗在线是植入微芯片和猫狗注册以及	
支付每年注册费的中央数据库。	在以下	
网站给你的狗注册		
www.dogsandcatsonline.com.au

找到一条狗？ 丢失一条狗?

致电	8366 4200 –	我们将派遣巡逻员去	
领回任何一条被人找到的狗，	并且如果	
你的狗丢了，	对你做出回应。

如果是在正常办公时间	(上午8.30 -下	
午5	时)	之外，仍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	
报告，	并由我们的工余时间服务负责	
接听。

我们建议你还可以联系:

• 动物福利联合会	8348 1300

• 当地兽医诊所
• 你还可以考虑在公共告示板贴通知，	或	
在当地居民信箱里分发通知		(请勿在电	
线杆上贴告示)。

为让你尽快找到你的狗，	请确保你的	
狗始终戴着颈圈和注册牌，	而且如果	
被植入微芯片，	里面是你的最新情况。		
在狗的项圈上放置一个有狗的名字，	
你的电话号码和当前地址的小圆牌也	
是个好主意。

www.burnside.sa.gov.au24 25



猫
伯恩赛德市鼓励猫主人负责确保他们的猫不会逗留在邻居的家	
或攻击野生动物，	制造麻烦。

猫狗管理法案要求：	强制对猫植入微芯片，	并对出生于2018年	
7月1日后的猫进行绝育。

如果你丢了你的猫，	请打电话	8366 4200，	这样我们可以告诉	
我们的巡逻员。	如果是在正常办公时间	(上午8.30	–	下午	5  
时)	之外，	仍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报告，	并由我们的工余时间	
服务负责接听。

我们还建议你联系:

• 动物福利联合会 8348 1300

•   RSPCA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1300 477 722

• 当地兽医诊所
• 你还可以考虑在公共告示板贴通知，	或在当地居民信箱	
里分发通知	(请勿在电线杆上贴告示)。

本土动物营救
如果你发现一只野生动物遇险或迷路了，	你可以拨打以	
下电话求助：

• 考拉热线	1300 562 527

• 野生动物营救热线 08 8289 0896

• 蝙蝠和果蝠热线	0475 132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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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控制
老鼠在整个都市区以及我们社区都普遍存在。	完全消灭它们几乎不	
可能。	但是，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接受老鼠，	因为每家每户可以做	
一些事情来减少这个问题。	

捕鼠器和毒药可以杀死房子里的老鼠，	但是这只是临时的办法，	因	
为如果适合生存的条件持续存在，	老鼠就会回来。	
要完全根除老鼠并防止再次滋生，	必须断绝老鼠的食物和藏身之处。

确保所有食物残余、禽类肉类食物存放在紧紧闭合的带盖容器里。	
如果使用厨余堆肥垃圾桶，	垃圾桶底部不要有任何植物，而且不要	
把肉或狗粪扔进去。	如果有果树和坚果树，	定期清理落在地上的水	
果或坚果。	如果养了家禽，	确保院子里没有废弃物和多余的食物。

为了防止做窝，	把房子里和院里的垃圾和木材都清理掉，	或把	
木材堆在至少高于地面300毫米的地方，	房屋周围所有的草始终要	
剪短。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东区卫生局	（EHA）	电话	8132 3600	或	
访问网站	eha.sa.gov.au

蚊子
蚊子这种害虫叮咬人和动物，	令人烦扰，	但	
是有些种类还能潜在传播疾病。

因为有可能因南澳的蚊子叮咬而感染罗斯河	
病毒，	蚊虫控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好的控制蚊子的方法是防止其繁殖。

因为蚊子在水中繁殖，	你可以通过清除	
或处理你房屋周围的积水而减少你所在	
地区的蚊子数量。	蚊子最喜欢繁殖的地方	
包括储水容器如雨水储水罐，	疏于照看的游	
泳池，	盆栽植物的盆地，	轮胎，	水桶，	堵塞	
的排水沟，	装饰性的池塘，	喷泉或鸟浴池和	
宠物碗。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东区卫生局	(EHA)  
电话	8132 3600 或网站 eha.sa.gov.au 

害虫

欧洲黄蜂
欧洲黄蜂喜欢甜食和肉，	在户外用餐的	
场合和烧烤时是常见的麻烦。	欧洲黄蜂

可以这样识别:	它的身体是黄黑相间；	腿	
是黄色的，	肚子上有三角形的斑点。	如	
果在你家里发现欧洲黄蜂不要去招惹它！

更多信息请联系市政会		8366 4200。

如果你被蛰了怎么办?

