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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世界各地的游客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堡”参观游玩。我们团
队诚迎八方来客，凭借一流周到的客户服务及团体游客专属服务荣膺CPT享负盛
名的“适合大客车停放的旅游景点（Coach	Friendly）”大奖，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与骄傲。

利兹城堡位于肯特郡中心地带，毗邻伦敦与海峡港口间的M20公路，地理位置得
天独厚，无论您的团体游客来自英国国内还是海外，都可轻松方便地抵达。您的参
观之旅将轻松无虞，团体游客可选择提前预订城堡主题游、专家讲座以及在园艺
团队带领下的城堡游览，以节约游览当天的时间。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活动安排和节目，包括九月的热门团体活动“花卉节”。我们
美丽的花园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大的改造，这是我们六年重建项目的一部分；未来，
庄园将新造新植多片花园，让您畅享更多探索乐趣。

利兹城堡一日游还可以提供各种奇妙多姿的季节性活动，如精彩刺激的猎鹰表演
和悠闲惬意的护城河泛舟游览。

我们期待您的团体前来参观利兹城堡。

团体优惠

门票折扣

团体的领队及旅游大巴的司机可以免费入场

提供大量免费硬地面停车位

方便旅游大巴上下客

旅游大巴的司机可获得免费餐券

专门的预订部门可帮您规划完美的一日行程

特别团体餐单（须提前预订）

专家团讲座及城堡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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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在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中就首次记录了艾斯利兹庄园，但直到1119年，
罗伯特·德·克雷维格（Robert	 de	 Crevecoeur）才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了第一座石
堡。

皇室生活的巅峰时刻是在1520年5月22日——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王后阿拉
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率五千多名士兵向法国“金缕地”进军途中于
此城堡落脚一晚。在1278年至1437年期间，利兹城堡曾是6位中世纪英格兰女王
的财产。

利兹城堡直到1553年都属于皇室，之后赐予了安东尼·斯特·莱格爵士	
（Sir	 Anthony	 St	 Leger），奖励他在镇压爱尔兰人的过程中为亨利八世立下的汗
马功劳。接下来的三百年间，这座城堡分别经历了Smythe、Culpeper、Fairfax、	
Wykeham	Martin家族时期。

1926年，威尔逊·菲尔默（Wilson	Filmer）夫人（后来成了贝莉夫人（Lady		Baillie））	
购买了城堡和地产，将这里改造成招待好莱坞电影明星、政府官员甚至欧洲王室
成员的奢华会所。

二战期间，城堡用作照顾伤残军人的战地医院，贝莉夫人和她的女儿们积极照顾
伤员，帮助伤员恢复健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之后，她和著名的室内设
计师史蒂法纳·布丁（Stéphane	 Boudin）重新对城堡内部进行了翻新，	创造了20
世纪中期英格兰最成功的设计方案。

900年的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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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导游之旅
来到城堡大厅中感受引人入胜的私人导游游览，一探城堡过往的光辉岁月。游览
时间约为1小时，可选择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及汉语普通话服务。城堡之旅必
须提前预订，游览将于非开放时间进行，项目开始时间为上午9点15分、9点30分
和9点45分（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自助游
在休闲时探索这片土地和城堡。提前进行预订，可节约参观当天的时间。如果您可
确保团体参观人数与预订时所填写的人数接近，我们将不胜感激，因此，在您抵达
售票处时，请对此进行确认。

主题导游之旅
旅游团体可以预订自己的主题导游之旅，如令人着迷的“石头中的历史之旅”；或
者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楼上之旅”和“楼下之旅”，探悟城堡的前世今生。

专家讲座
我们的午后专家讲座于教育套房举行，可提前预订。主题包括“利兹城堡的历史”、	
“武器与盔甲”以及2020年的新开主题“金缕地（The	Field	of	Cloth	of	Gold）”（用
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发生500周年）。	

语音导览
团体游客可以预订带专家语音导览的城堡参观之旅。您全天均可在城堡岛的门楼
处索取语音导览，然后按照您自己的节奏收听游览。语音导览有英语、法语、德语、
西班牙语、日语和俄语可供选择。

