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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允许拍照，但不得使用三脚
架，照片仅限个人使用且不得
用于任何商业活动。 
 

• 请勿吸烟（包括电子烟）。 

• 请始终随身携带所有个人物
品，包括婴儿车和折叠式幼
童车。如遇任何无人看管的物
品，应立即告知工作人员。 

• 请当心。楼梯和路面可能不平
坦。地表可能很滑，尤其在潮
湿的时候。 

• 请勿在建筑内吃喝饮食。 

• 请遵守馆内所有告知，不得进
入标有“不对外开放”的区域。 

• 如遇火灾或其他险情，抑或当
您听见火警或警报声，请立即
离开建筑。请勿奔跑。在保证
安全的情况下，请从最近的门
离开建筑。无论何时，请遵
循管理人员的建议，他们随
时恭候，为您答疑解惑和提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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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透过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草
甸看到的Meadow Building（草甸大
楼） 

高峰时段，可能会开放另
一条参观路径。请遵循指
示牌。

CCTV（闭路监控）
本建筑受闭路电视监控。为防止
犯罪和保证公共安全，会录下监
控画面。欲了解牛津大学基督堂
学院监控系统的更多信息，请致
电：01865 276151

无障碍服务
目前，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尚有部
分区域的无障碍服务还未落实，但
是学院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残障
人士的参观，并且正在筹备进一步
提高我们的无障碍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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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诚挚地欢迎您来到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地方，它既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又是一座英国圣公会的大教
堂。我希望您能享受此地令人流连忘返的氛围，并且前来领略牛津
大学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学院。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拥有充满活力的
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精妙绝伦的建筑。历史的积淀塑造了现在
的我们，我们继续教育下一代，他们将帮助塑造我们的未来。作为
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院长，我的院长办公室位于学院的中心区
域，所以我十分了解学院内的大小事宜。我们真诚地欢迎和接待八
方来客。我希望您能在此受益良多，享受和我们一起渡过的时光。
Martyn Percy教长教授， 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院长

欢迎来到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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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Frideswide（圣佛莱滋维
德）撒克逊小修道院的建立

St Frideswide（圣佛莱滋维
德）之死

小修道院由奥古斯丁修会的
僧侣重建

枢机主教沃尔西下令关闭小
修道院

枢机主教学院的建立小修道
院变成了学院的礼拜堂

枢机主教沃尔西垮台

亨利八世国王学院在沃尔西
原址上建立

亨利八世让这个兼学院和教
堂的机构成为牛津大学基督
堂学院

Sir Christopher Wren（克里
斯多佛·雷恩爵士）主持修建
汤姆塔（Tom Tower）

建成的派克沃特方庭
（Peckwater Quad）

草甸大楼的修建

画廊（ Picture Gallery）落
成开幕

接收女性入学

重建  St Frideswide（圣佛
莱滋维德）的圣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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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有任何疑问、意见或疑虑，请向学院内工作
人员咨询，他们会尽力协助您。或者您可以通过
邮件tourism@chch.ox.ac.uk联系参观经理。  

请访问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官网，以获取更多食宿和近
期活动的信息，网址：www.chch.ox.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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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
虽然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但
学院的主要任务还是集中在两方面：学术上不断精进和
对神虔诚的敬畏。枢机主教沃尔西创办的“枢机主教学
院”谋求更新教育和灵性，在这个层面上，基督堂学院与
其不谋而合，

草甸和草甸大楼（The Meadow and Meadow Building）
(1)
您走进的是草甸大楼，它始建于19世纪，为了给本科生
提供更多的宿舍、更好的住宿条件。学生和教职人员至
今仍在使用这座建筑，它俯瞰着基督堂学院草甸，这片
牧场宁静祥和，曲幽小径两旁绿树成荫，查韦尔河和泰
晤士河将其环绕。威尼斯哥特风格备受基督堂学院艺术
史学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青睐。罗斯金于
1837年至1842年期间就读于此，当时他是学院的本科
生，那时，他可能常常看到洪水淹没草甸的景象，颇有
威尼斯的风貌（参见手册封面）。 

大厅楼梯 (2)
一代代的学生都曾走过这蔚为壮观的楼梯到达大厅。楼
梯十分宽阔，大队人马也能同时通过，光线透过窗户上
辐射状的窗条洒向级级台阶，上方是精美雅致的扇形天
花板。