黄蜂不像蜜蜂，	它们可以重复蜇人。	在被蛰	
处冰敷以缓解火辣辣的疼痛和红肿。	如果疼	
痛严重口服止痛药。

脸上和脖子上多处被蛰能导致严重肿大和／	
或过敏反应。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而且这个人	
呼吸困难请联系救护车、医院或医生。

更多有关急救以及黄蜂蛰咬的信息，	请访问
healthdirec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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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伯恩赛德市的居民， 你有权利和义务确保我 
们城市是一个安全健康宜居的地方。
东区卫生局(EHA)	为阿德莱德的东部社区内城北部地区提供一系列的
环境健康服务。

为了保护人们的健康幸福，	卫生局的主要职能包括提供免疫服务、监	
测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和疾病控制，	以及给获支持的居民设施发放许	
可证。

如果你对于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有疑虑，	可以联系东区卫生局	8132 3600	
或访问	www.eha.sa.gov.au

免疫接种诊所地点
东区卫生局不仅在伯恩赛德市民中心	（库珀诊室），	还在其它市政会	
提供了免疫接种诊所。	居民可以去其中任何一间诊所。	请访问	
	www.eha.sa.gov.au	查看最新免疫接种时间表或在线预约，	或致电东
区卫生局	8132 3600。

针头处置容器
针头/注射针处置容器可以在伯恩赛德市民中心和东区卫生局购买。	
要收费，	请访问网站	www.burnside.sa.gov.au	或	www.eha.sa.gov.au	
了解价格。	如果你是伯恩赛德市居民，	装满的容器可以交由市民	
中心或东部卫生局免费处置。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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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赛德市家居废弃物的收取服务大 
多由东区废弃物回收站管理， 包括可回 
收垃圾， 有机垃圾和用于填埋的垃圾。
伯恩赛德市每个应税的房产都有资格获得:

• 一个厨房垃圾桶和花园有机物垃圾桶	（绿盖）
• 一个可回收垃圾桶	（黄盖）
• 一个填埋垃圾的垃圾桶	（红盖）
• 一个厨房有机物篮子
• 每年供应堆肥用袋  (150	个)

堆肥用袋和厨房有机物篮子可以在伯恩赛德市民中心客户服	
务柜台领取。	你可以在东区废弃物回收站网站或直接致电联	
系东区废弃物回收站	8347 5111了解伯恩赛德废弃物收取信息		
eastwaste.com.au/city-of-burnside/ 

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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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垃圾桶?
“哪个垃圾桶”		网站包括有关几百种常见家	
居垃圾的信息，	指出该放在哪个垃圾桶以	
及回收和处理选择:	whichbin.com.au

我的本地服务 App

“我的本地服务”	app 	中的废弃物环节包括快
速访问垃圾收取日。	这个app		还包括“哪个垃
圾桶”信息并提供垃圾收取提醒和有用的回收
贴士。

新垃圾桶
如果之前没有向你的住宅提供垃圾桶，	
可以订取新的垃圾桶。	居民可以给自己	
的住宅订取一套标准的或各式各样的垃	
圾桶。	新垃圾桶申请由东区废弃物回收	
站管理。	居民们可以联系东区废弃物回	
收站以获得帮助	8347 5111。	新的	“垃	
圾桶服务”	申请表可以在以下网址下载	
eastwaste.com.au/city-of-burnside

购买额外垃圾桶
居民们可以申请额外的回收或绿色有机垃圾
桶。	额外垃圾桶需要付费	（见申请表）。	额	
外垃圾桶的申请由东区废弃物回收站管理。		
居民们可以联系东区废弃物回收站以	
获得帮助	8347 5111。	额外垃圾桶服务申请	
可访问网站	eastwaste.com.au/city-of-
burnside

要求改变垃圾桶尺寸
每户住宅将被提供一套标准尺寸垃圾桶。	这包括一个	140	升	
的红盖桶，	一个	240	升的黄盖桶以及一个	240 升的绿盖	
桶。	居民们可以要求把他们有机和回收垃圾桶改为较小的		
140	升桶以适合自己的情况。	改换垃圾桶需要收费	（见申请	
表）。	申请改换垃圾桶由东区废弃物回收站	管理。	你可以联	
系东区废弃物回收站	以获取帮助	8347 5111。		垃圾桶改换	
表格可见	eastwaste.com.au/city-of-burnside/

交还不需要的垃圾桶
如果你不再需要市政会提供的垃圾桶，	你可以退还。		
交出不需要的垃圾桶，	居民们可以直接联系东区废弃	
物回收站	8347 5111。

垃圾桶丢失或失窃
丢失或失窃的垃圾桶可以补发。	业主需要提	
供由太平绅士	（或正式授权人员）	签字的法	
定声明以确保免费获得一个新的市政会垃圾
桶。	因垃圾收取承包商造成损坏或有生产缺	
陷的垃圾桶将由市政会免费更换给业主。	你	
应联系东区废弃物回收站以获取帮助	8347 
5111。 丢失／破损垃圾桶更换表格可见
eastwaste.com.au/city-of-burnside/

垃圾桶修理
垃圾桶修理可能包括轮子、轴、盖或	
铰链的问题。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需	
要更换垃圾桶。	居民们应联系东区废	
弃物回收站以获取帮助		8347 5111。		
垃圾桶修理申请表可见		
eastwaste.com.au/city-of-burnside/

垃圾桶没有清空 
(错过服务)
如果你的垃圾桶放在外面等待收取却没被清
空，	请立即联系东区废弃物回收站。

如果你在中午12 时之前联系了东区废弃物回
收站，	你的垃圾会在同一天收取。	有关错过垃
圾收取的所有问题，	请联系东区废弃物回收站	
8347 5111。	你还可以通过我的本地服务	App 
对错过垃圾收取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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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管理
发生在公共财物上的涂鸦应尽快去除。	已表明快速去除会减	
少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市政会的清除涂鸦志愿者致力于在两	
天内去除市政会财物上的所有攻击性涂鸦，	五个工作日内去	
除非攻击性涂鸦。

如何举报涂鸦?