全新项目 - 英国手语导览
我们现在还提供专业手语导览服务，可安排一位三级英国手语沟通员，带领游客
一间一间参观城堡里装饰精美的房间。游览时间约为2小时，可提前预订。

导游手册
团体游客可以优惠价在礼品店购买《纪念品导购手册》（英语版）和实用便携的《导
游手册》（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

您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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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城堡坐落在一片500英亩的优美庄园之中，位于英格兰后花园的心脏地带。利
兹城堡最初由一座3,000英亩的庄园环绕而立。如今，利兹城堡基金会继续负责维
护打理周围的绿地、农场、林地、一座9洞高尔夫球场和多座规则式花园。

历史记录显示，城堡庄园首次被开发建成花园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在1827
年，这里还建造了一个瀑布。这座庄园起初是一座天然的鹿园，后来被开发成多个
区域，用于修建花园。

和大水域（Great	 Water）毗邻的城堡岛，由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园林设计师之
一的拉塞尔·佩奇（Russell	Page）匠心典造。他还设计种植了美丽的考尔佩珀花园
（Culpeper	 Garden），最初是城堡的果菜园。在贝莉夫人拥有这座城堡期间，它
被改造成了一个剪花花园，但在1980年，拉塞尔·佩奇将它改建成了一座美丽的别
墅花园。	

贝莉夫人地中海花园（Lady	 Baillie	 Mediterranean	 Garden）由景观建筑师克里
斯多夫·卡特（Christopher	 Carter）操刀设计，同样景色非凡，园内种植了大量仙
人掌、棕榈树和多肉植物，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从花园南部望去，大水域的旖旎风
光一览无余。	

附近的紫衫木迷宫（Yew	Maze）建于1987年，由2,400棵紫衫组成。从中间望去，部
分景观宛如女王的王冠般美轮美奂。其整体形状为正方形，但从高地或空中观看
时，它又呈现出圆形。这是利兹城堡独一无二的特色，同时使它难以破解。完成迷
宫挑战后的奖品是体验一番神话般的洞穴探险，这个独特的山洞集合了世界上多
种迷宫的特点。

优美的庄园	
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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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向导
花园之旅

跟随一名园艺团队的成员，一起游览利兹城堡的美丽庄园

和花园。在专家的娓娓讲述中，了解更多有关这些美丽壮

观的规则式花园的种植方案与设计理念。	

行程规划是按照当年的时间和团体规模决定的。花园之旅

提供英语服务，大约需要1个小时。花园之旅必须提前预

订。团体游客可享受特别优惠票价，每位只需3英镑。每场

讲座听众人数不少于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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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	
公主花园

参观利兹城堡期间，团体游客还有机会一睹新落成的亚历
山德拉公主花园（Princess	 Alexandra	 Gardens）的迷人风
采。利兹城堡基金会目前正对城堡花园中的这片区域实施
为期六年的重建项目。届时，游客的游览路线也将有所改
变。

这里曾享有“快乐花园”的美誉，利兹城堡的团队正在此新
建六片别具特色的花园区，并将其正式更名为亚历山德拉
公主花园，以此纪念基金会的赞助人。

抵达时，东方花园（Oriental	Garden）的旖旎风光映入眼帘，	
引人瞩目的红漆小桥和傲然怒放的东方花卉灌木堪称点睛
之笔。

穿过花园继续前行，游客会看到第一道动人心魄的城堡美
景，在过去，对于骑马乘车前来的游客而言，这被称为“洞天
别景”。

沿着东方花园到锡达湖（Cedar	Lake）的路线一直往前走，	
就能逐一领略另外五座正在开发的主题花园的别样景致，	
它们分别为：丛林花园（Jungle	Garden）、锡达湖花园
（Cedar	Lake	Garden）、垂柳池塘与冬日花园（Willow	
Pond	and	Winter	Garden）、森林花园（Woodland	
Garden）和亭楼花园（Pavilion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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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展览
利兹城堡古老门楼内的展览将带您踏
上一段迷人的旅程，穿越城堡悠久的历
史。原始的文物古迹、对历史事件专业
且精细的刻画、图画和影片，完美地重
新演绎着这段不同寻常的故事。

