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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博物馆 

"获得国际认可的博物馆"

专门陈列二十世纪艺术展览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于1966年建成，现在位于一个
被改建了的仓库里面。博物馆除了永久保存的绘画作品展览，还有定期的展
览，主题为现代雕塑、摄影、绘画、印刷、陶艺以及纺织品等等。不要因为
建筑物外墙毫无特色的装饰而气馁，实际上，一进入博物馆您就会发现纯然
的白色墙壁将展览完美的烘托了出来。博物馆还有包括讲座、音乐会以及电
影的综合节目。博物馆内有一个商店，店内有各种各样和艺术相关的书籍、
艺术品、海报以及其他物品，是您购买礼品的理想场所。

 +44 1865 72 2733  www.modernartoxford.org
.uk/

 info@modernartoxford.org
.uk

 30 Pembroke Street, 牛津

 by Wiki alf at English
Wikipedia   

科学历史博物馆 

"以往的时代的科学仪器"

对于为那些喜爱欣赏早期科学仪器的美和工艺的人群来说，科学历史博物馆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博物馆于1683年建成，最初是艾西摩林博物馆。馆
内存有世界闻名的刘易斯・伊文斯收藏的藏品如钟表、日晷以及其他数学和天
文学仪器。馆中最有价值的藏品包括爱因斯坦在牛津大学就相对论进行讲学
时所使用过的黑板（黑板上满是演算公式）。

 +44 1865 27 7280  museum@mhs.ox.ac.uk  Broad Street, 牛津

 by Adam Piontek   

汤姆塔 

"基督教堂学院引人注目的入口"

矗立在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门口的汤姆塔本身就是一个路标。 这个宏伟的
八角形塔建筑有一个覆盖上铅的圆形屋顶，是由英国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克里斯多夫．雷恩爵士于1682年设计修建而成。塔楼位于一栋十六世纪建筑
的顶部和拱廊初，该建筑中放置着大汤姆钟-牛津声音最大的钟，重量超过了
七吨。汤姆钟每天晚上九点零五分准时敲响一百零一次，不仅仅是为了纪念
塔楼完成时基督教堂学院中有一百零一名学生，而且也是因为这些学生上床
睡觉的时间是九点零五分。

 +44 1865 27 6150  2 Speedwell Street, 牛津

 by soham_pablo   

基督教堂学院 

"牛津最著名的学院"

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最著名、最宏伟、可能还最漂亮的学院。早在西元八世
紀就以女修道院之面貌出现于此。1525年渥西主教创立了这座学院，1545年
，它变成了基督教堂。这座学院教堂，同时也是牛津主管教区的教堂。教堂
的建筑还包含了重修的圣殿圣佛莱兹史怀德主座堂，圣佛莱兹史怀德是牛津
的守护神。堂中有丰富的彩绘玻璃，彩绘作者包括阿布拉汉.凡.林格和爱德
华.伯恩-琼斯。此外还有一个十分珍贵罕见的镶板，上面描绘着圣托马斯.贝
克特殉教的场面。

 +44 1865 27 6150  www.chch.ox.ac.uk  porters@chch.ox.ac.uk  St Aldate's, 牛津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60551-现代艺术博物馆
https://tools.wmflabs.org/commonshelper/
https://tools.wmflabs.org/commonshelp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13710-科学历史博物馆
http://flickr.com/photos/damek/32143236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13741-汤姆塔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oham_pablo/342292407/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05062-基督教堂学院


 by Dimitry B.   

基布尔学院 

"多彩的砖砌马赛克建筑"

基布尔学院创立于1868年，是牛津第一个用砖而非石头建成的学院，也是第
一个由公众捐助而非某一个富翁的慷慨建成的学院，还是第一个用走廊代替
以前的房间引导上楼的学院。基布尔学院的红色、黄色和蓝色的砌砖给人以
不同的感受，也使得学院显得与众不同。学院教堂内部墙壁用威尼斯式马赛
克加以装饰，为了保证其真实的感觉，还专门从威尼斯进口了工匠和一个烤
箱，使得他们能够在这里施工。

 +44 1865 27 2727  www.keble.ox.ac.uk/  Parks Road, 牛津

 by MarlonRondal   

基督教堂学院美术馆 

"大师的作品"

基督教堂学院美术馆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学院美术馆。美术馆中的陈列作品始
于十八世纪基督学院的校友-约翰·吉斯将军的私人收藏，他将自己收藏的上
百扶绘画作品和约计2000件的素描作品作为礼物捐赠给美术馆。从那以来，
美术馆收藏了许多永久藏品，如范戴克、哈尔斯的作品，以及许多大师的素
描画，其中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鲁本斯。馆中还有英国玻璃制品以及
俄国肖像作品展览。纯粹的参观游览免费进入。

 +44 1865 27 6172  www.chch.ox.ac.uk/galle
ry

 picturegallery@chch.ox.a
c.uk

 St Aldate's, 牛津

 by tucaiuly   

瑞德克利夫拱形建筑物 

"城市中最漂亮的建筑物之一"