居民们的住宅上发现涂鸦的可以向	“行动伯恩赛德”	提交一	
个服务申请	action.burnside.sa.gov.au 或联系客户服务		
8366 4200 并举报以下涂鸦细节:

• 大小和颜色
• 被涂鸦的表层类型，	以及
• 自己是否是该住宅业主。

在去除涂鸦之前，业主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以许可市政会提供	
帮助。	取决于被涂鸦的表层类型，	涂鸦或者被粉刷覆盖或使用	
经验证物质和高压水喷去除。

基础设施的损坏
市政会维护着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	包括暴雨排水沟，	道路	，	
路缘，	停车场，	人行道，	照明，标记，	运动场，	保护区和其它	
种种。	如果你注意到任何损坏的基础设施，	请报告给我们的客	
服中心	8366 4200	或通过	“行动伯恩赛德”	action.burnside. 
sa.gov.au 提交一份服务申请，	以便我们调查该损坏并登录入	
我们的作业计划。

街道照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	南澳能源网络	
(SAPN) 代表市政会和规划交通和基础	
建设部维护公共照明。	报告某个故障	
的街灯，	请联系南澳能源网络	1800  
676 043	或访问其网站	https://slo- 
apps.sapowernetworks.com.au，	
告知该故障照明的确切地点。		少数的	
街道照明仍由市政会维护。这种情况	
下南澳能源网络将代表你通知市政会。

市政会维持公共区域的公共照明，	如	
保护区，运动场和公共道路。	如报告	
某个故障照明，请尽早联系市政会。	
我们友善的客服团队将进行照明修理	
申请的录入，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action.burnside.sa.gov.au	提交服务	
申请。

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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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房产税体系以及缴纳市政会房产税是为了什么？		访问	
lga.sa.gov.au/councilrates

房产税可以在9月1日前全额付清，	或每年9月、12月、3月和	
6月的第一周以大约等额分四次支付。	新付款通知在每次付	
款到期日一个月前寄出。付款选择方式请见你的房产税通知	
(Notice of Rates）。

电子通知 – 注册启用电子房产税通知
帮助我们创造更具可持续性的将来，	注册启用电子通知。

电子通知让你自我管理你的所有房产，	发通知给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并打
印额外副本。	如注册，	请在最近的房产税缴费通知上找到	eNotices 	标	
志并进行注册。

更改地址
如果更改地址或房产所有权，	你可能继续有责任支付房产税，	直到你的
名字从我们的评估记录中去除。如有任何更改，请填写我们的在线更改	
地址表格或发邮件至	burnside@burnside.sa.gov.au	以尽快告知我们，
并包括所有细节，	如你的电子邮件和手机号码。

如果你情况更改未通知市政会，	仍会因延迟付款而被罚。

你的想法被听取了吗?
房产税是通过商业计划和预算过程每年确定的。	市政会每年四月／五	
月会就年度商业计划和预算草案进行社区征询。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上找到当前年度商业计划和预算的完整版本。	如要表达你的看法，	请	
注册 engage.burnside.sa.gov.au

邻里间因篱笆、树和分契式所有权及市民事务方的
问题发生的纠纷由法律服务委员会处理。
法律服务委员会制作的出版物可见他们的网站		lsc.sa.gov.au, 也可以在市
政会索取。	

更多信息可联系法律服务委员会	1300 366 424.

房产税 邻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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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赛德市依照澳洲道路规则积极在社区实行     
停车限制。
机动车司机有责任确保他们注意到所有的停车限制。	澳洲道路规则可见
legislation.sa.gov.au 或访问我们网站	burnside.sa.gov.au。

有些违章规定并不广为人知。这里是一些例子。

在窄路上停车
伯恩赛德市内频繁有窄路出现，	市政会约30%的道路都被认为是窄路	
(宽度小于7米)。

当窄路的两边都停了车，	通常情况下，	剩余的宽度就不够很多车辆通
行，	而且更大的车辆也许不能够进入，	如消防车，	救护车和垃圾车。

澳洲道路规则	208 (7) 条

停车时必须保证你的车旁边有至少3米宽的	
道路允许其它车辆通过。	停得太靠近另一辆	
车的车辆可能会收到违章通知。

澳洲道路规则	208 (8) 条

停车时必须确保你的车不会不合理地阻碍其	
它车辆或行人通行。	不合理地阻碍其它车辆	
或行人通过的车辆可能会收到违章通知。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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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道
澳洲道路规则 198 (2) 条

不得把车停在或横在私家车道上		(即使是一	
部分),		即使这条私家车道是通往你的住宅。

只有在放下或接上乘客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占	
据私家车道停车，	不要离开车辆，	并且在停	
车2分钟内完成乘客上下车。	占据私家车道	
停车将会收到违章通知。 

