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st Free Museums in London"

创建: Cityseeker

10 位置已标记

 by Luke Massey & the
Greater London National
Park City Initiative   

大英博物馆 

"伦敦最热门的历史旅游景点"

大英博物馆是伦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库。藏
品于1753年遗赠给国家，博物馆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希腊复兴式建筑建于19世
纪。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博物馆的藏品大量增加， 藏品主要是英国于18世
纪至19世纪英国对外扩张中得来而闻名，至今藏品已超过650万件。这个博物
馆占地约5.5公顷（14英亩），根本不能在一次参观中看完所有藏品。 著名
的罗塞塔石碑、亚述浮雕、帕特农神庙大理石和大量的埃及收藏品是大英博
物馆最著名的几件展品。

 +44 20 7323 8299  www.britishmuseum.org  information@britishmuseu
m.org

 Great Russell Street,
Bloomsbury, 伦敦

 by jimbowen0306   

泰特美术馆 

"今天的新升星星"

在2000年正式对外开放，这个艺术廊让很多工业从业员、艺术爱好者和游客
都感到赞叹。这个位于河边单调的水泥区的博物馆，本来是一个发电站，改
造后仍然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特征。在这里展出了很多富有创意和吸引人眼球
的艺术作品，从1900年到现代，从本世纪的著名艺术家到崭露锋芒的现代艺
术家。入场免费，但欢迎捐款。这是来到伦敦一定要看的景点。

 +44 20 7887 8888  www.tate.org.uk/visit/t
ate-modern

 visiting.modern@tate.org
.uk

 Bankside, 伦敦

 by Ethan Doyle White   

伦敦博物馆 

"伦敦通过年龄"

伦敦博物馆本身站在一个罗马堡垒的位置。它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全面的城
市博物馆之一，探索伦敦城市生活从史前时代到现在的各个方面。博物馆还
定期举办各种展览，其中包括描绘1666年悲剧的巨大火灾经验。其他画廊的
重点是公共交通，儿童，甚至是可怕的。这个博物馆也是一个由各种人和组
织资助的慈善协会。

 +44 20 7001 9844  www.museumoflondon.org.
uk/museum-london

 info@museumoflondon.org.
uk

 150 London Wall, 伦敦

 by Joyofmuseums   

英格兰银行博物馆 

"金钱和更多，更多"

这座博物馆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英格兰银行。它追溯了从1694年由“皇家宪章
”（Royal Charter）创立的“老太太”（Old Lady）这个银行的历史，到迄
今为止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角色。展品包括早期的写作设备，曾用于防御银行
的武器，以防1925年至1939年间银行重建时发现的劫匪，硬币，照片和考古
发现，其中包括四个极为罕见的罗马金条。世行还举办定期的儿童展览和活
动。

 +44 20 7601 5545  www.bankofengland.co.uk
/museum

 museum@bankofengland.co.
uk

 Bartholomew Lane, Bank of
Englan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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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iliff   

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 

"伦敦最好之一"

V&A展示了一个远去时代的丰厚文化底蕴。这里的展品超过450万件，包括陶
瓷、时装、家具、玻璃、金属制品、照相、印刷品、雕塑和纺织品等。这些
展品有来自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也有来自中东和埃及。游客还可以在这里
欣赏到欧洲的后古典主义雕塑。博物馆不时都会为藏品举办展览。游客还可
以在这里购买书籍、文具、礼品和首饰。如果胃口好的话，还可以到V&A咖啡
厅品尝一顿。

 +44 20 7942 2000  www.vam.ac.uk/  bookings.office@vam.ac.u
k

 Cromwell Road,
Knightsbridge, 伦敦

 by Christine Matthews   

科学博物馆 

"世界著名的接触体验"

