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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addesdon.org.uk

罗斯柴尔德基金会慈善机构注册号：1138145
您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所有收入均用于沃德斯登庄
园的维护。

摄影: Chris Lacey, John Bigelow Taylor, Derek Pelling, Mike Fear, Chris
Wright, Stuart Bebb and Barry Keen © 国家信托基金会，沃德斯登庄园
Richard Byrant © Richard Byrant / arcaidimages.com

释 义

团体 – 15人或以上。成人和/或儿童，包括国家
信托基金会成员

团体必须提前14天预定并支付费用

组团单位可获得一个免费名额

仅能进入花园或进入别墅和花园

预先分发别墅定时参观票（如适用）

旅游大巴下车地点靠近别墅入口处

旅游大巴停放和司机茶点招待券

5-16岁儿童（包括5岁和16岁）

无障碍设施
别墅：我们可提供轮椅借用服务，数量有限，先来
先得。轮椅人士可入园参观（酒窖参观可特殊安排）。
别墅和马舍附近设有可供轮椅人士使用的卫生间。
出于安全考虑，别墅的每层楼一次仅允许两辆轮椅
进入，因此，如果旅游团有轮椅人士，请事先告知
我们。协助犬也可入园。拨打我们的团组预订电
话，我们会为您提供更多入园信息。

花园：虽然南露台（South Terrace）有较多砾石
和一些不平坦的小道，但花园多数区域是可以无障
碍进入的。参观马舍需经过一段较陡的斜坡。

地理位置
从M40高速路的7号出口（由南向北行驶）或9号出
口（由北向南）驶出，进入A41公路，在艾尔斯伯
里和比斯特购物村之间，出高速后仅 20分钟车程。

行车时间 （一般情况下）

伦敦（海德公园角） 1个半小时
伦敦（希斯罗机场） 1 小时
伯明翰（市中心） 1小时15分钟
伯明翰（机场） 1 小时
牛津 (Gloucester Green) 45 分钟

巴士抵达和停车
沃德斯登庄园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访的旅游大巴停
靠在喷泉区，游客可在此下车，这里白天都可以停
车。从喷泉区步行百米即可抵达庄园入口，游览结
束后，游客需要返回下车地点集合上车。如旅游团
提前预定参观门票，大车司机均可获茶点招待券。

预订信息
团体观光预订方式包括，拨打预订电话01296
653209（周一至周五，10:00-17:00），或电邮至
groups@waddesdon.org.uk。

付款
全部参观费包括所有门票、餐食、观光和品酒等费
用应在抵达前14天支付。提前支付参观费用可获
得团体优惠价格。可用万事达卡、VISA卡和美国
运通卡进行电话支付或银行转账；支票支付抬头为
罗斯柴尔德家族基金会（Rothschild Foundation）
并寄往“团体预定中心（Group Bookings）”。
所有价格包括增值税。

团组参观指南
2019

国家信托基金会

沃德斯登庄园
罗斯柴尔德家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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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和花园 成人团体票 儿童团体票

3月21日–10月28日                       £18              £9
周三至周日

花园 成人团体票   儿童团体票

3月21日–12月31日                         £9           £4.5
周三至周日(12月24、25、26日关闭)
花园、鸟舍、林地游乐场、餐厅和商店开放时间为
10:00-17:00;

别墅和酒窖开放时间为周三至周五12:00-16:00、
周六和周日11:00-16:00; 

建议最晚进园参观时间为14:30。

开放时间和门票价格

沃德斯登庄园由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于19
世纪70年代建成，主要用来保存他所拥有的18
世纪顶级艺术收藏品并招待上流社会人士。沃德
斯登庄园是一座具有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古
堡，建有英国最精致的维多利亚式花园以及大型
鸟舍和酒窖。沃德斯登庄园可游览景点甚多，可
作为一日游的完美选择；不过，您也可以将该庄
园与牛津、比斯特购物村、斯特拉特福和其它国
家信托基金会名下的名胜古迹的游览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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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导游陪同参观

参观选项和计划

普通团体参观
正常开放时间可供参观，可选择仅参观花园或是
选择别墅和花园均参观。

价格包括：
仅可进入花园或是别墅和花园

预先分发的定时参观门票（推荐）

旅游大巴停车车位和司机茶点招待券

为了使您的旅行更加完美，我们特意安排了各种
展示、花园漫步以及酒窖参观和品酒等项目。参
观别墅时，我们可还提供多语言语音导游器，包
括英语法语、德语和中文，先来先得，费用为3英
镑。