靠近交叉路口停车
澳洲道路规则 208 (6) 条

如果道路上有一条不间断的分道线 （白色 
实线）或分隔带， 你的车必须停在距离连 
续分道线或分隔带至少3米处。 停车太靠 
近白色实线或分隔带的车辆将会收到违章 
通知。 

停在市政会道路路肩 
(绿化隔离带)
澳洲道路规则 197 (1) 条

为了行人的安全并出于礼节，	为了更好地维	
护你的环境，	不得停车	（即使是一部分）	在	
人行道或绿化隔离带上。	在市政会道路路肩	
停车的车辆将会收到违章通知。

靠近交叉路口停车 
澳洲道路规则 170 (3)

在没有交通灯的交叉路口，	你不得在距离路口	
最近点	10米之内停车。

该规则还包括澳洲道路规则中分类为道路的	
巷道。	停车太靠近交叉路口的车辆将收到违	
章通知。

不得停车在有黄色边线的路上
澳洲道路规则 169 条

不得在划有连续黄色边线的路边停车。 停在 
黄线上的车辆将收到违章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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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停留” (‘No Stopping’) 
标记和“不得停车” (‘No Parking’)
Sign 标记的区别。

不得停留
车辆	‘停留’	意味着停下来并在即使很短的时间	
内是不动的。	不得停留或停车在有着	“不得停	
留”	(‘No Stopping’) 标记的任何地方或划有连续	
黄色边线的地方，即使是乘客上下车或上下货物都	
不可。

不得停车
不得停车在有着	“不得停车”	(‘No Parking’)  
标记的地方，	除非:

• 是为了乘客上下车或上下货物；	以及
• 车辆不是无人看管		
–	就是说人没有离开3米之外；	以及

• 你尽快完成上下乘客和上下货物	–	在任	
何情况下都是	2分钟之内。

在“不得停靠”和“不得停车”地段停车将收	
到违章通知。

请访问网站	legislation.sa.gov.au	以了解更多	
有关停车限制的信息。

如果你希望开发你的现有房产，	一开始	
就联系市政会很重要，	并确保你清楚拟	
开发项目的指导原则和要求。

有关一般开发的询问请联系我们友善地	
客服主任	8366 4200。

澳大利亚建筑规范	(BCA)	在全国建筑规范	
系列	涵盖了建筑物和其它结构设计和建筑	
的技术规定。澳大利亚建筑规范谈及了	

建造或扩建

诸如结构适合度，	耐火性，	安全进出口，	
节能和居住者的健康和便利设施规定。

篱笆和法律

如果你考虑在你和邻居家之间建篱笆，	请参	
看	lawhandbook.sa.gov.au	并和市政会的	
规划小组讨论此提议。

有关规划和建筑要求方面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我们网站	burnside.sa.gov.au。

城市开发部负责市内的新开发和 
现有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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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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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赛德市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的丰富历史和 
文化遗产。 该地区有一系列你可以参观的重要 
景点，你可以在其中探寻伯恩赛德历史上的重 
要时刻。
伯恩赛德市建立与1856年，	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建筑，	景点和	
街景。	正如我们的自然遗产-那些依然存在于丘陵面地区、公园、保护	
区和一些私人住宅的的树木植被–	这些建筑遗产赋予了我们每个区	
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展示了过去150多年各个时期建筑风格的杰出样	
本。	大部分这些文化遗产得到了州和当地立法的保护，	确保能留给子	
孙后代享用。

伯恩赛德市为你提供了很多方法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	以及我们	
如何去保护它。	我们的图书馆拥有物品、书籍和文件的历史收藏，	
供研究者和居民研究这个地区房屋的历史，	以及做家族历史的研究。	
伯恩赛德历史学会和伯恩赛德市合作举办了一系列的徒步探索部分	
郊区的文化遗产之旅。这些发现了特定景点的文化遗产之旅的小册

子可见	www.burnside.sa.gov.au。	有关国民托管组织和本州文化遗	
产建筑物的信息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	nationaltrust.org.au/sa	以及		
sa.gov.au	网站。

文化遗产建议和拨款是提供给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房屋的主人，	帮	
助他们保存、维护其房产及其它的保护工作。	更多信息可见市政	
会网站	burnside.sa.gov.au/Planning Business/Heritage Properties 
Historic Conservation Zone.

