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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不列颠群岛的英国，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学校的发源地之一。在英伦三岛，诸如牛津、剑桥之
类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老牌名校不胜枚举，这些知名学府对英国的历史及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英国的许多知名学府都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地区，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这些知名学府以
出众别致的校园景观，成为了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游览。今天，就让我们带你去欣赏英国
最美丽的 5 所大学的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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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1
作为英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成立于 1167 年的牛津大学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同时也是世界现
存历史第二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其 800 多年的校史中，牛津拥有 4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培养了大批艺术大师和国家元首，
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 20 多位英国首相以及克林顿等外国首脑，诗人雪莱、作家格林等一批知名学者都曾求学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位于距伦敦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牛津市（Oxford）。从伦敦乘搭巴士去牛津约一个半小时。作为
英国最繁忙的城际大巴路线，从牛津往返伦敦的大巴主要由两家巴士公司运营，分别是 Oxfordtube 和 Oxfordbus，两家公司
每天每个方向共有 150 趟班车，24 小时运行，在去往牛津方向的巴士大多在伦敦维多利亚（victoria）车站发车。如果不想坐巴
士，伦敦的帕丁顿（Paddington）火车站有去牛津的火车，1 小时一班，全程大约 1 小时 10 分钟。

作为世界知名学府，牛津大学并不像一般高校一样围墙森严，牛津大学 30 多个学院散布在牛津镇的各个角落上，与小镇的其
他建筑一起融合，成为了英国最古老的学术圣殿和最具学术气质的城市，牛津市也被人称为“大学中的城市”。牛津大学是热门
电影取景地，《哈利波特》、《变形金刚》、《爱丽丝梦游仙境》等著名电影都曾在此取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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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游玩攻略

驻足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

牛津大学有多少个图书馆，恐怕牛津大学的学生页不一定能说全，可牛津地标——博德利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却是无
人不晓。这座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建立于 1602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之一，也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藏书量仅次于
大英图书馆。目前共收藏图书 800 万册、手稿 13.4 万册、古籍 5000 多册、地图 98.5 万件、缩微胶卷 24.2 万卷、现刊 4.9 万种。
书籍数量与质量堪称世界一流，资源珍稀。

博德利图书馆实际由三幢建筑构成：老博德利图书馆、拉德克利夫图书馆以及新博德利图书馆。其中的拉德克里夫馆为牛津
的标志性建筑，很多明信片上都有它的倩影，不妨与它合个影吧。值得一提的是，连接拉德克里夫图书馆与博德利图书馆的
赫特福德桥（Bridge of Sighs），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哦。

参观指南：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 9:00-16:30；周日 11:00-17:00 圣诞节、新年及复活节闭馆，因仪式有时会临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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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基督教堂学院的钟声

成 立于 1525 年 的 牛津 大 学 基 督教 堂 学 院（Christ Church 
College），是世界上唯一一所教堂式学院。大堂内部的双拱
顶高大壮丽，《哈利波特》第一部就曾在此取景。教堂塔尖虽
然不大，却是英格兰第一座尖顶建筑，不能错过哦。教堂前
的汤姆塔（Tom Tower)，建于 1681 年，塔中有一口被称为“大
汤姆（Great Tom）”的 7 吨重大钟。为了纪念学院设立最初
的 101 位学者每晚 9 点 5 分，这座大钟都要连续敲响 101 次。

参观指南：基督教堂学院一般开放时间为 10:00-16:00，门票
9 英镑，特别提示：进入学院后要按照指定的参观路线行进，
以免打扰师生的日常作息。

参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博物馆

位于牛津市中心的博蒙特街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成立于 1683 年，是英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也是世
界上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一座大学博物馆。阿什莫林博物馆现设古器物部、西
方艺术部、东方艺术部、赫伯登钱币室四个部门。馆内藏品从各国绘画、陶器、雕刻、工艺品到动物矿石等包罗万象，其拥有
的古埃及藏品与大英博物馆相比也毫不逊色，是来到牛津大学不容错过的景点。

