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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城堡 

"千年历史"

自从十一世纪以来，牛津城堡一直被广泛使用。从1071年到1996年，这座城
堡被用作监狱。这座城堡被保存下来，是一个时间胶囊，带着悲惨的浪漫，
暴力，逃避和痛苦的故事让游客如痴如醉。城堡提供色彩缤纷的服装角色带
领的游览。

 +44 1865 26 0666  www.oxfordcastleandpris
on.co.uk

 info@oxfordcastleandpris
on.co.uk

 44-46 Oxford Castle, 牛津

牛津剧场 

"传统剧院"

剧场是牛津的主要戏剧场地，经过多年的经济困难，目前正在享受新的生机
。它演出了大公司和学生团体的一系列现代和古典作品，并在圣诞节期间穿
上传统的哑剧。位于博蒙特街的中心位置，步行可至巴士站，步行约15分钟
即可抵达火车站。该剧院还经营着伯顿·泰勒剧院（位于格洛斯特街拐角处
），展示学生作品，并专注于新的和有争议的戏剧。

 +44 1865 30 5300  www.oxfordplayhouse.com  erin.crivelli@oxfordplay
house.com

 11-12 Beaumont Street,
牛津

 by dbreen   

Odeon牛津Magdalen街 

"牛津最大的电影院"

Magdalen街上的Odeon牛津大学是在城里看大片的地方。充分的实力，可能需
要多达800人的多屏幕，总是有一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在这里。电影在牛津如此
受欢迎，所以提前预定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周末。如果你正在寻找最新的
好莱坞大片，那就去马格达林街。

 +44 871 224 4007  www.odeon.co.uk/fanatic/cinema_i
nformation/s116/

 Magdalen Street East, 牛津

 by Patrick Feller   

故事博物馆 

"儿童故事"

庆祝讲故事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思想，故事博物馆在各种媒体上探索和推广故
事。参观儿童及其家人有很多机会参与实验性的学习展览，包括阅读，绘画
，实验室实验和作者讲座。博物馆还为当地学校和学校组织开展外展活动。

 +44 1865 790050  www.storymuseum.org.uk/  onceuponatime@storymuseu
m.org.uk

 42 Pembroke St, Rochester
House, 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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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387935-牛津城堡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260871-牛津剧场
https://pixabay.com/photos/popcorn-movies-cinema-entertainment-1085072/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67754-odeon牛津magdalen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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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ukask   

爱丽丝的牛津店 

"爱丽丝的奇迹店"

爱丽丝的牛津店是一家出售当地纪念品的可爱商店，位于圣阿尔德特市附近
。这家店被认为是Henry Liddell的女儿爱丽丝将花时间浏览可爱的文章的地
方。她曾经住在附近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并且被称为“爱丽丝漫游仙境”（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今天，这家商店出售可爱的配饰，如胸针，吊坠，镜子，手镯，吊坠，耳
环等，吸引众多的小女孩。在圣诞节期间，这家商店出售一系列饰品和爱丽
丝梦游仙境主题的小雕像。

 +44 1865 72 3793  www.aliceinwonderlandsh
op.co.uk/

 info@aliceinwonderlandsh
op.co.uk

 83 St Aldate's, 牛津

 by By mikebaird   

疯狂的帽子茶党巡航 

"你自己'黄金下午'"

“爱丽丝梦游仙境”是牛津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疯帽匠的茶党巡
游，游客可以重温永恒的经典。在愚蠢桥开始的巡回演出实际上是爱丽丝·
里德尔（Alice Liddell）在泰晤士河（River
Thames）上与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一起划船时的“黄金午后”（Golden
Afternoon）。那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向爱丽丝和她的姐妹
叙述了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游览让游客欣赏到风景如画的城市景观，而牛
津的华丽草地和色彩缤纷的花园则显得特别迷人。邮轮因其迷人的历史而让
孩子们感到愉快，因为他们参与了他们最喜欢的童话故事而令成人高兴，而
且它迷恋了夫妻之间的浪漫之旅。正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在同名茶会上，
“吃我”蛋糕和“喝我”茶完成了游览。

 www.oxfordrivercruises.com/mad-hatters-tea-
parties/

 Abingdon Road, 牛津

 by Ozeye   

大学博物馆 

"关于自然历史的一切奥秘"