访问市政会的网站burnside.sa.gov.au 以查看伯恩赛德当地文化	
遗产所在的完整清单。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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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赛德市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并存， 为我们带来
了丰富而充满活力的能量, 令我们欣喜和珍视。
伯恩赛德市每年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居民。	我们的图书馆	
有着许多不同语言的大量书籍、	DVD和	CD，	而且可以从其它	
图书馆预定更多资源。	在我们的活动日历里我们为许多居民	
的文化背景举行庆祝，包括全世界国家的庆祝日。欢迎你参	
加这些庆祝并对构成我们社区的人们的背景有更多了解。	有	
关这些活动的信息可以通过图书馆的简报获取	burnside.sa.gov.au 		
或注册以收到我们定期的电子简报	engage.burnside.sa.gov.au

如果你是澳洲的新居民，	你可能有资格成为澳洲公民。	市长	
在伯恩赛德市民中心按要求主持入籍仪式。	这一仪式在澳洲	
国庆日达到高潮	，因为很多新居民选择在庆祝澳洲国庆的这	
一天举行他们的入籍仪式。	如果你有意成为一名公民，请联系		
border.gov.au

访问	www.burnside.sa.gov.au 	并注册即	
可收到派珀街艺术中心和伯恩赛德图书馆	
电子简报。

在	www.engage.burnside.sa.gov.au 注册以	
收到市政会每月的电子新闻。

伯恩赛德市在推特上	
@CityofBurnside	和脸书上		
@CityofBurnside。

伯恩赛德图书馆，	派珀街和伯恩赛德	
社区中心也在脸书上，	何不	“跟进”		
并	“点赞”呢？

多元文化

了解情况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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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赛德社区服务团队对那些年老以及照顾他人的
市民们有强烈的使命感。 市政会提供了全面系统的
基本家居维持和支持服务。
伯恩赛德市通过联邦家居支持项目	(CHSP) 拨款为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	
下列服务:

家庭支持  电话  8366 4227

• 家居辅助	
(清洁，	洗衣，	铺床，	熨烫)

• 个人护理
• 对照顾者的喘息支持服务
• 备餐
• 购物协助	
(陪同购物或代为购物)

• 社会支持／友善探访
• 春季大扫除
• 痴呆症照顾帮助	
(每周多达3小时的上门服务支持)

• 暂时照顾帮助	
(每周多达3小时的上门服务支持)。

交通服务  电话  8366 4222

• 社区巴士门到门购物服务提供前往伯恩赛德购物中心和诺伍德购物	
区的定期接送

• 社区巴士租赁可提供给当地社区团体
• 志愿者为主的私家车服务为健康和医疗约诊提供交通帮助。

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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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  
电话   8366 4166

伯恩赛德市通过联邦家居支持计	
划	(CHSP) 拨款向符合条件客户提	
供下列服务。

• 文化游
• 午餐游
• 市场一游
• 电影游
• 编织小组
• FYI 咖啡馆	–	午餐
• 每月社区信息交流会

东区社交项目 
电话   8366 4144

• 3Rs 项目		
(喘息服务，	休闲，	恢	
复元气)

• 男人们的工具棚项目
• 绅士出游
•	 男人们的早餐

家庭维修  
电话   8366 4221

伯恩赛德市通过联邦家居支持计划	(CHSP) 
拨款向符合条件客户提供下列服务。

• 换灯泡和烟雾报警器电池
• 安装烟雾报警器	(非电力)
• 更换水龙头和水箱垫圈
• 清洁空调滤清器
• 清洁排水沟
• 必要的园艺
• 窗户清洁
• 院子清洁和过多垃圾处理
• 供应和安装钥匙保险箱
• 家庭改建	–	补贴服务公司	–	
抓握栏杆，	栏杆扶手，	台阶，	磁性门锁和	
斜坡

其它健康项目 
健身课  电话   8366 4142

• 生命力量
• 拳击组
• 小规模组	/	个人训练

来试试项目  电话    8366 4144

• 现代舞
• 瑜伽
• 棋类
• 普拉提
•	 太极
•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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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心
查看网站www.burnside.sa.gov.au	或访问	facebook.com/
BurnsideCommunityCentres	以了解有关

• 伯恩赛德社区中心
• 伯恩赛德舞厅
• 格兰那格中心
• 达利齐社区中心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社区活动和项目供居民们参加，	这些社区中心也可	
以租给个人、社区团体或专业人士。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的社区中心	
团队8366 4200。

市政会还提供一系列的社区发展倡议，	从社区拨款，	青年发展机遇，	
市政会提供的活动到社区团体赞助。访问市政会网站以观看声明。

派珀街艺术中心
派珀街艺术中心以前是玛吉尔学校，	是伯恩赛德市文化项目的	
一部分。

该中心位于玛吉尔区的玛吉尔路	558号。	这是一个活跃的艺术环境，		
支持创新努力和卓越，	促进艺术欣赏和教育，	并提供艺术社区和更广	
大社区的社会参与。

作为伯恩赛德市的文化中心，	该艺术中心提供展览，	艺术相关的研讨	
会和课堂，还有礼品店和咖啡店。每周二至周五10点至5点开放。	联系
8364 6154 以了解更多信息。访问burnside.sa.gov.au 并注册即可收	
到派珀街艺术中心电子简报。

派珀街在脸书上，	何不	“点个赞”	呢。

社区活动场所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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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赛德图书馆位于 
401 Greenhill Road, Tusmore 并为居民们提 
供一系列的设施和服务。
图书馆会员资格免费	(玩具图书馆收取少量费用)。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二、周三和周五:	上午	9.30	–	下午	6	时	
周四:	上午	9.30	–	晚	9 时	
周六:	上午	10	时	–	下午	4 时		
周日:	下午	2 时	-	5	时		
公众假日:	关闭

图书馆提供:

•  适合大人和孩子们的活动	  •    玩具图书馆
• 公众使用的电脑   •    WiFi 使用
• 书籍杂志	DVD 和	CD  •    读书俱乐部
• 当地图书馆收藏   •    技术帮助辅导
...以及很多很多!!