划船（季节性项目）
团体游客可预订护城河上的休闲划船
活动，从全新的角度欣赏这座壮观的城
堡，非常振奋人心。您可在雅致的木船
上安坐放松，让小船在河上轻轻飘荡，
穿过一座座古拱桥。该项目从4月持续
到10月，每船最多可容纳12人。	

猎鹰表演（季节性项目）
快来看看利兹城堡令人叹为观止的季
节性猎鹰表演，同时还将展示来自各大
洲的肉食猛禽。猫头鹰、老鹰、猎鹰和秃
鹰的精彩表演定将震撼游客。	

全新项目 - 高尔夫探险之旅
前来我们全新的12洞高尔夫球场尽情
探险吧！微缩版利兹城堡、渡船和城堡
景点主题的球洞定将让您过目难忘。此
景点全年开放，可进入参观。此项目将
收取少量额外费用。

狗项圈收藏 
我们以一种新鲜创意的方式，为您公开
呈现横跨5个世纪，并且是全球最大型
的狗项圈展览。	

领略猫头鹰的风采
提前预订，您的团队将与猎鹰训练团来
一场别开生面的见面会，领略利兹城堡
猫头鹰的风采。您将有机会深入了解这
些神奇的禽鸟，了解它们来自哪里、如
何捕猎及如何寻找猎物等。这个项目在
迷宫后面的猛禽中心进行，大约持续半
小时。	

高尔夫球课程
我们诚挚邀请各高尔夫球协会成员前
来感受我们的9洞34杆球场。这里融合
了美丽的景观和精心翻新的球场，供应
热食、办有饮酒执照的俱乐部会所可为
您提供热食和酒品，此外，我们的驻场
高尔夫球协会专家还能为您的竞赛给
出专业意见，堪称您进行社交高尔夫球
活动的不二场所。

附加活动 
请浏览网页了解更多接受团体预订的
活动，包括高尔夫、赛格威游和狂热挑
战！（Go	Ape!）

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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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和海峡隧道港口到利兹城堡都非常便利。因此，您的学生团在参观英格兰
和学习英格兰历史时，利兹城堡都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许多的日常活动
都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参与其中。参观利兹城堡和其它景点通
常需要4小时。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可享受特别的票价优惠。参观的学生必须全程由一名监护
的成人带领。成人与学生比例为1:10时，成人可免费进入城堡参观。成人需作为领
队全程负责带领团队参观城堡和花园。任何额外的成人参观均可享受折扣票价。

每个预订都含有免费赠送的领队套装材料，包括寻物游戏、智力比赛和游径，以便
吸引游览中的学生注意。	

海外学生团体

海外学生团体餐饮优惠

我们为海外学生团体提供三种令人兴奋的全新户外野餐选择，取餐时间
为中午12点至下午3点。	如需预订餐饮，请致电+44 (0) 1622 767865。

• 学生野营午餐
	 火腿或芝士三明治或素食卷，配一瓶水、一包薯片	
	 和一个巧克力布朗尼蛋糕。可在Courtyard	Kiosk	
	 享用。

• 学生汉堡餐（季节性供应）
	 汉堡、薯条和一瓶水或低糖软饮。可在Maze餐厅	
	 享用。

• 学生巧克力餐 
	 热巧克力和巧克力扭纹面包。可在Courtyard		
	 Kiosk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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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餐单
以团体优惠价格预订

必须在到访前两个星期付款。如需预订餐饮，请致电+ 44 (0)1622 767865。

购物		来了利兹城堡，却没有逛过我们种类齐全的商店，那么旅程就算不上完整。
精美的英制骨瓷、当地美食与饮品、围巾、纪念品和美观大方的家居用品等
精致礼品，一切应有尽有，任您挑选。现在您也可在网上购物，请访问网站	
leeds-castle.com/eshop查找更多信息。