参观指南：阿什莫林博物馆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7:00，周日正午至 17:00。无需门票免费参观，不过在博物馆入口处有
一个捐赠箱，上面标注着 5 英镑的字样，捐赠与否全凭自愿。

在千年教堂上俯瞰牛津

宏伟华丽的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坐落在牛津市中心高街
北侧。教堂的尖顶被一些教会历史学家称为英格兰最美丽的
尖顶之一。这座高大的后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和它的钟楼都是
牛津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教堂的塔楼之上可以饱览整个
牛津的风光。

参观指南：教堂除了 12 月 25、26 日外全年开放，开放时间
9:00-17:00，7、8 月 9:00-18:00。塔楼门票 3 英镑。每个周日
上午十点，圣玛丽教堂中都会进行布道。受邀布道的经常都
是名人，而讲座的题目却远不限于宗教，如果英文够好，可以
前往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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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
剑桥大学由 31 所独立自治书院及 6 所学术学院组成，是世界上现存第四古老的大学。剑桥大学的声名与牛津大学并驾齐驱，
是英国最多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学校。剑桥大学本属于牛津大学的一部分，其前身是一个成立于 1209 年的学者协会，后因与
牛津市民发生冲突，学者协会便移居至此，成立了最初的剑桥大学。同为英国最古老的学术圣殿，牛津与剑桥溯源同根，因此
在办学模式、校园文化等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两所学校为了争夺全英最佳学府的名头，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竞争。

剑桥大学坐落于英国剑桥郡剑桥市（Cambridge），剑桥市位于伦敦北，地处平原，环境幽美，绿草如茵。剑桥是音译与意译合
成的地名。英文 Cam--bridge，就是剑河之桥的意思。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中的“康桥”，指的便是剑桥。在建筑风
格上，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一样以中世纪建筑风貌为主，在校园的门廊、墙壁上依然能够看到很多庄严古朴的塑像和印章。剑
桥大学有 8 个博物馆，一个植物园和 31 个学院。牛津市因大学而兴，城市散落在大学各处，因而学校大，城市小。剑桥则是大
学散落在城中，城市大，学校小。因此有人戏称牛津是“大学中有城市”，剑桥是“城市中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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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游玩攻略

参观国王学院，欣赏最杰出的垂直哥特式建筑

成立于 1441 年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是剑桥最著名的景点。学院由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设立创建，因而得名“国王”
学院，学院中庭还竖立了亨利六世的铜像。国王学院的哥特式风格颇为壮观，其礼拜堂是整个学院的标志性建筑，由国王亲
自设计，修建了近 100 年才完工，被认为是晚期垂直哥特式英式建筑的最好的建筑样本之一，有壮观的 16 世纪彩色玻璃窗。
在礼拜堂外的草坪上取景拍照，最是美丽。

参观指南：可以在官网查看开放时间，成人门票￡9，学生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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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舟畅游剑河，感受剑桥历史

剑河（River Cam）围绕着剑桥主校区，形成一个大大的“几”
字形。河的上游，弯弯曲曲，岸边是田园风光；下游河面较为
宽阔，水流平缓，岸边是剑桥校园的华丽建筑。剑桥大学横
跨剑河两岸，要想感受剑桥的历史和故事，可以乘坐木船游
览剑河两岸，听博学的学生船夫讲一些典故和轶事，真正感
受剑桥完整的历史人文，游船沿途经过 7 所学院、著名的数
学桥和叹息桥，以及国王学院的教堂。

参观指南：国王学院门口有很多迎面招呼招徕船客的撑篙人，
乘他们的船即可，价格每人十五英镑左右。在剑河上撑篙的大
多是牛津的学生，在撑船过程中兼负导游职责，会给游客讲解
沿途景观的历史和掌故。

三一学院，寻找砸中牛顿的那棵苹果树

建成于 1546 年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位于剑河岸边，它是剑桥所有学院中面积最大的一所，科学家牛顿、
哲学家培根都曾在这里求学。三一学院拥有古老的中世纪建筑，在学院的正门附近的草坪上有一棵苹果树，传说正是这棵苹
果树的果实砸中了牛顿的脑袋，促使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一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定律。
值得一提的是， 三一学院的图书馆不仅藏有古埃及的木乃伊和中世纪的圣保罗信徒的书信手稿等一批珍贵的文物，还有收
藏有《小熊维尼》的手稿。