访问	onecard.network/burnside	以进入图书管目录了解更多信	
息，请致电图书馆	8366 4280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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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玛吉尔的茶波街社区花园提倡在社区环境
里种植新鲜有机的农产品。
自2012年	5月开放起，花园，以及一个绿廊、烧烤，	披萨炉，	雨水	
花园和水上花园都建了起来。.

任何有兴趣为该社区花园的成功添砖加瓦的公众成员都可以联系	
这个社区花园	8331 9344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时	–	下午	1 时)	或发	
邮件至chapelstgarden@morialtauca.org.au

访问市政会的网站	burnside.sa.gov.au	以了解更多信息。 市政会志愿者服务为市政会项目和服务的兑 
现增值，并为志愿者们提供了多种多样有意 
义的机会。
志愿者们促进了强大而有生产力的社区的发展，	支持所有选择居	
住在此或使用社区服务的人们，	提升参与、志愿工作和有效的社	
区生活。

伯恩赛德市有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工作可供选择，	包括:

• 社区交通
• 对话志愿者
• 社区中心
• 图书馆	–	上架,		组织活动，	上门服务，	历	
史，	语言分类目录

• 涂鸦清除小组
• 社区服务员涂鸦清除
• 派珀街艺术中心。

有关工作职责和地点的更多信息可以致电志愿者协调员		
8366 4200	或访问伯恩赛德市网站	burnside.sa.gov.au

社区花园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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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恩赛德市我们非常重视树。 树增添了风景 
的性格， 保存生物多样性， 并提供树荫， 遮蔽 
和栖息地。
你可以在我们的	城市森林倡议 网站了解伯恩赛德的树木。	我们对成	
千上万棵行道树和公园树进行了识别，	估价并绘制成地图:		
trees.burnside.sa.gov.au/

市政会的树艺组管理约30,000棵行道树和10,000	棵保护地树木，		
伯恩赛德的市民们因此享受到树带给这座城市的所有好处，	包括: 

• 给房产增值
• 打造出伯恩赛德市的特色
• 给城区降温，	包括公园、街道和我们家里	
• 为野生动物，	包括考拉和众多鸟类，	提供了栖息地。 
• 改善空气质量并减少空气中颗粒物	
• 减少并清洁雨水径流。

市政会有许多重要、有纪念性意义的地标式树木遍布街道和保护区。	
这些树中有很多都有着历史和文化意义，	而且可能是为着纪念某个人	
或某件事而种下的。

市政会认识到树给这座城市提供的巨大价值，并指制定了强有力的政	
策和策略文件指导树木管理实践，	以把这一资产留给后代。

行道树维护包括替换掉已死或将死的树木和修剪树枝，以进行风险管理
并保持城市的便利设施。

树木剪枝是为了:

• 去除危险的树枝
• 减少火灾风险
• 允许人和车辆从树枝下自由通过
• 在树木靠近建筑物的情况下保证树枝下	
有足够空间

• 提升它们的健康
• 确保它们不挡住交通灯。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市政会照顾这些行	
道树，	在一年最热的几个月定期给你房屋周	
围的任何树浇水，	浇在树干周边。

了解更多有关你社区的树木，	请见	
trees.burnside.sa.gov.au

“相当大的”	树木可能会依照本州立法进行管
理或保护。

伯恩赛德市有一个“	受法律保护的树及大树	
帮助计划”	可以经申请提供给市民。	该计划是
对受法律保护的树或大树的维护提供经济	
帮助。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下载申请表。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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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赛德市以它绿树如荫的环境而著名， 而且市 
政会承诺要对我们珍贵的天然资产进行管理。
伯恩赛德市仍是很多本土动植物的家园，但是曾经供养它们的天然林	
地和草地已几乎消失殆尽。

照看好伯恩赛德市的本土植物，我们即是向野生动物，包括小型鸟类，	
蝴蝶和蜥蜴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

市政会做些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就地保护并管理市政会土地上剩余的本土植物，	包括城	
区，	溪流以及丘陵面保护区。

取决于该地的需要，	我们会去除侵入性的杂草品种，	允许自然再生并	
用当地收集的种子促进原生植物生长。

有些抢占本土动植物地盘的杂草是从人们花园里逃离的树和灌木。	比	
如橄榄，松树，	沙棘和山楂。	不要对逐渐移除这些植物而担忧，	因为	
它们几乎没有栖息地价值而且会构成主要的火灾隐患。	它们正被对本	
土野生动植物有用得多的原生植被所取代。

我们还:

• 繁殖本土植物以便种植在公园和保护区
• 提供有关保护剩余原生树木和本土植被的建议
• 在丘陵面保护区开发并维护山间步道，	而且
• 根除新的杂草，	如喷泉草，	以防止它们在伯恩赛德形成规模。