别墅参观时段有限，团体参观须提前预约。

语音视频导览
您可以将45分钟的语音视频导览加入您的行程当
中。票价为每人5英镑（团队最低票价为70英镑/
每团）

庄园藏宝探秘
您可以选择某个特定种类的藏品进行近距离的参
观，藏宝类别包括家具、瓷器、纺织、画作和典
藏精品。
    

家族庄园历史
详细介绍、回顾庄园别墅，花园和罗斯柴尔德家
族艺术收藏品的历史。

主题导览–冬季的沃德斯登花园及五
箭酒店午餐
2019年1-3月，每周一至周五

这个冬天和明年初春，游客可以跟随我们园艺导

游步行游览沃德斯登花园。园艺导游将与您分享

他们的园艺知识和在沃德斯登花园的工作体验。

随后前往沃德斯登村庄的五箭酒店享用两道式午

餐。费用为每人30英镑，国家信托基金会会员每

人22.5英镑，包含花园门票、导游服务和五箭酒

店两道式午餐。

别墅一楼、二楼或男宾楼
在知识渊博的沃德斯登庄园专职导游的陪同下，您

可参观别墅的一、二楼或是男宾楼。别墅周三至周

五开放，旅游团须在普通游客进入前参观。

票价为每人5英镑（团体票价最低为70英镑/每团）

花园漫步
在沃德斯登庄园专业园艺导游的陪同下，您可欣

赏沃德斯登庄园花园（Manor Garden）当季美

景，整个行程大约需45分钟。
票价为每人5英镑（团体票价最低为70英镑/每团）

风车山上的庄园档案馆和燧石屋
在导游的带领下，前往沃德斯登地界上的风车山

（Windmill Hill），参观档案馆和荣获英国皇家

建筑师协会奖项的燧石屋。
非国家信托基金会会员每人32英镑，国家信托基金会会员

每人25英镑，价格包含沃德斯登庄园门票。

风车山上的庄园档案馆和燧石屋。图片：Chris Lacey

沃德斯登庄园常年举办各种当代艺术展览 可帮助您
深入了解庄园别墅、艺术藏品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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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精选活动

庄园餐厅
抵达时咖啡服务
咖啡和自制饼干                                           £3.50 

咖啡和丹麦酥皮点心                                     £4.50

汤品菜单                                    £9.95

汤类和多种可选三明治或自制蛋糕组成的

熟食板套餐

含茶、咖啡和水

午餐精选                                           
两道式轻午餐                                             £14.95

海鳟和新鲜土豆泥，时令蔬菜配白葡萄酒黄油酱。

经典贝克维尔甜品和自制香草冰淇淋。

含茶、咖啡和水

两道式时令午餐                                         £20.50

选自沃德斯登庄园餐厅菜单

含茶、咖啡和水

另可提供各价位的定制菜肴和蔬菜搭配，并可满足

各种饮食要求。详情请垂询。

下午茶
传统下午茶                                              £20.50

精选美味小吃和美味甜点

奶油茶点                                                   £7.50

凝脂奶油司康饼和草莓酱选配各种茶水

五箭酒店
传统下午茶                                              £20.50

精选美味小吃和美味甜点

我们了解大多数旅游团希望统一用餐，为此，我们为旅游

团提供多种预订选项。请参观前14天确定旅游团人数并全

额付款以便安排。

其它餐厅包括夏日馆（Summer House）和咖啡吧（Coffee Bar），

营业时间为11:00-17:00点，具体因天气而异。沃德斯登庄

园拥有酒类饮料和葡萄酒销售执照。

庄园商店
庄园商店提供各式各样沃德斯登庄园特有的商品，您
可在此购买旅行纪念品或馈赠佳品；商店还提供罗

斯柴尔德家族葡萄酒、特产食品、精美珠宝、包袋

以及园艺礼品。旅游团通常喜欢尽早选购商品，以避

免拥挤的下午时段；我们的员工将乐意提供存放服

务，游客可在每日闭园时取回。

The Treaterie
The Treaterie 位于庄园马舍，每日供应新鲜烘焙

的甜品和糕点。店里所有的可丽饼和华夫饼，冰淇

淋，蛋糕，酥皮面包，马卡龙，乳脂软糖和甜品都

出自于烘焙小组的手工制作，并盛放在时髦且令人

倍感舒适的器具中待您品尝。

五箭酒店（Five Arrows Hotel）
沃德斯登庄园地产旗下的五箭酒店去年成功推出了

老驿站乡村别墅作为旅游团组午餐场所，今年，沃

德斯登庄园团队继续在五箭酒店推出团组下午茶。

五箭酒店的老驿站乡村别墅车位多，停车方便，有

一个可以容纳80人的包间，非常适合团队，而且周

围景色宜人，直接通往花园。不论是要参观沃德斯

登庄园的别墅和花园，还是在往返伦敦至牛津、比

斯特、科茨沃兹和斯坦福德的路上，五箭酒店都是

团队用餐的理想之选。

购物和美食

专属品酒体验
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全球最知名的葡萄园并以独特

的方式进行经营，我们可为您安排专场品酒体验和

讲座。

体验活动包括在酒窖中的浅尝以及在午餐或晚餐上

享受盛大且专人服务的品酒体验。丰俭随意。

私人酒窖参观
您可以让沃德斯登庄园导游陪同参观沃德斯登庄园

酒窖（Waddesdon Manor Wine Cellars），并为您

讲解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丰厚的酿酒遗

产以及酒窖中约13,000瓶私藏葡萄酒。

参观结束时，游客将有机会品尝两种罗斯柴尔德家

族葡萄酒。
品尝两种葡萄酒费用为每人7英镑（团体最低98英镑/每团）

品尝三种葡萄酒费用为每人10英镑（团体最低140英镑/每团）

罗斯柴尔德家族珍宝展
2019年5月25日起开放
这项全新展览为大家展示沃德斯登庄园独有的罗斯
柴尔德家族收藏品，汇集用珍稀材料制作而成的各
种稀世珍宝。丰富多样的珍品一齐闪亮登场，意义
深远且极具吸引力，让游客们有机会欣赏并了解对
罗斯柴尔德家族意义非凡的奇珍异宝，包括各种银
、镀银、水晶、琥珀、象牙或珐琅制品，以及令人
叹为观止的珠宝和精密复杂的钟表等。

沃德斯登庄园圣诞集市
11月16日（周六）至12月22日（周日）

（周三至周日开放，周一和周二停展）

11:00-18:00

沃德斯登庄园一年一度的圣诞集市在花园举行，以

庄园最靓丽的风景线为背景，是庄园最受欢迎的活

动。在圣诞集市上您将会发现许多别出心裁的圣诞

礼物和节日食品，您也可以将此活动与参观别墅、

享用庄园午餐结合起来，绝对是您开启欢乐假日的

完美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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