楼梯底部的大门上嵌有“不要皮尔（No Peel)” 的字样。
这是学生对时任内政大臣罗伯斯·皮尔爵士（ Sir Robert 
Peel）的抗议，因为他虽然毕业于基督堂学院，却在
1829年提议给天主教更多的自由。 

大厅（3）
大厅是学院生活的核心；每天学术界的学者们在此就
餐，如有特殊活动，会在此处举办晚宴。在上述时段，
大厅不对访客开放。早餐、午餐（周末的早午餐）以及
晚餐都在此处。晚餐包括两三道菜。晚餐分两个时段供
应：下午6：20于非正式大厅（Informal Hall） 、下午
7：20于正式大厅（ Formal Hall）。在正式大厅就餐须

大厅楼梯顶部的扇形天花板修建于1638年。

“堂屋（House）”和家

基督堂学院 （别称“堂屋”）是所
有在读牛津学子的家。他们在此
学习食宿，所以请游客尽可能保
持安静，并且遵照指定路线进行
参观。大学内的图书馆、实验室
和各院系都有莘莘学子工作的身
影，这些基础设施为学院全体师
生提供了许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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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礼服，一位本科生教员或一名高桌（High Table）的资深成员，会在读经台
前用拉丁文做谢恩祷告。餐前可从旁边的饮食服务处购买葡萄酒、啤酒和其他
饮料。

大厅可容纳300人，是前维多利亚时期牛津或剑桥大学中最大的学院大厅。大
厅恢弘的天花板为“悬挑式拱形支撑（hammerbeam）”结构，墙上挂有多幅基
督堂学院成员肖像，有13位英国首相曾在此就读，墙上就有他们中的几位的画
像。

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是皇家机构。在任的英国君主，作为创始人的代表行使职
权，被称作学院的“督导（Visitor’）”。大厅高桌后方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
的半身像以及学院创始人亨利八世的肖像。

汤姆方庭（Tom Quad）- 南角 (4)
从大厅楼梯拾阶而下，您将进入汤姆方庭。由于其占地面积大（79.5 x 80.5
米），最早被称为“大方庭（the Great Quadrangle）”，它是牛津大学最大的方
庭。17世纪，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的新塔中安装了
重达六吨的“大汤姆”钟，此后这里就被称作汤姆方庭

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学年
1

基督堂学院的1学年分为

3 
学期

米迦勒（Michaelmas）
10月到12月

 
希拉里（Hilary）

1月到3月
 

三位一体（Trinity）
4月至6月

每学期包括

10
周（从第0周到第9周）

100名
教学人员

240名
研究生

430名 
本科生

=

每年
大厅要为基督堂学院全体师生提供

80000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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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电影
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建筑、人物
和生活方式是许多作家和导演的灵
感来源。基督堂学院的最强的文学
血脉由查尔斯·道奇森 （Charles 
Dodgson）即《爱丽丝梦游仙
境》的作者路易斯·卡罗（ Lewis 
Carroll）锻造。

道奇森在基督堂学院学习、授课和
生活了47个年头。爱丽丝·利德尔
（Alice Liddell）是当时院长的女
儿，她的名字随着这部小说流芳百
世。宴厅（The Dining Hall）与卡
罗的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
入口处开始计数，左手边高墙的第
五扇窗户描绘了爱丽丝（下部）和
书中生物的样子。

许多电影，如《黄金罗盘》和《哈
利波特》都曾在方庭、回廊和大厅
楼梯处取景。麦格教授站在大厅楼
梯高处欢迎哈利和同学们来到霍格
沃茨；在回廊哈利见到了父亲还是
探索者时赢得的魁地奇奖杯.

在影棚中诞生的霍格沃茨学校，其
大厅样貌的灵感来源，就是基督堂
学院的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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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
仪式时间
每周日
上午8：00 - 圣餐
上午9：45 - 晨祷和布道
上午11：00 - 歌咏圣餐
下午6：00 - 歌咏晚祷

周一至周五
上午7：15 - 晨祷
上午7：35 - 圣餐
（每周三仅下午1点）
下午6：00 -  歌咏晚祷 - 学期以外
时段于周一晚上进行

仪式向所有人开放。
....................................