参观指南：三一学院每天开放时间为 10:00-16:30；莱恩图书馆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12:00-14:00；学院收取门票，成人 2 英
镑，儿童及老年人 1 英镑，每年 12 月 26 日到次年 3 月 12 日游客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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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圣玛利亚教堂，欣赏剑桥市全景

重建于 1478 年大圣玛利亚教堂（St Mary the Great），是英国及少数拥有移动式布道坛的教堂之一，布道坛可以从轨道上滑
进主坛。教堂气势恢宏，拱廊极高，建有垂直线条的窗户。教堂位于剑桥市中心的核心位置，登上拥有 123 级台阶的教堂主
塔，可以看到剑桥市的全貌。如果运气好，也许可以遇见剑桥大学的变换鸣钟手俱乐部的敲钟表演。英国最著名的大笨钟（Big 
Ben）的钟声便是仿造剑桥大圣玛丽教堂的钟声而创作的。

参观指南
门票：教堂免费；塔：成人 3.8 英镑，学生、老年人 3 英镑，16 岁以下儿童 2.2 英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7:00

在王后学院，与剑桥最特别的桥合影

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横跨剑河两岸，剑河西畔的王后花园花红柳绿，青翠满园，是剑桥最优美的风景之一。连接王后
学院东西两岸的，便是举世闻名的“数学桥”。这座桥传说中由大数学家牛顿在剑桥教书时亲自设计并建造的， 整个桥体原
本未用一根钉子和螺丝固定。但后来一个好奇的学生把桥拆掉研究，却无法复原，只能用螺丝钉重造了这座桥。

参观指南：王后学院开放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10:00-16:30；10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0 日 10:00-16:30；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5 月 18 日至 6 月 20 日，6 月 25 日至 7 月 3 日，12 月 25 日、26 日谢绝参观。成人参观需花 3 英镑购买门票，10 岁
以下儿童免票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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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3
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创建于 1583 年，位于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中心，是英语国家中第六古老的大学。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庞大的规模、卓越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爱丁堡大学在 2016/17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全球第 19 位。
爱丁堡大学的著名毕业生包括：自然学家达尔文、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等。

爱丁堡大学所处的爱丁堡市（Edinburgh）已有近 700 年的历史，遍布的古老建筑和浓厚的苏格兰风情让其成为英国最值得一
去的城市之一。不喧闹不做作，古朴优雅的风景很容易让人一见钟情。苏格兰首府得天独厚的风光，也让爱丁堡大学自成立以
来便跻身英国最美丽的大学之列。爱丁堡街头巷尾的每个细节都让人一见倾心，即便你是专程为了爱丁堡大学而来，也不妨在
爱丁堡城里逛逛，去城堡和皇宫看看，爬上卡尔顿山俯瞰全城，或者在皇家英里大道的石板路上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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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游玩攻略

在爱丁堡大学感受古老的学术气息

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在欧洲启蒙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使爱丁堡市成为了当时的欧洲启蒙中心，
被誉为“北方雅典”。走进这所有着 600 余年历史、几经扩建的学府，从厚重恢宏的古建筑，到充满现代气息的学院新大楼，
游客犹如步入了一场跨世代的建筑艺术盛宴。爱丁堡大学法学院和塔尔伯特莱斯画廊（Talbot Rice Gallery）所处的格鲁吉亚
老学院是爱丁堡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绝佳景观。

参观指南：全天开放，免费参观，但是要注意遵守参观规定，不要打扰师生们的日常作息。

参观 6 世纪的皇宫——爱丁堡城堡

耸立在死火山岩顶上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是爱丁堡的地标，也是游客们来到苏格兰必须打卡的景点。这座城堡在
6 世纪时成为皇室的堡垒兼宫殿，在苏格兰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逐渐成为了爱丁堡的象征。城堡内的景
点包括：圣玛格丽特礼拜堂、王宫及苏格兰国家战争博物馆等，登顶城堡可以俯瞰整个爱丁堡市区。每年 8 月爱丁堡都举办爱
丁堡军乐节，可以观看英国皇家军乐队演奏苏格兰风笛和壮观的烟火表演