于1858年修建完工的大学博物馆是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了许多奇妙的
展览品，如恐龙骨骼，还有许多其他奇异而有趣的物品如渡渡鸟的遗骸。这
是一个传统风格的博物馆，但却获得了所有家庭的欢迎。您可以到楼上去做
一次探险活动，这里有大型的动物学、矿物学和地质物品展览。博物馆的后
面就是著名的彼兹河博物馆，里面陈列了世界上最好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物品
展览。此外还有一个礼品店。费用：免费进入。

 +44 1865 27 2950  www.oumnh.ox.ac.uk  info@oum.ox.ac.uk  Parks Road,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

Hinksey池 

"大型室外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是一个明亮的家庭设施，最近已经升级。水温经常调节以反映气
候，所以它不会太冷。在场的有救生员，冷热食物和饮料可以在场所购买，
并提供免费的遮阳伞。太阳椅和躺椅也可供租用。游泳池在高峰时间很受欢
迎，但足以应付许多游泳运动员。

 +44 1865 46 7079  Lake Street, Off Abingdon Road, 牛津

 by ceridwen   

飞马座剧院 

"牛津青年剧院"

飞马座是牛津青年剧院的所在地，从莎士比亚到最新的新作品都在不断演出
。它还展示了当地舞者和舞蹈公司的工作，为乐队提供了一个场地，并为所
有年龄段的人组织了戏剧俱乐部和工作坊。剧院毗邻城市东部马格达林路（M
agdalen Road）伊夫利路（Iffley Road）尽头的马格达林斯（Magdalen Arm
s）酒吧，距市中心仅数英里。巴士服务（到玫瑰山）几乎停在外面。所有门
票必须在演出前一天付清。之后，未付预订将被发售出售。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ukask/1531837411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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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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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13762-大学博物馆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63738-hinksey池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egasus_Theatre_-_geograph.org.uk_-_723835.jp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260865-飞马座剧院


 +44 1865 81 2150 (Box
Office)

 www.pegasustheatre.org.
uk/

 info@pegasustheatre.org.
uk

 Magdalen Road, 牛津

 by Lolame   

Cogges庄园农场 

"乐趣和倾斜在农场"

一旦在Whitey建立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农场，Cogges Manor Farm就是一个让游
客亲眼目睹和学习农业经营的地方。从撒克逊时代开始，参观者就可以通过
一步一步地了解农场及其居民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各种讲习班，培训课程和
教育活动，个人可以学习食品生产和动物育种的各种做法。

 +44 199 377 2602  www.cogges.org.uk/  director@cogges.org.uk  Church Lane, Witney

 by Thomas Park on Unsplash
   

Didcot波 

"Copa Cabana-Didcot风格？"

如果你不能到海边，让它来找你。这个25米长的游泳池配有波浪机和海滩区
。如果你想滑入水中，还有一个水槽，还有一个带日光浴床的健身室，一间
餐厅和一间酒吧，还有一个用来照顾小宝宝的托儿所，而且还有乐趣。另外
一个好处就是改变设施刚刚好。这是家庭出游的好地方。

 +44 123 581 9888  www.better.org.uk/leisure-centre
/south-oxfordshire/didcot-wave-
leisure-pool

 Newlands Avenue, Didcot

 by Andy MacLarty   

科茨伍德野生动物园 

"奇珍异兽"

科茨伍德野生动物园位于牛津的切尔滕纳姆之间，是一个占地面积达160英亩
的美丽的草木茂盛的开阔地带。公园景点很多，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游客。
除了白色犀牛、亚洲狮子和鸷鸟这些常规的景点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也在这里进行，比如汽车拉力赛等。最受家庭游客欢迎的是这里的自助食堂
、冒险操场, 野餐区和从四月到十月一直开放的窄轮距火车。费用；成人9英
镑；老年人以及3-16岁儿童6.50英镑。

 +44 1993 82 3006  www.cotswoldwildlifepar
k.co.uk

 enquiries@cotswoldwildli
fepark.co.uk

 Bradwell Grove, Bu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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