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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坦博物馆 

"发现当地历史"

1783年，阿基坦博物馆开放展出宝石。直到1862年，它才成为当地历史，考
古学和民族志博物馆，并以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名字。该建筑分为四层，其中5
000平方米（53,820平方英尺）用于永久收藏，1000平方米（10,764平方英尺
）属于临时展览，4500平方米（48,438平方英尺）
）储备股票。收藏品绘制了该地区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的生活，在高卢 - 罗马
时代和中世纪走过了一段弯路。来自包括非洲和南海诸岛在内的海外收购在
展出的对象中占有重要地位。博物馆还设有参考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和专业
图书馆。免费入场，但博物馆可以收取临时展品;请致电或查看网站了解更多
信息。

 +33 5 56 01 51 00  www.musee-aquitaine-bordeaux.fr/  20 Cours Pasteur, 波尔多

 by Marc Ryckaert (MJJR)   

罗汉宫（Hôtelde Ville de
Bordeaux） 

"清醒的建筑与豪华的内饰"

这个严峻的18世纪的建筑主办波尔多的市政厅。这座建筑耗时13年建造（177
1年至1784年）。在庭院的两侧，低矮的建筑物将主楼与柱廊连接起来。后门
面延伸了两个低栏杆展馆，设有装饰着花环的凸窗。尽管进行了大量翻新工
程，但宫殿原有的巨大楼梯依然保持完好，一楼的客房拥有美丽的镶板，餐
厅装饰着错综复杂的人像。两种风格的装饰，一个庞培，另一个更古老，在
这个时期唤起了波尔多内饰的纯粹精致。

 +33 5 5610 2031  www.bordeaux-tourisme.com/uk/bor
deaux_patrimoine_mondial/joyau_de
_l_architecture/quartier_de_l_hot
el_de_ville.html

 7 Place Pey-Berland, 波尔多

 by D.Delmarès   

装饰艺术博物馆 

"发现装饰艺术"

这座独特的酒店自1880年以来由该市所有，于1779年为议会议员Pierre de
Raymond de Lalande建造。它欢迎收藏的绘画，雕刻，微缩模型，雕塑，家
具，陶瓷，玻璃器皿和银器。博物馆共有三层，临时展览面积为300平方米（
3229平方英尺）。永久收藏，使得从18世纪和19世纪发现法国装饰艺术（尤
其是波尔多）的模型。餐厅和茶店每天都欢迎游客，星期天除外，从11点到6
点。

 +33 5 56 10 14 00  musad@mairie-bordeaux.fr  39 rue Bouffard, 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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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chel BUZE   

波尔多美术博物馆 

"精美的收藏"

波尔多的美术博物馆于1801年由拿破仑·波拿巴创立。 1829年，策展人获得
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280幅作品。荷兰的绘画把这个城市的
公共收藏提升到了全国最好的一个。建筑物的南北两翼于1994年进行了翻新
，现在是16世纪到18世纪的法国和外国艺术学校的所在地。最值得一提的是
意大利和荷兰学校的展品，以及从浪漫到印象派时期的一些19世纪和20世纪
的作品。博物馆还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信息中心，一个摄影实验室和一个
售卖明信片和印刷品的商店。

 +33 5 5610 2056  www.musba-bordeaux.fr/  musbxa@mairie-
bordeaux.fr

 20 Cours d'Albret, 波尔多

 by PA   

Le GrandThéâtre 

"波尔多歌剧院"

1773年至1780年由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建造，大剧院被认为是欧
洲最美丽的18世纪建筑之一。着名的公司，如波尔多阿基坦国家交响乐团，
在这里演出，但该节目也喜欢歌剧和芭蕾爱好者。这个极好的剧院在1990年
和1991年进行了翻新，在蓝色的色调，镀金增强。大咖啡厅欢迎观众和希望
享用咖啡或午餐的游客。那些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剧院的人可以预定参观这个
超级建筑的历史。