参观指南：爱丁堡城堡的开放时间为夏季（4 月 1 日 -9 月 30 日）9:30 -18:00 ；冬季（10 月 1 日 -3 月 31 日）9:30 -17:00；门票成
人 17 镑；5-15 岁 10.2 镑；60 岁以上 13.6 镑；五岁以下免费。门票可在官网：https://www.edinburghcastle.scot/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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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顿山欣赏一场日落

卡尔顿山（Calton Hill）位于爱丁堡新城的东侧，卡尔顿山自
身和卡尔顿山所俯瞰到的爱丁堡市，是画家和摄影师们最钟
爱的风景。山上有两座享誉世界的纪念碑，一座是仿制于希
腊巴特农神庙的国家纪念碑，另一座是纪念英国海军上将的
纳尔逊纪念碑。
卡尔顿山上的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纪念亭（Dugald Stewart 
Monument），是爱丁堡明信片上印着最多的建筑。在天气晴
朗时，登上卡尔顿山的山顶可以眺望全城美景。尤其日落时，
在动人心弦的日落霞光中的爱丁堡，有着语言难以形容的美
丽。可以说，来了爱丁堡没有登上卡尔顿山，等于没来过爱丁堡。

参观指南：卡尔顿山全天免费开放，山上的纳尔逊纪念塔门
票为 4 英镑，开放时间为 4 月 -9 月周一 - 周六 10:00-19:00、
周日 12:00-17:00，10 月 - 次年 3 月 10:00-15:00，周日不开放。

漫步皇家英里大道阅读苏格兰文化

爱丁堡皇家英里大道（The Royal Mile Avenue）是爱丁堡最著名、最繁忙的街区，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吸引力的街道” 之一。
街道由卵石铺就，贯穿爱丁堡老城区中心，街道两端分别为爱丁堡城堡和荷里路德宫。
街道两边囊括了许多景点、餐馆、酒吧、商店和旅舍，包括城堡广场、圣吉尔斯大教堂、高街、威士忌体验中心和数不清的羊毛店、
礼品店。每年 8 月爱丁堡艺穗节会在此举办，包括戏剧、舞蹈、音乐、展览甚至行为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可以说皇家英里大
道是探索爱丁堡历史的最佳起点。

参观指南：皇家英里大道全天开放，无需门票，但是拍照的时候要注意，有些街头艺人会收费，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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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英国女王行宫——荷里路德宫

荷里路德宫（Palace of Holyroodhouse）是现今英国皇室在皇室家族在苏格兰的官邸，英国女王在苏格兰的夏季行宫。荷里
路德宫在 1498 年由詹姆斯五世国王建立，这座精美的巴洛克式宫殿与苏格兰悠久的历史紧密相连，最出名的地方是其作为
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居所，在她执政的动荡王朝中有许多戏剧性的场景都在这里轮番上演。每年夏初，伊丽莎白女王都会在荷
里洛德宫 (Holyrood Palace) 居住一星期，在那里举行一系列的正式活动和仪式。

荷里路德宫的开放时间：11 月 -3 月 9:30-16:30，4 月 -10 月 9:30-18:00。
门票（包含语音导游）：成人 11.3 磅；学生及 60 岁以上老人 10. 镑；17 岁以下 6.8 镑；5 岁以下免费；家庭票（两位成人及 3
个 17 岁以下儿童）29.4 镑。需要注意的是，景点内部禁止拍照哦。