科学博物馆拥有7层楼，都为探索科技历史和展望未来提供了机会。通过控制
台，你可以自己掌握科学的规律，你可以继续前进到一个需要观众参与的交
互式展厅前排队－无论是接触还是刺激脑部的展览。博物馆涵盖了医学历史
到核子物理。为了挑战对于许多孩子来说都很枯燥的科学，这里大多数的设
备都可以触碰，观看和回味，这些使得博物馆变的十分受孩子的欢迎。你可
以在最新式的科学工程里欣赏艺术级的展览。博物馆特别的特色包括机器人
告诉你30年后长成什么样以及天线，在科技领域里经久不衰的新品展示。这
双翅膀同时也透露了更为成熟的想法，特别是在科学现在与伦理有关的进退
两难的局面。另一个受欢迎的亮点是播放2D和3D电影的IMAX电影院。

 +44 20 7942 4000  www.sciencemuseum.org.u
k/

 info@sciencemuseum.ac.uk  Exhibition Road, 伦敦

 by Diliff   

自然历史博物馆 

"伦敦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在这个伦敦最受欢迎的博物馆里，你可以探索地球从史前时期到今天的自然
历史进程。在1881年博物馆搬到现在的地址。由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操刀设
计的，这座博物馆现在已经是伦敦最美丽、整理得最好的博物馆之一。这个
神圣殿堂里现在收藏有超过300年历史的藏品和6800万个标本。博物馆展区被
分为生命与地球两个画廊。这里的藏品多得一天无法看完，而你的脚累了，
你的脑袋还是想要继续。孩子看到恐龙骨架、喷发的火山模型和实物大小的
蓝鲸模型，肯定会兴奋不已，而且他们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次经历
。

 +44 20 7942 5000  www.nhm.ac.uk/  Cromwell Road, South Kensington,
伦敦

 by markhillary   

V＆A童年博物馆 

"有趣的儿童和成人一样"

这座博物馆位于东区的中心地带，是历史的一部分。 V＆A童年博物馆展示了
大量的游戏，玩具和托儿所物品，这对儿童和成年人来说都很有趣和迷人。
这些展品包括从17世纪直到现在的配套齐全的娃娃屋，泰迪熊，魔术灯笼，
娃娃，木偶，模型，微缩模型，窥视片和儿童时装。和你的小孩一起去这个
地方，重温童年的日子。

 +44 20 8983 5200  www.vam.ac.uk/info/tran
sforming-the-va-museum-
of-childhood

 moc@vam.ac.uk  Cambridge Heath Roa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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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aul Hudson   

霍尼曼博物馆和花园 

"广泛的文物收藏"

房屋迷人的藏品从民族志到乐器，参观霍尼曼博物馆和花园是一个真正迷人
的经验。此外，博物馆还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一瞥在活水水族馆威胁的海
底世界，游客可以在池塘，湖泊和海洋环境中看到丰富多样的生物。霍尼曼
花园完成景点名单。花园原本是弗雷德里克·霍尼曼（Frederick Horniman
）家的一部分，花园里有很多可供游客参观的地方。在夏季，这里举办了许
多音乐会，为年轻的游客提供娱乐设施。入场博物馆和花园是免费的。

 +44 20 8699 1872  www.horniman.ac.uk/  100 London Road, Forest Hill, 伦敦

 by Katie Chan   

国家海事博物馆 

"大不列颠的光荣海事传统"

国家海事博物馆明亮通风，这里呼啸而过的风会让游客感觉置身于船的甲板
上。这里的展厅经常举办各种展览，更提供互动体验，如打开厚重的舱门口
、转动方向盘和使用海盗浆。游客更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古代服装，追溯尼
尔逊将军的海事生涯、观看海上客运的纪录片，看看大不列颠的海事黄金时
期的生活，更可以参加各种研讨会。在青葱的全球花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
了解到当年水手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异国植物。

 +44 20 8858 4422  www.rmg.co.uk/national-
maritime-museum/

 bookings@nmm.ac.uk  Park Row, Greenwich
Peninsula,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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