欲了解大教堂内仪式和活动的信
息，请访问： www.chch.ox.ac.
uk/cathedral

参观大教堂，如欲组织团队参观
或需要导游讲解，请联系大教堂
游客办公室：
01865 286165
cathedral@chch.ox.ac.uk

如欲进行教育性参观，请联系大
教堂教育负责人：
01865 286003
education@chch.ox.ac.uk

您在参观大教堂过程中如有任何
问题，请咨询大教堂内佩戴肩带
的导游。

大教堂(5)
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其建筑物的大部分重建于1170
年至1190年。曾经大教堂一直延伸到汤姆方庭所在
的地点。沃尔西为修建他宏伟的学院，拆除了教堂
中殿的三个隔间。 

万幸的是，这座12世纪古教堂的其他部分得以幸
免。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郊区教堂，也是
基督堂学院的礼拜堂。

约拿窗（Jonah Window）（a）（由Abraham van 

Linge设计，17世纪30年代）非常引人注目，因为窗户上的唯一
人物约拿，是由彩色玻璃制成。窗户的其余部分由彩绘玻璃组
成，展现了尼尼微城的细节。
位于北耳堂的圣·米迦勒窗 (b）（由Clayton & Bell设计， 1870
年） 是大教堂中最大的窗户。它使用维多利亚时期的玻璃，描
绘了天使长米迦勒率领天使军团打败魔鬼的场面，圣·米迦勒脚
底的龙代表了魔鬼的形象。这扇窗户描绘了圣经最后一卷“启示
录”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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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Frideswide（圣佛莱滋维德）的圣坛 （128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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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
礼拜堂 圣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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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堂学院的这座12世纪大教堂，
建筑音效庄严私密，是基督堂学院
大教堂唱诗班的大本营，唱诗班
由斯蒂芬·达林顿负责（ Stephen 
Darlington）。英国国内外最富
盛名的舞台都留下了唱诗班的身
影。作为灵动鲜活的音乐传统的一
部分，唱诗班成员在基督堂学院大
教堂学校接受培训。唱诗班会在定
期仪式和年度重大庆典中进行演
出。您可在牧师会礼堂礼品店（ 
Chapter House Shop）中选购多种
获奖CD。

最初，修建牧师会礼堂（Chapter 
House ）（6）是为修道院僧侣提
供一个聚会之所。它是基督堂学院
建筑中最古老的部分之一。现在它
成了礼品店，里面摆放着各色金银
盘。学期内，教堂唱诗班成员每天
早晨都会在毗邻的会客室中训练。

 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牛津 - 学院 & 大教堂

拉丁礼拜堂位于大教堂的东北角，
那里设有(c)St Frideswide（圣佛莱
滋维德）的圣坛（左侧）。圣坛是
大教堂中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上面
雕刻有精美的植物和人脸。曾经，
这里安放着St Frideswide（圣佛莱
滋维德）的遗骸，他是牛津大学的
主保圣人，但在1538年，亨利八
世拆除修道院之时，他下令将其拆
毁。之后，St Frideswide（圣佛莱
滋维德）在附近被重新安葬。350
多年后，在一口井中发现了圣坛
的碎片，人们又将碎片重新拼接
起来。

东窗的色彩明亮鲜艳， （d）（左
侧） ，诉说着St Frideswide（圣佛
莱滋维德）的故事，它的设计师是
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
Jones）（1858）。大教堂东端的
其他窗户也是这位设计师后期的作
品，与早期作品相比，可谓风格迥
异（上部）。
 

“眺望楼厢”（e) 的历史可追溯到1500年，可能是一个作弥撒的礼拜堂或是一个眺
望楼厢，不管怎样它都展示了中世纪时期木工的精湛技艺。

圣坛不远处是贝尔礼拜堂（Bell Chapel）(f)。圣坛和从地基上雕刻而出的十字架
都是为了纪念乔治·贝尔主教，他在1942年反对轰炸德国的城市。

高坛（g）附近，您将看到主教的坐席，这个标志象征了这里是牛津教区的教堂
之母。  

您头顶拱形天花板（h）是大教堂在建筑方面取得的辉煌荣耀。精美的拱肋从12
个穹窿顶塔成八字形分散开来，看上去仿佛奇迹般地悬于半空。穹顶中央，相
互交错的小“枝肋”，形成一个个八角星，构成了一副大教堂之上，星光熠熠的天
堂图景。