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4
始建于 1824 年的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是英国著名的 6 所“红砖大学”之一，位于英国第二繁华城
市曼彻斯特，是英国最大的单一校址大学，这里既有历史感丰富的中世纪英国建筑，也有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和设施，作为一所
世界著名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从曼彻斯特大学共走出了 2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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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大学至今仍然保留着众多古老的建筑遗迹，而它所处的曼彻斯特市，是英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素有“英国第二城”
和“知识之都”的称号。作为英国工业的发源地，曼彻斯特城依然保留着众多工业时代的建筑遗迹。曼彻斯特也是一座足球城市，
它拥有令无数球迷疯狂的曼城和曼联两支足球队。

曼彻斯特游玩攻略

参观曼彻斯特博物馆，欣赏英国最丰富的钱币藏品

身为英国最早六所“红砖大学”首位的知名学府，曼彻斯特大学拥有众多英国古典建筑。作为面积几乎占到了整个曼城 1/3
的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最值得一看的当属建立于 1867 年的曼彻斯特博物馆（Manchester Museum），博物馆拥有 600 万
件藏品，是英国最重要、最具价值的博物馆之一，植物标本与钱币收藏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

参观指南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7:00；12 月 24-26 日、1 月 1 日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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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最美的图书馆熏陶书香

约翰 • 瑞兰兹图书馆 (John Rylands Library) 是曼彻斯特大学的校立图书馆之一，这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拥有高
耸的拱顶、精美生动的雕刻、五颜六色的彩色镶嵌玻璃……出众而精致的建筑风格，让约翰 • 瑞兰兹图书馆收获了“英国最
美图书馆”的评价。在英国的大学图书馆中，约翰 • 瑞兰兹图书馆馆藏以宗教、艺术、文化以及部分科学书籍为主，在馆藏品
规模上仅次于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是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必须参观的景点。

参观指南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周一：12:00-17:00；周二至周六：10:00-17:00；周日：12:00-17:00

感受工业革命的英国——参观科学工业博物馆

1983 年成立的曼彻斯特科学工业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1765
年珍妮纺纱机发明及 1769 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英格兰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地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作为工业革
命的发源地，曼彻斯特的发展史便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史。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都是原来工业时代各个时期的蒸汽机、
车床、火车、气泵、活塞、纺织机等，原景重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的工作生活场景。部分展品还有专人演示和讲解，并
设有答疑环节。

参观指南
门票：免费入场，特殊展览会收取一定费用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17:00；12 月 24-26 日、1 月 1 日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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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曼联队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

兴建于 1908 年老特拉福德球场（Old Trafford）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场之一，在 1910 年便成为曼联队的主场，是曼联
球迷们心中的圣地之一。这座球场曾承办过 1966 年英格兰世界杯、1996 年英格兰欧洲杯、2012 年伦敦奥运会足球赛
等大型赛事，最多可容纳观众 76212 人，有着“梦剧院”(The Theatre of Dreams) 的美称。球场的参观分为博物馆游览
和联程游览，博物馆游览可以详细了解曼联俱乐部的历史。 联程游览不但可以参观博物馆还可以进入球场，球员更衣室，
新闻发布室等球场设施。如果你是球迷，在有比赛的时候，则不妨购买一张球票，加入球迷们的狂欢吧！

参观指南
门票：博物馆 + 球场参观：成人票  18 英镑、学生票  16 英镑
开放时间：每日 9:30-16:30 （除比赛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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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曼彻斯特市政厅，感受世界上最经典的新哥特式建筑

位于艾尔伯特广场的曼彻斯特市政厅（Town Hall）竣工于 1877 年，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哥特式风格建筑，被视为
全世界最经典的新哥特式建筑之一，1952 年 2 月 25 日，曼彻斯特市政厅成为英国的一级保护建筑。至今仍然还有许多
政府部门在曼彻斯特市政厅办公。漫步于市政厅大楼中，各种雕塑和华丽的装饰在楼内随处可见。一座 85 米高的钟塔
直插云霄，令人震撼不已，游客可上钟塔游览。

参观指南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日休息，钟楼开放时间不定，如需参观，需提前在网上订票，订票网址：http://www.
newmanchesterwal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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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5
格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建于 1890 年，其前身是伍尔维奇理工学院（WOOLWICH），是英国创办的第二
所理工学院，建在 18 世纪皇家军械库的遗址附近。格林威治大学是英国规模最大的 10 所大学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批留英
学子严复、林泰曾、刘步蟾、林永生等人学习深造的地方。

