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信息
您可以在此了解到任何有关牛津的信息。

停车处
停车位有限。 我们建议您使用停车换乘 Park and Ride。

牛津火车站
您可以轻松步行或坐出租车、公交车到达市中心。

牛津公交站
如果您想乘坐公交车。

理想的野餐地点。
在绿荫掩映之处歇息，吃一片三明治。

茶餐厅
购买小吃的理想地点

餐馆
可在此享受美食。

自然历史博物馆 其他您应该知道的景点博德利图书馆

科学史博物馆植物园

皮特利弗斯博物馆哈考特 树木园阿什莫林艺术考古 
博物馆
在短时间内旅行千年，发现来自世界各地惊人的艺术和考古展
品。 埃及木乃伊，盎格鲁 - 撒克逊珍宝和现代杰作。
这里汇集了古老而又叹为观止的展品。 (OX1 2PH)

恐龙、渡渡鸟和大队长蝴蝶（蝴蝶中的一种）之间有什么共同之
处？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被收藏在这里。我们收藏的还远
不止这些。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丛林。 (OX1 3PW)

二合一！ 首先参观世界上最神奇的图书馆（哈利 波特就是这么
看的）， 然后到崭新的威斯顿图书馆观看展览，用茶。 (OX1 3BG)

参观爱因斯坦用过的黑板和地球上最好的星盘，和红衣主教沃兹
的日晷仪对一对时间，看你的手表准不准。 这简直就是一个发
明盛会。 (OX1 3AZ)

在英国首个植物园里观赏五彩缤纷的植物和树木，让新鲜空气滋
润您的心肺。 河畔的植物园里有五千种新的植物。 (OX1 4AZ)

在牛津的门户接受人类文化的洗礼，滋润您的大脑和心灵。
了解印尼的神灵文化，参观古图腾和武士剑。 (OX1 3PP)

漫步在长满了美丽的风铃草的树林中，徜徉于野花草甸和红木
林。 在俊美挺拔的树林中（有的是全英国树龄最长的）中忘却自
我，发现自我。 (OX44 9PX)

全周开放
上午10点 - 下午5点 （免费）
茶餐厅有食物出售
可以看到恐龙

老博德利图书馆导览 
门票：£2.50–£14 (现场预订)
威斯顿图书馆每周开放7天， 免
费（请上网查询开门时间）

星期二 - 星期日开放
12点 -下午 5点 （免费）
星期一不开放 
包括银行假日

每周开放7天(门票：£5/£3.50)
上午9点 -下午5 
点 （因季节而异）
最后准入时间：关门前 45分钟

全周开放（免费)
上午10点 -下午 4.30点
星期一除外（中午12点开门）
银行假日星期一上午10点开门

季节性开放（(门票：£5/£3.50)
上午10点-下午4点 (因季节而异)
最后准入时间：关门前 45分钟

星期二 - 星期日开放
上午10点 -下午 5点（免费）  
星期一不开放
银行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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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哈考特树木园开车
30分钟。或者乘坐
X39   X40 公交车。    
有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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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顿 
图书馆

老博德利
图书馆

A40, M40  
环城路， 
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和英格兰北部方向

A34,M4,M40 
阿宾顿 Abingdon 
和英国南部方向

A420, A34 
斯文顿 Swindon 
和英格兰西部方向

火车站

公交站



有关七大精彩博物馆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MINDGROWING.ORG MINDGROWING.ORG

免费地图

阿什莫林艺术考古
博物馆

博德利图书馆

植物园

哈考特 树木园

自然历史博物馆

科学史博物馆

皮特利弗斯博物馆

如果您有，如果您有，如果您有，

These fine footprints are from Codex Añute c.1560

那您必须争分夺秒。
在这份单子上列出的七个选
项中挑出您最想看的博物馆
或植物园，赶快前往。
请留意开放时间 – 如果已
经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植物
园可能已经关门，除非是仲
夏。 啊哈，仲夏。 天黑得越
晚，开放时间就越长。为保
险起见，建议您在网上查一
下开放时间。

太好了！这几个地方都可以
步行参观 （哈考特树木园除
外）。 让我们来计划一下行
程，茶点，当然还有午餐。

首先，您得计划一下这一天您
都想做些什么。 除非您是一
个独立独行的探索家。 如果
果真如此，您可找对了地方。
考虑一下在哪里进餐。 您可
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咖啡厅
（可以看到恐龙）或阿什莫林
的顶楼餐馆（可观赏牛津市全
景）进午餐；或在博德利

您应该可以轻松地参观一两
个地方。 如果不想看两个地
方，就对一个地方进行深度
参观。 选一个您最感兴趣的
地方参观。

如果您喜欢惊喜和重大发
现，请参观科学史博物馆。 
如果您无法决定，何不直接
去参观一些令人心跳加 。  
快的展品。 想看古木乃伊？ 
请前往阿什莫林博物馆 想看
霸王龙？ 请前往自然历史博
物馆 或者前往皮特里夫斯博
物馆里收藏的护身符？ 您还
可以到博德利图书馆静享两
小时的时光。 那里全天都
有导览。 因为想参观的人
很多，建议您早一点到，提
前预约。 如果您错过了导
览，也可以到漂亮的威斯顿
（Weston）图书馆去看一
看。

威斯顿图书馆浓浓的书香里
享用午餐。 如果您只参观两
到三个地方，应该是很从容
的。 如果您想参观更多的地
方，当然可以。不过，时间
可能太紧，除非您是乘坐飞
龙而行。 七处景点里充满了
历史、奥秘和奇观。 如果您
这次还意犹未尽，欢迎再次
来参观。 要看的东西实在数
不胜数，包括商店里的纪念
品、各种资料和宝石等。
这些脚印来自1560年左右的
古抄本。

想回归大自然吗？ 请前往植
物园。 从热带到北极，那里
汇集了来自然界的各种野生
植物。 或者前往哈考特树木
园体验森林的浪漫。 如果您
只想呆在室内，您有五个选
择。 全都可以轻松步行到
达。 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皮特
里夫斯博物馆连在一起。所
以，参观起来很方便。 要么
就去参观充满神奇的阿什莫
林博物馆。 如果您对科学感
兴趣，那您一定要参观科学
史博物馆。这可是一个难得
的科学启蒙之旅。

一整天 两小时四小时
方向 
指南
在牛津大学  
MINDGROWING  
的花园、 
图书馆和 
博物馆

几个世纪以来， 
我们收藏了非同凡响的展品。

牛津 要想增长知识，非牛津大学莫属。
参观无与伦比的收藏、怪兽和图表。探
索奥秘和魔法，体验突然醒悟的时刻和
古人的梦想。 没错，渡渡鸟。 如果您
有， 两小时 四小时 一整天 那您必须争
分夺秒。 在这份单子上列出的七个选项
中挑出您最想看的博物馆或植物园，赶
快前往。

永远充满好奇的心灵

“您所参观的有些展品有着异常
悠久的历史 （例如，我们收藏的
陨石就是 4.5 亿年前的）。 很
难猜想我们的祖先都在思考些什
么，但是多个世纪以来他们制作
的物件表明，人类永远充满了好
奇心。 宇宙、自然界、人类、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爱、魔法、梦
想、恶魔， 尽在其中。 一百年
后，我们今天留下的物件将会向
后代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负责博物馆，图书馆和植物
园的保存、保护、解说及分类。 
如果您想帮助我们保护这些重大
的奇迹，并让更多的人有免费参
观的机会，敬请捐赠。 您的慷慨
将惠及他人。

悠闲地欣赏珍藏宝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