纪念堂（Chapel of Remembrance）（i）的窗户也是伯恩·琼斯（Burne-
Jones）的作品（1878）。窗户的中央人物为亚历山大的圣加大肋纳（ 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她的脸是埃迪特·利德尔（Edith Liddell）（爱丽丝·
利德尔（Alice Liddell）的妹妹）。

南耳堂内为贝克特窗 （j）（c.1320）。这扇中世纪的窗户是大教堂中历史
最悠久的窗户，它上面有一个十分罕见的画板，描绘了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
（Thomas Becket）殉教的情景，他1170年死于坎特伯雷大教堂。贝克特跪在
一个僧侣和四个刺杀他的骑士之间。16世纪，亨利八世下令销毁所有与托马斯·
贝克特相关的图像，为使画板逃过此劫，不得已将其污损。贝克特最初的面孔现
在也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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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
开放时间
10月 - 5月（周二休息）
周一、周三 - 周六：上午10：30 - 下
午1：00 & 下午2：00 - 4：30 
周日：下午2：00 - 4：30
6月（周二休息）
周一、周三 - 周六：上午10：30 - 下
午5：00
周日：下午2：00 - 5：00

7月 - 9月（每天开放）
周一 - 周六：上午10：30 - 下午5：00
周日：下午2：00 - 5：00

圣诞节、元旦休息。
.....................................

门票
4英镑（优惠价：2英镑）
游客参观基督堂学院可在画廊（ 
Picture Gallery）购票，门票统一价：
每人2英镑。画廊入口处即可购票。

团体参观须提前从画廊购票，团队人
数不得超过15人。

.....................................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基督教堂学院画廊（Christ Church 
Picture Gallery）
Christ Church（基督教堂学院）
St Aldates
Oxford OX1 1DP
01865 276172
picturegallery@chch.ox.ac.uk

欲了解临时展览信息，请访问： 
www.chch.ox.ac.uk/gallery或在在
Facebook、Twitter上关注我们：@
ChCh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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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廊 （7）
同大教堂一样，回廊也是St Frideswide（圣佛莱滋维德）小修道院的一
部分，早在学院之前就已建成。St Frideswide（圣佛莱滋维德）（公元
8世纪）的遗骸曾于建筑中间部分出土。橄榄树（和平的传统象征）、喷
泉是当代加入回廊的元素，它们标志着大教堂圣地的起始。 

汤姆方庭（Tom Quad）- 北角 (8)
请您想象一下，给所有凸起的走道修上房顶，它们把大方庭环绕一周，
该形成怎样规模巨大的回廊。这是枢机主教沃尔西未竟的计划。残留下
的只剩墙壁四周的拱形和突出的基底。沃尔西还打算在方庭北侧为学院
修建一座新的礼拜堂，但是这项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一百多年来，方
庭北侧一直对镇民和牛群完全开放，大家沿一条泥泞的小道，来来往
往。 

派克沃特方庭（Peckwater Quad） (9)
汤姆方厅体现了哥特式建筑的辉煌大气，派克沃特方庭与之形成对比，
展现了古典的精致。这些优雅的建筑群，其原址使一家由派克沃特
（Peckwater）家族经营的中世纪客栈。方庭三侧的对称建筑为本科生宿
舍。另一侧是宏伟的图书馆。因为学生在此学习生活，所以请游客尽可
能保持安静，并且不要进入建筑内部。

画廊（ Picture Gallery）（10）（进入需要另购门票）
您前来参观时，别忘了参观基督堂学院的画廊。  
这里是英国最重要的私人画廊之一，收藏了许多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
绘画和素描。收藏画作的建筑，被公认作牛津大学内最令人激动的20世
纪现代建筑，它曾斩获建筑大奖（设计师：Powell & Moya，1968）。
这座建筑和它的藏品（Van Dyck、 Tintoretto、Veronese、 
Carracci、Lippi等，不胜枚举）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画廊被花园环绕）
一般，玄机内藏，唯有入内方能一探究竟。进入画廊就像穿过兔子洞，
游客须通过一条走廊，而走廊位于一幢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建筑内部，
走廊尽头别有洞天，您将进入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那里敞亮而静谧。

安东尼·范·戴克爵士（Sir Anthony van 
Dyck），《西庇阿的宽恕》（The Conti-
nence of Scipio），局部（约1620）

 小修道院原貌保存的回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