食物和饮品 	利兹城堡设有各式餐厅，供应新鲜的冷盘、热盘、蛋糕和野餐，满足

游客不同的口味要求。游客可在	Castle	View	餐厅、Maze餐厅（季节性开放）、咖啡

站和遍布城堡内的季节性小食亭找到自己喜欢的美食和饮品。

食物、饮品和购物

让一杯新鲜的咖啡或茗茶和一块蛋糕
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

有多种冷热午餐菜肴可选

预订新鲜制作的团体野餐，并在风景如
画的景点尽情享受

您可以在以橡木装修的Castle	 View餐
厅一边欣赏城堡风景，一边享用美味的
英式奶油茶点，包括烤饼和自选热饮

试试我们Courtyard	 Kiosk供应的美味
炸鱼和薯条。

尽情享用各种热茶和咖啡、传统手指三
明治、配料十足的新鲜烤饼和各种精美
的手工蛋糕

晨间咖啡/茗茶	
配蛋糕			

团体午餐套餐

野餐	

英式奶油茶点

炸鱼和薯条

传统	
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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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边车展

中世纪角斗大赛

古典音乐会

花卉节

利兹城堡烟花大汇演

利兹城堡圣诞季	

圣诞集市

5月9日和10日

5月23日、24日和25日

7月11日

9月12日至17日	

11月7日和8日	

2021年11月28日至1月1日

11月28日和29日、12月5日和6日、	
12日和13日，以及19日和20日

2020/2021年度特色活动

精彩活动

摄影：Scott	Ni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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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不妨前来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堡”，享受团体出游、共度佳节的别样
乐趣。	 城堡中一间间富丽堂皇的房间将以璀璨闪耀的装饰物、芳香馥郁的松树和
美丽迷人的节日花艺装饰。

城堡外的草坪上还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让节日氛围充斥城堡的角角落落。一
年一度的圣诞集市将于11月和12月的选定日期举行，届时将有琳琅满目的季节性
礼品、玩具、装饰品、特色食品和饮品任您品赏，此外，您还将有机会一睹城堡里肉
食猛禽的风采。		

团体圣诞活动

全新项目 - 周中团体圣诞午餐
如果您的团体将于11月28日至12月24日期间的周中参观游览，那么何不在Castle	
View餐厅提前预订一顿美味的圣诞午餐，悠享更加精彩纷呈的城堡之旅？在装饰精美
的圣诞树和闪烁灯光的环绕下，伴着美妙的圣诞音乐，您的团体成员可以彻底放松休
闲，一边鸟瞰城堡护城河的绝美景致，一边享用配料十足、令人垂涎不已的传统两道
或三道菜火鸡午餐套餐，餐毕，再以爽滑可口的圣诞布丁为这一难忘体验画上圆满句
号。适合任何规模的团体（最多可供75人享用）。		

请致电+44 (0)1622 767865或发送电子邮件至bookings@leeds-castle.co.uk 
预订您的利兹城堡团体圣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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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和庄园全年开放。利兹城堡将在2020年的11月7日和8日以及12月25日
关闭。参观之前，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查看最新的开放时间。

规划您的行程

景点 

城堡与门楼展览	

庄园和花园	

导览/讲座/语音导览		

迷宫和洞穴	

猎鹰表演		

划船	

狗项圈收藏

高尔夫探险之旅

建议时间

1.5小时

2小时

1小时	

30分钟

30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1小时

计划您的参观时间

4月至9月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10点	
最后入场时间：下午4点30分
大门于晚上6点关闭

城堡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30分
城堡的最后入场时间为下午5点

10月至3月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10点	
最后入场时间：下午3点
大门于晚上5点关闭

城堡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4点
城堡的最后入场时间为下午3点30分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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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及价格于发布时（2019年5月）准确无误。	

如何预订	
请提前预订，以便节省游览当天的时间。我们为每个团体的一位领队提
供免费门票。请发送电子邮件至bookings@leeds-castle.co.uk或致电	
+44 (0) 1622 767865进行咨询和预订。