我们旨在保护、保留并复原本土植被和野生动物栖息地，	并且在丘	
陵面地区打造更易管理更少火灾隐患的风景。

请访问网站	burnside.sa.gov.au了解我们倡议的更多信息。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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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考虑开始一个生意或把你的生意搬到伯恩赛 
德市吗？ 欢迎。 
伯恩赛德市有着繁荣的商业，	零售和专业服务汇聚在主街走廊及黄	
金地段的商业中心内。	本市便利的设施和服务对许多居家小生意和	
小生意创业提供支持。

为帮助你管理在伯恩赛德的生意，	我们编纂了你在此经营所需要了	
解的信息	burnside.sa.gov.au/Planning-Business/ 
Business_in_Burnside

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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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E Cousin 保护区 
Sitters Memorial Drive, Burnside

Albert Street 保护区* 
Albert Street, Dulwich

Alexandra Avenue 林场 
Alexandra Avenue, Rose Park

Allen Mine 保护区 
Gill Terrace, Glen Osmond

Ashley Avenue 保护区 
Ashley Avenue, Glen Osmond

Attunga 花园 
120 Kensington Road, Toorak Gardens

Auldana North 保护区 
Rebecca Avenue, Auldana

Auldana South 保护区  
Near Pellew Avenue, Auldana

Austral 公园 
Austral Avenue, Linden Park

Beaumont Common 
The Common, Beaumont

Bell Yett 保护区* 
Stonyfell Road, Wattle Park

Bennett 保护区* 
Jackson Street, Magill

蓝桉树 保护区 
159 Penfold Road, Stonyfell

*	运动场	

公园、保护区 
和运动场

Bradman 公园 
Beulah Road, Kensington Park

Brae Road 保护区 
靠近 526 Portrush Road, St Georges

Branson 保护区* 
Riesling Avenue, Wattle Park

Briant Road 保护区 
Chapel Street and Briant Road, Magill

Brock 保护区* 
Dashwood Road, Beaumont

Bushy 公园  
靠近		2 Bushy Park Drive, Auldana

Caloroga Street 保护区 
Kensington Road, Wattle Park

Chapel Street 保护区* 
Chapel Street, Magill

Chelsea 剧院花园 
Kensington Road, Kensington Park

市民中心花园* 
Greenhill Road, Tusmore

海德警官纪念花园* 
靠近	 252 Kensington Road, Leabrook

Davenport Olive 保护区 
John Cleland Drive, Beau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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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wood 社区中心* 
95 Glen Osmond Road, Eastwood