格林威治大学主校区位于英国首都伦敦泰晤士河格林威治小镇（Greenwich），小镇位于伦敦东南方，地球经线起点——著名
的格林尼治零度子午线便坐落在这里。从 15 世纪开始，格林威治便是英国王宫的所在地，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
世等多为君主就出生于此。格林威治境内有伦敦最古老的皇家公园—格林威治公园、格林威治天文台，国家航海博物馆等旅游
景点。可以说格林威治是游客来到伦敦必去的景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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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威治大学，感受巴洛克建筑风情

格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紧临泰晤士河，与世界金融中心－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隔河相望。格
林威治大学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巴洛克建筑之一。这些雄伟的建筑群在过去曾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皇宫的一部分。
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大学向颇受好莱坞的青睐，在《加勒比海盗 4》、《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木乃伊》、《国家宝藏》
等电影大片中，都出现过格林威治大学的身影。

参观指南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为每天：全天开放

在格林威治天文台一步横跨东西半球

格林威治天文台（Royal Greenwich Observatory, RGO）是许多游客来到这个小镇的另外一个原因。格林威治天文台座位于
格林威治公园（Greenwich Park），在一座可以俯瞰俯瞰伦敦泰晤士河的小山上。这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于 1675 年在伦敦格
林威治建造的一个综合性天文台，将地球分为东西半球本初子午线就由这里出发。将双脚跨在这条铜线的两侧，感受一下“一
脚横跨东西半球”的绝妙体验。另外在天文台内的一个科技馆会介绍很多和时间有关的知识，包括天文，地理等，也是值得
一去的地方。

参观指南
门票：16 岁以上成人 9.5 英镑，5-15 岁儿童 5 英镑、残疾人和持有有效学生证的学生 7.5 英镑，5 岁以下儿童免费。( 包括子午线、
高速帆船、船舶、钟表和星空展览 )
开放时间：天文台 10:00-17:00 (16:30 停止入场）。在学校假期和夏季高峰季开放时间 10:00-18：00。12 月 24 - 26 号期间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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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埃尔特姆宫，领略皇家宫殿之美

埃 尔 特 姆 宫（Eltham Palace）由 富 裕 的 考 陶 尔 德 家 族
（Courtauld family）建立，具体修建及竣工时间已不可考。
在十四世纪以前，这座埃尔特姆宫不断变化着角色，亨利八
世曾在此度过了童年的很多时光，这里曾经居住过英国的皇
室，也曾经被当作谷仓。历经几次改造和扩建后，如今的埃
尔特姆宫是一座融合了装饰艺术设计、20 世纪 30 年代的前
沿工艺和中世纪皇家宫殿风格的建筑，已经成为英国唯一一
个对外开放的艺术装饰房屋。来到这里，手雕门厅、镶框式
餐厅、豪华的浴室、华丽中世纪大厅的精致工艺，会让你惊
叹不已。

参观指南
门票：成人票：14.4 英镑；儿童票（5-15 周岁）；8.6 英镑；家
庭票（2 大人 +3 小孩）；37.4 英镑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10:00-16:00 

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了解世界航海史

英国国家 航海博 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航海专题博物馆之一，博物馆
收藏了超过二百万件与航海业、航海、天文和时间计量相关
的藏品。英国作为历史上曾经的航海大国，很多著名事迹和
展品都陈列在此，来到这里，能看到昔日“大航海时代”的
大英帝国的影子，也能了解世界各种的航海发展史。同时博
物馆的建筑本身，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格林威治历史建
筑群的一部分。

参观指南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周一 - 周日 10:00–17:00

对拥有多元文化和开放思想的英国社会而言，历史悠久的英国高校，是英伦三岛文化的
象征和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英国大学的历史，就是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
在风景秀美的英国大学校园，除了能够欣赏美景，还能能深入了解英国文化和历史。作
为游客，英国的名校是你来到英国必须前往一游的去处。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