售票处接受现金、支票、借记卡或信用卡付款。您也可以通过信用卡、BACS或
CHAPS系统银行转账的方式提前支付，或者开具发票（仅限信用卡账户客户）。

退款服务不适用于已提前支付或在抵达时出示预写支票的情况，对此我们	
深表歉意。

票价有效期至2021年3月31日.最少15人。团体票有效期仅为一天。包括参观
城堡、花园和旅游景点。

价格及如何预订

成人

老年人（65岁以上）

学生（16-21岁）

儿童（4-15岁）

残障游客（包括一名看护
人员）

英语非母语留学生

门票类型 无导游 私人导游 语音导览 专家导览
与讲座

16.50英镑

15.50英镑

15.50英镑

12.25英镑

15.50英镑

9.75英镑

20.50英镑

19.50英镑

19.50英镑

16.25英镑

19.50英镑

14.00英镑

+3.00
英镑
每人	

+3.00
英镑
每人



26

利兹城堡的住宿环境舒适而奢华，恰好位于伦敦和巴黎的快速交通线上。这片庄
园汇集了适合家庭欢聚，具历史意义的别墅、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普通旅馆，以及八
个中世纪季节性豪华野营帐篷。除此之外，这座900年历史的城堡中，有20间奢华
卧室，无论是城垛卧室还是大厅，都可以作为私人聚会的一部分设施预订。

利兹城堡中名字叫The	 Stable	 Courtyard的卧室是提供住宿加早餐的奢华套房，
依照最高标准翻新，一定会令人沉溺其中，感到宾至如归。您在此过夜可在17世纪
建造的	Castle	View	餐厅享用到由当地新鲜食材烹制的纯正英式早餐和欧式早餐，	
餐厅的横梁以橡木制成，从中可以欣赏到城堡的迷人风光。	

新近翻新的巴特尔大厅（Battel	 Hall）堪称真正独一无二的中世纪府邸，是与家人
朋友聚会、举办私密婚礼和企业休闲活动的理想之选。住宿在利兹城堡便可全天
进出城堡、庄园和餐厅，无需购票。即使在庄园大门关闭不再对白天游客开放时，
您仍可夜游庄园。

若需更多详情，请致电	+ 44 (0)1622 767823，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ccommodation@leeds-castle.com或浏览网站	
leeds-castle.com/accommodation。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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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
利兹城堡邻近梅德斯通（Maidstone），位于
伦敦和海峡港口间的M20公路8号交汇处。

卫星导航用户
如果您正在使用卫星导航系统，请在邮政编
码处输入ME17 1RG，或者当您到达A20后，
沿着棕色和白色的旅游标志前行。

铁路交通
伦敦的维多利亚火车站（Victoria）、阿什福
德国际火车站（Ashford	 International）和
坎特伯雷西站（Canterbury	 West）均有多
趟列车前往比尔斯泰德火车站（Bearsted	
Station）。我们提供季节性的班车接送服
务，仅收取少量费用。

停车
我们在游客入口处附近设有一个硬质地面
的免费大巴停车场。	

海路和欧洲海底隧道
利兹城堡距离欧洲隧道的终点福克斯通
（Folkestone）仅有25英里，距离多佛尔港
也只有38英里。

航空交通
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	Airport），	
45英里（45分钟）。
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	
67英里（80分钟）。
斯坦斯特德机场（Stansted	Airport），	
66英里（65分钟）。
卢顿机场（Luton	Airport），	
85英里（85分钟）。

无障碍服务 
售票处附近设有一辆完全无障碍的移动巴
士，全天定时提供服务。此外，我们还提供可
免费租借的轮椅。导盲犬可进入所有设施，
包括城堡。		

leeds-castle.com/groups
地址：Leeds	Castle,	Maidstone,	Kent	ME17	1PL电话：+44	(0)1622	767865

利兹城堡基金会受托人有权关闭整个城堡或者部分城堡，并更改手册中发布的日期和时间。本手册中的
所有报价都将从2020年4月1日开始生效。	 由于我们的门票已免除增值税，因此，票价中不包含任何可退

的增值税；	门票价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2019年5月印刷。

阿什福德国际火车站

希斯罗机场

福克斯通
多佛

艾贝斯费特国际火车站

皇家唐桥井

伦敦

坎特伯雷

梅德斯通

盖特威克机场

加莱

A16

如何到达利兹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