Effie Ferguson 保护区*  
Statenborough Street 和	Hallett Road 
交叉路口, Erindale

Elizabeth 保护区 
Hallett Road 和 Heatherbank Terrace 
交叉路口, Stonyfell

Fergusson 保护区* 
Fergusson Square, Toorak Gardens

Gardiner 保护区*  
Carunta Street 和 Wanbrow Avenue 
交叉路口, Wattle Park

Gilles Road 保护区 
靠近	19 Gilles Road (南侧),  
Glen Osmond

格兰赛德蓄洪水库 
靠近	 Fullarton Road  和 
Greenhill Road	交叉路口, Glenside

Glenside Olive 保护区 
靠近	11 Amber Woods Drive, Glenside

Glenunga 保护区* 
Conyngham Street, Glenunga

Glyde Street 保护区* 
59 Glyde Street, Beulah Park

Gurney Road 花园* 
41 Grant Avenue, Rose Park

Harris 保护区 
靠近	 446 Glynburn Road, Erindale

海泽伍德公园* 
Davenport Road, Hazelwood Park

Heatherbank 保护区 
靠近 43 Heatherbank Terrace, Stonyfell

亨利马丁广场 
Henry Martin Square, Magill

Hermitage 保护区 
靠近	5 Sylvaner Avenue, Auldana

Hewitt Avenue 保护区* 
5 Hewitt Avenue, Rose Park

Holmes 保护区* 
Park Avenue, Rosslyn Park

Hubbe Court 保护区 
3A Hubbe Court, Burnside

Ifould 保护区 
Ifould Drive, Burnside

JB Ware 保护区* 
588 Portrush Road, Glen Osmond

肯尼迪 纪念花园  
306 Magill Road, Beulah Park

肯辛顿花园保护区* 
422 The Parade, Kensington Gardens

肯辛顿公园椭圆形运动场* 
350 The Parade, Kensington Park 

Kensington Road 观景台  
Lots 1 and 2 Kensington Road, Wattle Park

Kingsley Avenue 保护区 
Kingsley Avenue, Glenunga

Knightsbridge 保护区 
Phillip Avenue, Leabrook

Lancelot Avenue 保护区 
Cowan Lane, Hazelwood Park

Langman 休闲保护区* 
Waterfall Gully Road, Burnside

Lavers 保护区 
靠近	 84 Coach Road, Skye

Linden Avenue 保护区 
靠近	 1 Linden Avenue, Hazelwood Park

Linden Gardens 保护区 
Portrush Road 和 Greenhill Road 拐角,  
Linden Park

玛吉尔石矿保护区 
35A Wyfield Street, Wattle Park

玛吉尔战争纪念碑保护区 
Magill 和 Penfold Roads 拐角, Magill

Main Street 保护区* 
12 Main Street, Eastwood

Matilda Street 保护区 
15 Matilda Street, Eastwood

McKenna Street 保护区 
McKenna Street, Kensington Park

Mellor 保护区*  
靠近	 8 Brand Street, Beulah Park

Michael Perry 植物保护区 
靠近	10 St Albans Drive, Stonyfell

Miller 保护区* 
59 Hay Road, Linden Park

矿场烟囱 保护区 
24 Mount Barker Road, Glen Osmond

Moorcroft Court 保护区 
靠近	 17 Chisholm Avenue, Burnside

Newland 公园 
46 Newland Road, Erindale

收费站旧址花园 
靠近	 20 Mount Barker Road, Glen Osmond

奔富公园* 
591 The Parade, Magill

Pepper Street 保护区* 
25 Pepper Street, Magill

Philps 保护区 
56 Rochester Street, Leabrook

悬铃木保护区 
Cedar Crescent, Glenside

Prescott Terrace 林场  
Prescott Terrace, Rose Park

Queens Lane 保护区 
637 Queens Lane, Glen Osmond

* 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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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Cooper 花园 
靠近	44 Linden Avenue, Hazelwood Park

Romalo 保护区 
24A Romalo Avenue, Magill

Russell Avenue 纪念碑保护区 
553A Glynburn Road, Hazelwood Park

Salop Street 保护区 
23 Salop Street, Beulah Park

Seaforth Avenue 保护区 
Near 22 Seaforth Avenue, Hazelwood Park

Short Crescent 保护区 
34 Short Crescent, Beaumont

Simpson 保护区 
Hallett Road, Burnside

Stonyfell Quarry 保护区 
44 Penfold Road, Stonyfell

Sydney Street 保护区 
8 Kingsley Avenue and 85 Sydney Street, 
Glenunga

Symons & Symons 保护区 
Conyngham Street, Glenside

Traminer 保护区 
Traminer Way, Auldana

Tregenza Oval* 
31 Laurel Avenue, Linden Park

Tusmore 公园* 
靠近公交	Stop 12		站 Stirling Street  
(北侧), Tusmore

W H Holmes 保护区* 
15 Park Avenue, Rosslyn Park

Verdelho 保护区 
14 Verdelho Court, Auldana

Warland 保护区* 
1 Kings Avenue, Burnside

Warrego Crescent 保护区* 
Warrego Crescent, Linden Park

Waterfall Terrace 保护区 
Zenith Avenue, Burnside

Webb Street 保护区* 
53 Watson Avenue, Rose Park

Willowbridge 保护区 
靠近	 16 Willowbridge Reserve, Burnside

伍德公园* 
Collingwood Avenue, Hazelwood Park

Woodley Wine 保护区 
Corner Blythe Street and Bagot Street,  
Glen Osmond

Wyfield 保护区 
Lot 119 Wyfield Street, Skye

青年公园 
23 Ormond Avenue, Magill

伯恩赛德市在其丘陵面保护区有健行步道， 
在各个郊区也有历史性步道。
奥斯蒙山和钱伯斯谷的保护区对于居住在博蒙特，格兰奥斯蒙，圣乔	
治，伯恩赛德和瀑布谷的很多居民们而言都是徒步可及。	
对其他人来说，一段很短的自驾或搭乘巴士将为你开启一个风	
光迷人的探索之旅。

我们网站上的历史性步道的小册子是有市政会工作人员和伯恩赛德历史
学会的成员合力完成的。	这些小册子可以带着你穿行于伯恩赛德市以及
周围各个有历史意义的郊区。

访问我们的网站	burnside.sa.gov.au	以下载我们所有步道的信息。		
下载我们的互动步道	app ‘Burnside Walks’	，这款	app	在苹果和安卓手
机均能免费通过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下载	。

* 运动场

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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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当地的运动、社交和服务俱乐部是结交新朋友以 
及积极融入社区的好方法。 伯恩赛德市因有大量提供 
给居民和游客的此类机遇而收益。
以下列出众多当地机遇中的一些–	当地俱乐部的详情可在网上查看。

运动
• 篮球  •  篮球	  •		保龄球
• 板球  •  槌球	  •  美式足球
• 冰球  •  长曲棍球 •  少年竞技
• 武术  •  橄榄球	  •  射击
• 足球	  •  游泳	  •  网球
• 健步组  •  瑜伽

社区和服务俱乐部
• 伯恩赛德图书馆	 	 															•  乡村消防服务	(CFS)

• 伊斯特伍德社区中心             •  历史学会
• 狮子俱乐部               • 轮子上的餐厅	
• 邻里守望	               • 派珀街艺术中心
• 退役军人联合会	(RSL)              • 扶轮社
• 州紧急服务部	(SES)              • 国际演讲协会	
• Zonta

儿童和青年
• 向导
• 童子军

运动和休闲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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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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