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科学中心 — 比尔城堡的历史科学中心有八个展览馆，展示了帕森斯家族在天文，摄
影和工程科学方面的发明和成就。

12. 春天野花草地卡罗尔橡树 — 这片草地从1620年起就没有被耕种过，这样做，可以使野
草长得很高，也可以让野花和蜜蜂自由自在的生长。卡罗尔橡树也因为500年前由凯尔特望
族卡罗尔种下而得名。

2. 城堡最佳观景点 — 从1620年以来，这座城堡就是帕森斯家族（罗斯伯爵）的家。
一开始的第一座城堡是建于1170年的盎格鲁诺曼城堡，就建在花园露台边缘。后来，
奥卡罗尔斯家族，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凯尔特家族也在此建立他们的城堡，一直居住到16
世纪后期。城堡大门前的大炮可以追溯到1690的围攻。城堡内部在5-8月间向公众开放。
（详情请咨询前台）

15. (F) 方格篱笆 —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伯尔城堡的方格篱笆是世界上最高的。它们大约
有10米高，超过300年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篱笆被砍掉，用来制造战斗机的
螺旋桨和其他部件。

13. 子午线石和子午线橡树 — 望远镜的南北对齐，以这些石柱为标志，使得绘制星云图更
加的容易。子午线橡树几乎和卡罗尔橡树一样的古老。如果，这棵老树可以开口，她会向您
讲述过去500年来多少历史史诗

16. 维多利亚蕨类群 — 在1880年代，用当地的斯利夫布鲁姆山脉的石头建
造，从上面的湖垂下来的蕨类植物形成了一个惊人震惊的瀑布和喷泉。
17. 砖桥（正式称为长春藤桥）— 这是一座三座石拱，有砖护墙的精美桥梁。它最早出现在
1820地图上。这座桥实际上是在蒂珀雷里郡！附近是小布罗纳河与坎科尔河的交汇处。

14. 涡流螺旋 — 为了庆祝三世罗斯伯爵通过大望远镜发现M51涡流星系150周年，主人将这
里的椴树修剪成M51涡流星系的螺旋形状。

3. 悬索桥 — 这是爱尔兰最古老的锻铁悬索桥，1820年在比尔城堡的工作坊里建成。
4. 花园楼台 — 在这里，您每个不同的季节可以观赏到城堡和花园的不同草本植物的
繁花盛开的景象。

18. 樱花大道 — 这条美丽的樱花道，种于1988年，她取代了早期的已经太老的树木，重新
种植了樱花。每年三月，四月樱花盛开的时候，景色非常很壮观。

15.正式花园
15. (A) 6世伯爵夫人安娜为庆祝自己和六世伯爵麦克1935年的婚礼大典而建立了
这个美丽的花园。花园里的白色椅子，至今还有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大写字母。椅子后面的玫
瑰园也是以她的名字命名。花园里的角树拱门错落有致还留有窗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伯爵从战场休假回来，他们在园子里种了很多雪花莲，来让他们自己分心，不为伯爵还
要回去战场的事实而担忧。

5. 河畔花园 — 这里有很多奇花异草，其中包括很多获得世界大奖的冠军植物，
比如玉兰花 — 是在1936年纪念七世罗斯伯爵出生的时候栽种的。
6.圣-布伦丹的井 — 这里是公元6世纪的时候由圣-布伦丹建立的修道院遗址的残余。
这里的泉水经过石灰岩过滤富含营养，来自井里的纯净水至今仍被城堡使用。您可以
在这里许个愿啊...你可能为爱祈祷...但是求不来钱的！

19. 云南 — 这个地区种植了第七世罗斯伯爵在云南和尼泊尔探险时收集的种子，包括云南
山茶、铁线莲和山茱萸。
20. 松树园 — 这个地区从第五世就开始种植针叶树。其中包括沃勒姆松，是世界上最古老
和稀有的树种，属于一个2亿岁的植物科。从化石记录中专家知道并推测已经灭绝，直到
1994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沃莱米国家公园被发现为止。它被称为本世纪植物学的伟大
发现。

15. (B) 温室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植物，其中包括非常珍贵的天竺葵。
15. (C) 紫藤 — 百年的紫藤巧妙地藏在园子里，他们在每年的五月六月都会绽放。

7. 艾-拉发 — 这款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建于2017年。是国际射电望远镜网络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架望远镜正以低频率观测宇宙，研究太阳，恒星，行星和星系。

21. 茶馆维德 —“绿色剧场” 让花园到城堡的小道变得壮丽高贵。它是在20世纪90年
代种植的，灵感来自于十八世纪建筑师和他的家人Samuel Chearnley的设计。

15. (D) 月亮拱门 — 这是中国园艺的非常传统的月亮拱门。主人为了纪念千禧年新添进了园
子里，同时也特别庆祝罗斯家族和中国的喜结良缘。

8. 巨人树林 — 这个项目是加州以外最大的红衫树林。在正式花园里（地图第15E号）您可
以看到另外一个巨大的红衫。

22. 贝壳井 - 这口井是在Holly Cuileann Tober的井上建造的。它受到了十八世纪建筑师
Samuel Chearnley的启发，并用她收藏的贝壳来纪念玛丽安吉尼斯。别忘了许个愿！

15. (E) 这个巨大的红杉巨树 — 是由伯爵三世于1860年种植的，预期寿命可达3500年！这棵
树在20世纪50年代被闪电击中，如果你抬头看，你可以看到它被击中的地方。