 +33 5 56 00 85 95  www.opera-bordeaux.com/  info@opera-bordeaux.com  2 Place de la Comédie,
波尔多

 by Hermes Rivera on 
Unsplash   

波尔多葡萄酒学校（Ecole du

Vin） 

"为了爱的酒"

Ecole du Vin是位于波尔多中心的闻名世界的葡萄酒学校。在葡萄酒的国家
，这可能是培养你的调色板和发展品味敏锐的最佳方式。波尔多葡萄酒学校
提供各种课程。你可以采取密集的程序，或点菜程序，根据您的需要定制。
如果你正在短途旅行，请注册最短的夏季课程。有了这样的课程，这所学校
将永远让你兴致勃勃。

 +33 5 56 00 2285  www.ecoleduvindebordeau
x.com/us/

 ecole@vins-bordeaux.fr  3 cours du XXX juillet,
波尔多

 by Reinhardhauke   

圣Seurin大教堂 

"盛大的宗教纪念碑"

这座十一世纪的大教堂坐落在一个古老的基督教遗址上，是一个专门的全球
遗产。它同时也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礼拜场所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宗教音
乐音乐厅之一，因为这座大教堂具有非常好的音响效果。格里高利咏唱团和
儿童合唱团经常在节目中，以及器官音乐会和欧洲爱乐乐团。建在新哥特式
风格，包括中世纪的建筑元素，教会有一个地下隐窝隐藏壁画和石棺可以追
溯到6世纪，证明了最早的基督徒的艺术。

 +33 5 56 93 89 28  Place des Martyrs-de-la-Résistance, 波尔多

 by Marc Ryckaert (MJJR)   

Cimetièrede la Chartreuse（La
Chartreuse公墓） 

"波尔多的拉雪兹神父版"

被誉为波尔多对巴黎着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回答，许多知名人士都葬在这
里，包括戈雅，拉科尔，弗里斯特里斯坦和高更的祖母。像它的大型对象一
样，它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各种古迹的家园，因此提供了一个19世纪的雕塑
世界的窗口。其适宜的和平气氛也让人想起巴黎的墓地。 Cimetièrede la
Chartreuse是波尔多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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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5 56 93 17 20  Rue François de Sourdis, 波尔多

 by Ardfern   

当代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
-CAPC 

"现代艺术的靖国神社"

这座博物馆位于19世纪建造的旧港口仓库，现在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艺
术界的主要动向。作品以专题或专题形式展示，许多年轻艺术家被赋予自豪
感。参观者可以欣赏到永久收藏中的700多件作品以及几件临时展品，共140
位艺术家。参观完画廊之后，图书馆和书店非常适合喜欢读书的人，而美食
家可以在CaféduMusée休息。

 +33 5 56 00 81 50  www.capc-bordeaux.fr/  7 Rue Ferrère, 波尔多

 by Pline   

波尔多公共花园 

"文化与放松"

这个青翠的空间是波尔多繁忙的心脏平静的一个岛屿。它有草坪完美的日光
浴以及一个湖，欢迎众多的鸭子和天鹅。除了花园本身，游客还可以发现植
物园，植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图书馆和标本馆。这个花园创建于18
世纪。最初由A.J.设计的法国花园加百列，它在十九世纪中叶被邦芬改造成
英式花园。

 +33 5 56 00 66 00  www.bordeaux-tourisme.com/uk/bor
deaux_patrimoine_mondial/joyau_de
_l_architecture/quartier_du_jardi
n_public.html

 Cours de Verdun, 波尔多

 by Museum d'histoire
naturelle de Bordeaux   

波尔多自然历史博物馆 

"了解自然栖息地"

波尔多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811年开业，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之一。坐落在毗邻Le Jardin
Public公园的迷人的私人大厦内，Muséumd'Histoire Naturelle拥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动物学标本。它包括属于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家族以
及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和昆虫的当前物种，包括有灭绝风险的物种。相当
大的空间是致力于当地野生动物和古生物，与化石令人印象深刻的收集。图
书馆对研究人员开放，商店提供其他作品的博物馆出版物副本。