将这个角落进入瑞德克利夫广场，你就知道为什么瑞德克利夫拱形建筑是牛
津最受推崇的建筑物之一了。该建筑是英国第一个圆形图书馆，由牛津大学
的毕业生约翰.瑞德克利夫修建而成，他还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和全部的医学
书籍捐赠给了牛津大学。建筑工程开始于1737年，到了1860年，建筑成为了
博德莱安图书馆的一部分。现在则成为了不对外开放的阅读室，
但是仅仅是漂亮的建筑外观就值得你前往游览了。

 www.bodleian.ox.ac.uk/bodley/find-
us/radcliffe_camera

 Radcliffe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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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oloieg   

默顿学院 

"最早的学院"

默顿学院不是牛津最知名的学院，但却是最大的学院之一，还是最古老的三
个学院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贝利奥尔学院和大学学院）。默顿学院由瓦尔
特.默顿创立于1264年，拥有整个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建築物以及最古老的中世
纪图书馆。

 +44 1865 27 6310  www.merton.ox.ac.uk/  ruth.bryant@merton.ox.ac
.uk

 Merton Street, 牛津

http://flickr.com/photos/ru_boff/47271254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05082-基布尔学院
https://pixabay.com/photos/oxford-university-london-oxford-2456589/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60509-基督教堂学院美术馆
https://pixabay.com/photos/oxford-radcliffe-camera-architecture-2099962/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13735-瑞德克利夫拱形建筑物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inosaurs_on_display_at_the_natural_history_museum.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13762-大学博物馆
http://www.flickr.com/photos/loloieg/26293849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05066-默顿学院


 by ninara   

新学院 

"古老而漂亮"

在新学院大道和皇后学院大道的交汇处，从狭窄的门楼进去，您就会看到新
学院了，新学院远比你的想象更大、更漂亮，是牛津第七个建成的学院（137
9年建成），也是第一个招收本科生的学院。学院拥有古城墙，采用放庭院设
计，建筑历史可以追溯至十五世纪。十八世纪晚期托玛斯.杰外斯在学院的礼
拜堂的一扇窗上留下一幅绘画。画中描绘的基督降生的场景方式在当时引起
了巨大的争论， 因为艺术家将当时的社会人物融入了画中，例如，诗人谢里
登的妻子成为了圣母玛利亚。

 +44 1865 27 9500  www.new.ox.ac.uk/  admissions@new.ox.ac.uk  Holywell Street,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

 by Odicalmuse   

皇后学院 

"精美而经典的建筑"

皇后学院可能是牛津大学古典建筑中最精美的。学院修建于1340年，但最初
的建筑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四边形建筑要归功于十七世纪和十
八世纪的重建计划。前面的四边形建筑深受设计师尼古拉斯·霍克斯穆尔的
影响，尤其值得一看。面向高街的屏幕墙也要归功于霍克斯穆尔，尽管人们
认为它是由一位当地的泥瓦匠威廉.汤森德所创作。皇后学院仅对参加正式城
市旅游团的游客开放。

 +44 1865 27 9120  www.queens.ox.ac.uk/  admissions@queens.ox.ac.
uk

 High Street, 牛津

 by Toby Ord   

植物园 

"激动人心的花园"

植物园修建于1621年，最早是为了提供医药草本植物而修建的，时至今日，
植物园已经拥有了八千多种不同的植物，园中布局紧凑、漂亮，准确的反映
出了都铎和斯图亚特学院花园的外貌。植物园位于中央地区靠近边缘的地方
，由于地方不醒目而很容易被人忽视，但即使需要多走几百码达到高街的尽
头，也是很值得的。除了圣诞节和受难节之外，植物园每天都对外开放。

 +44 1865 28 6690  www.obga.ox.ac.uk  admin@obg.ox.ac.uk  Rose Lane, 牛津

 by Steve Cadman   

摩德林学院 

"拥有鹿苑公园的学院"

摩德林学院位于高街的醒目的钟楼已经成为了整个城市的一个路标。摩德林
塔高达144英尺，在内战时期曾经被用观察点之用。每年5月1日的早晨，摩德
林院学校合唱团都会在塔顶上歌唱，欢唱夏季的到来，而塔楼下面的街道上
则是成千上万欢庆不已的人们。该学院是整个牛津大学最宽敞的一个学院，
占地面积一百英亩，拥有超过一英里长的迷人水道，还有自己的鹿苑。免费
进入。

 +44 1865 27 6000  www.magd.ox.ac.uk/  High Street, 牛津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flickr.com/photos/ninara/295489245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05086-新学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acade_of_The_Queen's_College,_Oxford,_2020.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05072-皇后学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xford_Botanic_Garden_in_Autumn_2004.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5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13745-植物园
http://www.flickr.com/photos/stevecadman/207237698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oxford/105029-摩德林学院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