9. 湖 — 在19世纪初期，第二世罗斯伯爵，通过引流康美河的河水，而造就了现在的湖泊。
湖中央有一个100多年历史的鸟的居住地。如果您幸运，您没准可以
看到翠鸟或者水濑！
10 大望远镜 — 这个伟大的望远镜是在1845年
由第三世罗斯伯爵建造的。在当年，这台望远
镜保持了70年世界最大望远镜的记录。也是通过这
台望远镜，三世罗斯伯爵发现了旋涡状星云，这
项发现为人类发现其他星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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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展亭 —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城堡庄园的
全景，我们也用这里作为展览和活动用地。
关于艾-拉发射电望远镜的信息也可以在
这里得到。

21
18
9

17

5
12

11
6

16
10

4
3

13

14

2

27
28
26

1

D

27
25

E

24

F

A
23

15
C
B

A

22

23 奥克斯曼城门 — 这座大门是由的第三世罗斯伯爵设计的。门上的家庭座右铭上写着“为
上帝和国家到星系”。大门对面是奥克斯曼林荫道，这是一条从城堡大门通往爱尔兰教堂的
长廊。
24 树屋冒险游乐场 — 爱尔兰最高的树屋！它是由雪松木制成的，游乐场还有野餐
区、沙坑等等！
25 礼品店
26 汽轮机，查尔斯 — 帕森，第三世伯爵的最小儿子，在1884年发明了复合汽轮机。这是他
发明的一个蒸汽涡轮机来自弗班的一个地方发电站。
27 厕所
28 城堡庭院咖啡馆
比尔城堡的花园有丰富的植物，稀有而奇异的树木，非凡的科学和工程成就，也是许多野生
动物的家园。帕森家族邀请你去探索爱尔兰最不寻常的地方之一。这是家族历代人创造的一
个环境和科学的时间胶囊。

中国和比尔城堡的伟大渊源
比尔城堡领地上百分之40的植物都是从中国来
的，其中包括16棵我们的冠军大树。从一个
世纪前，我们就开始从中国寻找美丽的树种。
您可以在城堡楼台看到一棵巨大的玉兰树就是
从中国来的，每年4-5月都是观赏玉兰的最佳
花期。我们园里还有非常罕见的山羊角树和水
杉，它们都是第一次移栽到爱尔兰，您可以在
砖桥旁边找到这些美丽的树种。
七世伯爵的大儿子，欧斯曼子爵-派垂克（英文
名字：Patrick Parsons）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
习，之后一直在北京做房地产开发十多年。他
还是爱尔兰中国协会的会长。子爵娶了一位温
婉可人的天津媳妇安娜-林。欧斯曼子爵夫人曾
经是中国的电视主持人。子爵和子爵夫人在北
京举行了非常传统的中式婚礼，又在爱尔兰比
尔城堡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城堡婚礼。他们有两
个非常可爱的儿女-奥莉维亚和威廉姆。

Visitor Guide

开放时间
3月16日至10月26日09:00～18:00或10月27日至3月15日上午10:00-16:00
12月的25号，26号和1月1日关闭
营业和非营业时间和日期可能会有变化，以上仅供参考。
请注意，您必须在当天的结束营业之前通过访客中心接待区离开。16岁以下儿童必须随
时由家长/监护人监督。
每年五月到八月期间，城堡内部有导游解说，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10点，11点半和
下午1点。导游讲解不包含在门票内，需要另行付费。讲解时间可能会发生变化，最好提
前预定。请注意，比尔城堡内部参观不适合12岁以下儿童。

注意事项
• 花园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请尊重它，当然也请尊重各位来宾。
• 16岁以下的孩子必须随时由家长或监护人监护。
• 比尔城堡花园和科学中心欢迎狗进入。但是狗必须一直拴着，并由一名成年人
牵着。您必须清理您的狗的粪便。另外，狗不允许进入树屋冒险游乐场。
• 欢迎大家来野餐。野餐后请收拾好东西，并把你的垃圾带走。领地也为您提供垃圾箱。
• 请使用我们为您准备的专门的小路/路径。
• 请穿着合适的步行鞋。
• 为了健康和安全，必须遵守标志，不要翻越护栏。

地址：
Birr Castle Gardens and Science Centre
Rosse Row, Birr
Co. Offaly
Ireland
R42 V027

联系我们：
电话: + 353 (0)57 9120336
邮件: reception@birrcastle.com
www.birrcastle.com

关于教育的咨询: education@birrcastle.com
关于团队预定的咨询: reception@birrcastle.com

• 在参观花园和私人领地时，禁止采摘鲜花。

季节性活动：

• 下列项目在城堡中是不允许的，例如：自行车，平衡自行车，滑板，无人机或任何其他
飞行物体，金属探测器，滑轮鞋，滑冰鞋，滑板车，曲棍球或任何有关球类的运动。

请访问birrcastle.com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了解最新资讯：包括圣帕特里克
节、复活节、万圣节和圣诞节的家庭友好活动。

• 请注意，如果您要离开城堡领地，必须在当天的营业结束时间之前从访问者中心的接待
处离开。

比尔城堡之友
成为比尔城堡之友，并帮助保护爱尔兰最不寻常的地方之一。在游客开放时间里，您可以
无限制地进入私人领地，并参观120英亩的花园和10公里长的步行道。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birrcastle.com或查询接待处。

赞助巨人红衫树
2017年在这里种植的巨人树林是加利福尼亚城外最大的红杉人工林。这个项目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可以赠送红木给国内外亲人的机会。我们邀请你赞助一个巨人，并加入到这一创造
性倡议中。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 GiantsGrave.com

如有紧急情况，请与我们的接待处联系057 912 0336或拨打999急救服务,
并立即通知我们之一团队成员。我们的邮政编码是R42 V027。
Information correct at time of going to print.

www.birrcastle.com
Charity Reg No: CHY 6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