 +33 5 56 48 29 86  www.bordeaux.fr/  museum@mairie-
bordeaux.fr

 5 Place Bardineau, 波尔多

 by DaveM93   

植物园 

"追踪工厂历史"

Le Jardin Botanique de Bordeaux是波尔多历史悠久的植物园。分散在0.5
公顷（1.2英亩）的绿地上，这个花园里种植着大量的植物物种，其中一些可
以追溯到17世纪初。目前的花园建于1858年，是该地区第一个药用花园。在
这里可以找到当地的阿基坦植物以及北美和远东地区的外来物种。波尔多植
物园（Jardin Botanique de Bordeaux）有一个美妙的博物馆，里面种有永
久的种子，水果，树叶，草药等等。公园内还设有展览厅和会议厅，作为植
物学研讨会，教育研讨会和类似活动的场地。

 +33 5 5652 1877  jardin-botanique-bordeaux.fr/  Esplanade Linné, 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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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oe Kong on Unsplash   

123 Galerie MLS 

"支持艺术"

凭借码头轻松的地理位置，123 Galerie MLS是为数不多的艺术院校学生和年
轻的独立艺术家能够在艺术圈内进行曝光的少数艺廊之一。这个画廊以来自
非洲大陆着名艺术家的精彩艺术作品展示了来自不同文化的思想和思想的汇
合。艺术家，艺术品收藏家，经销商以及广大艺术爱好者之间的不断对话，
使得这个颇受追捧的画廊受到欢迎。

 +33 9 6344 3286  marielyssinga@gmail.com  123 quai des Chartrons, 波尔多

 by Rodrigo Abreu on 
Unsplash   

Châteaude Malleret 

"专家葡萄酒生产商"

Châteaude Malleret酒庄也许是位于Le Pian
Medoc公社的最古老的酿酒厂，离波尔多市中心约20分钟路程。 Châteaude
Malleret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当时它是Pierre
Eyquem的住所。葡萄酒庄园的名字来源于被称为Pierre de
Malleret的房子的所有者，他在1597年被路易十四（Lord
XIV）所威严地封为骑士。今天，葡萄酒庄园被称为SCEA Malleret的顶级葡
萄酒生产商所拥有，参观还原屋和地窖，您可以在这里了解葡萄园的葡萄品
质以及制作精美葡萄酒的过程。呼吁团体约会和更多的信息。

 +33 5 5635 0536  www.chateau-
malleret.fr/

 contact@chateau-
malleret.fr

 Chemin de Malleret, Le
Pian Medoc

 by David Perez   

圣让d'Etampes教会 

"历史的天主教标志"

由于十九世纪的巨大重建，Eglise Saint-Jean d'Etampes最初由十二世纪的
木材建造而成。这座三层砖拱建筑是罗马式建筑的巨石柱的完美典范，并被
宣布为城市的纪念碑。教堂是主要的广场，有一个可追溯到1648年的耶稣受
难像。教堂的尖顶在主广场顶上有一个钟形，通向40米高（131英尺）的尖顶
。教堂的外观由各种雕塑构成，象征着当时的天主教和文化。这个教堂是一
个宗教纪念碑，教堂的文物象征着革命时期的斗争。检查旅游网站了解更多
详情。

 +33 5 5678 4772 (Tourist
Information)

 www.otmontesquieu.com/  rue Latapie, La Brède

 by Renate Helgerud on 
Unsplash   

阿卡雄水族馆（阿卡雄博物馆和水族

馆） 

"海底生活"

这个博物馆 - 水族馆提供了一个两个在海上壮观的壮观。博物馆包括动物学
，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海底生活历史（不要忘记牡蛎养殖）的各个
方面，而水族馆则揭示了当地海洋生物的一些最非凡的标本，如软体动物，
甲壳类动物，沙床，甚至绿海龟。水族馆的36个水箱总共容纳了55000升的海
水。自1867年以来，博物馆 -
水族馆一直与海洋生物大学的实验室合作，共同组建了海洋生物站。

 +33 5 5683 3332  musee-aquarium-arcachon.fr/  2 Rue du Professeur-Jolyet,
Arca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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