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Splendid Landmarks Associated with the Tudors"
Often synonymou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oundbreaking laws, lavish revels, and extravagant feasts, Tudor England simultaneously

witnessed the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of spellbinding castles to reflect the reigning monarch's tastes. These stunning landmarks

have been privy to noteworthy events that hav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ir time-honored walls, and ornate rooms offering a

glimpse into a dynasty ruled by ambition, power and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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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普顿宫 

"宏伟的绿色迷宫"

汉普顿宫融合了都铎王朝和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占地六公顷，位于泰晤士河
旁边。在没收了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宫殿后，亨利八世就在这里与其众多不幸
的妻子住。汉普顿宫以其美丽的公园而著称。很多音乐会和花卉展览都曾经
在这里举行。汉普顿宫的迷宫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点。这里更提供（
穿着古代服装的）导游陪同的行程。要去往汉普顿宫，游客可以从威斯敏斯
特，里士满和肯辛顿搭乘游船抵达，途中还可以欣赏到泰晤士河的美丽风光
。如果不搭船的话，也可以达成从滑铁卢到汉普顿宫的火车，每隔三十分钟
一班。开放时间随季节而变。在2012奥运会期间，这里也是男子女子道路自
行车赛的起点和终点。

 +44 844 482 7777 (Tourist
Information)

 www.hrp.org.uk/HamptonC
ourtPalace/

 hamptoncourt@hrp.org.uk  Hampton Court Way, East
Molesey, Mole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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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布罗克城堡 

"城堡荣耀"

彭布罗克的中世纪城堡高耸于传统的小镇。彭布罗克城堡是古代的惊人遗迹
，以其建筑，文化活动和传统交易会而闻名。必须在彭布罗克访问。

 +44 1646 68 1510  www.pembroke-
castle.co.uk/

 info@pembrokecastle.co.u
k

 Westgate Hill, Pembroke

 by Public Domain   

温莎城堡 

"和皇后一起品茶"

温莎城堡给游客一个欣赏皇室居住地的机会，并且追溯英国君主制的历史。
在威廉执政时期，这里曾经有一个皇家城堡，尽管已经被更改并重修。城堡
很大，所以人们喜欢在这里欣赏许多壮观的景物－国家公寓，圣乔治大教堂
，画廊和可爱的玛丽皇后玩偶陈列室。画作，古董家具，古董和给人深刻印
象的建筑反应了许多不同皇室成员的品味。拥挤的人群和排队在夏天很常见
，所以要留足时间。开放时间随季节而变化。请浏览网站查询更多信息。

 +44 303 123 7300 (Tourist  www.royalcollection.org.uk/visit  Castle Hill, Windsor

http://www.flickr.com/photos/flem007_uk/376581471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859-汉普顿宫
http://www.flickr.com/photos/davidcjones/496257719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embroke/680411-彭布罗克城堡
https://pixabay.com/en/windsor-castle-park-building-alley-275500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207240-温莎城堡


Information) /windsor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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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城堡 

"建筑与鸟舍"

这座古老的城堡距离伦敦仅有一小段车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短暂的
一日游可以让一种感觉真正地运到一个遥远的时间和地点。基本上是一对强
化的岛屿，庄园以其修剪整齐的土地，令人印象深刻的石头建筑和美丽的乡
村景色而闻名。更重要的是，由于坚定的保护措施，该设施的独特的鸟舍已
经变得比城堡本身更为人所知。查看网站的完整访问详情，包括私人活动信
息。检查网站的营业时间，因为他们季节性变化。

 +44 1622 76 5400  www.leeds-castle.com  enquiries@leeds-
castle.co.uk

 Off Broomfield Road,
Maidstone

 by Bob Collowân   

伦敦塔 

"权贵的历史"

900年的历史铸造了庄严并深藏其中的伦敦塔角楼墙，由壕沟和厚厚的城墙包
围着。伦敦塔最初由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作为据点开始修建，多年来由不同
的君主进行扩建。 它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古老的，那座白塔可以追溯到1078
年征服者威廉作为诺曼人至高无上的象征。尽管伦敦塔被用作皇家住宅、军
械库和铸币厂，但它最著名的地方是作为监狱和行刑地点，最著名的是安妮
·博林和凯瑟琳·霍华德。伊丽莎白一世、沃尔特·罗利爵士和爱德华五世
王子是被囚禁在这里的其他几个著名人物。叛国、阴谋和间谍活动的故事充
斥在这些历史性的城墙中，无数的秘密等待着被揭露。其中有趣的事伦敦的
乌鸦，传说中乌鸦成了吉祥物，因此而受到了保护。如今伦敦塔是一座博物
馆，也是皇冠珠宝之家。城堡的游览由约曼狱吏带领的带领，也被称为吃牛
肉的人。

 +44 20 3166 6000  www.hrp.org.uk/TowerOfLondon/  Lower Thames Street, St Katharine's
& Wapping, 伦敦

 by Christoph Matthias
Siebenborn   

Hever城堡和花园 

"旅游和更多"

在Hever村的Hever城堡和花园和您的家人度过这个假期。去划船或在获奖的
风景秀丽的城堡花园散步。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多的活动，游戏和充满乐趣
的水迷宫走过。每年一次的角逐比赛是在城堡场地发生的另一件事。此外，
这个地方可以聘请婚礼或生日派对。花园和城堡有不同的开放时间，对于确
切的操作时间，检查网站。

 +44 1732 86 5224  www.hevercastle.co.uk  info@hevercastle.co.uk  Hever Road, Near
Edenbridge, Hever

 by Gordon M Robertson   

苏德利城堡 

"科茨沃尔德城堡与皇家连接"

这座城堡坐落在美丽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建于1440年，曾经是亨利
八世的妻子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的家;她的身体位于城堡教堂。
苏德利在南北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这座城堡是Dent
Brocklehurst家族的家园，并收藏了Turner，Constable，Van Dyck和Rubens
的许多画作以及精美的家具。有1500英亩的地面，其中包括八个花园，冒险
乐园，野餐区和野禽保护区。城堡的音频旅游可用，并有一个展览中心和餐
厅。轮椅通道只适用于某些地区，因此请拨打进一步的信息。

 +44 1242 60 4244  www.sudeleycastle.co.uk
/

 enquiries@sudeley.org.uk  Castle Street, Winchcombe

https://www.geograph.org.uk/photo/5239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maidstone/350016-利兹城堡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ower_of_London_viewed_from_the_River_Thames.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590-伦敦塔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ever_Castle_2014_06_20_1.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ever_Castle_2014_06_20_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397206-hever城堡和花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rdon_robertson/562797398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73646-苏德利城堡


 by PAUL FARMER   

Penhurst地方 

"豪华大厦"

宏伟和皇家的经验等待着游客决定探索位于肯特郡汤布里奇附近的Penshurst
Place。属于西德尼家族，这座豪宅拥有历史悠久的花园和丰富的历史。这座
房子展示了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绘画，挂毯和家具的奇妙组合
，并展示了其奇妙的建筑。房子和花园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在11英亩的花
园里放松的野餐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44 1892 87 0307  www.penshurstplace.com/  contactus@penshurstplace
.com

 Penshurst Road, Penshurst,
Ton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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