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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农索， ”女人的城堡”

凝眸舍农索，我们由衷感叹它的和谐与完
美，这里的水、空气、绿意盎然的植物构
建起的自然，和那风格独特，为世界公认
的建筑，无不令人流连忘返。城堡诚邀来
自世界五大洲的“一日贵宾”们，来这里感
受法兰西的高雅与隽永……就这样遗失在
温柔与俊美之乡……舍农索的每一位主人
都对它倾注了挚爱，他们都曾在波涛汹涌
的历史长河里起伏澎湃。作为法国王室的
居所，它的风格是那么独特，命运更是别
具一格：它是由那些非凡的女士建造，被
她们所爱，由她们管理，受她们庇护。狄
安娜∙德∙普瓦捷，亨利二世的宠妃，她将
舍农索城堡的花园装点成当时最时尚、最
具艺术色彩的花园…… 她在谢尔河上架

起长桥，让舍农索城堡成为城堡建筑中独
一无二的奇葩。国王的遗孀，卡特琳∙德
∙梅迪西斯在丈夫死后将狄安娜远远地赶
走，在谢尔河的长桥上，她建起了双层
长廊，在她摄政时期，这里曾举办豪华的
盛宴。国王亨利三世去世后，他的遗孀露
易丝∙德∙洛林退隐舍农索，遵循王室的礼
仪，她终日身穿白色丧衣，虔心祈祷。她
的去世标志着舍农索城堡在法国王室的历
史上画上了句号。
露易丝∙杜邦夫人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
时代优雅与卓越的代表。她让舍农索又重
见昔日的辉煌与风采，她在舍农索的沙龙
汇集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精英、哲学家，
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都曾是这里的座

上客。她是城堡最智慧的保护者，从大革
命中挽救了舍农索被摧毁的命运。而出
生工业资本家的玛格丽特•贝露丝则决定
将城堡和花园改造成她成功的舞台，她
斥下巨资翻修城堡，直到散尽家财，面临
破产。一战期间，谢尔河上的双层长廊被
改建成战时医院，西蒙娜•梅尼耶作为护
士长，管理着由自己家族出资的医院，到
1918年，2000多名伤员在这里得到了救
护。

卡特琳∙布理松内 露易丝∙德∙洛林

狄安娜∙德∙普瓦捷

露易丝∙杜邦

卡特琳∙德∙梅迪西斯 

玛格丽特∙贝露丝 西蒙娜∙梅尼耶



舍农索城堡里收藏着丰富的珍宝与杰作：大师名匠
精心奉上的挂毯、油画、家具：弗朗索瓦∙克鲁埃，
牟利罗，丁托列托，尼古拉∙普桑，柯勒乔，鲁本
斯，普希马蒂斯，凡∙罗的作品“美慧三女神”……。

这些画作都是欧洲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
最著名的大师的作品，它们曾在世界艺术史上留下
激越的回响，是舍农索最宝贵的珍藏，也是女人独
具慧眼的收藏。从文艺复兴直到今天，舍农索无时
无刻不在书写际遇的美丽神话……

亨利三世画像   弗朗索瓦∙克鲁埃十九世纪讷依工厂出品的挂毯 “舍农索和谢尔河的传说”瓦尔梅兹 

舍农索，邀请您来此探索非凡



花卉园里种植着一百多种花卉用来制作插花，妆点城堡的各间
沙龙和厅室。花卉工坊坐落在精致的16世纪农庄的庭院中，
如果您感兴趣，也能来此参观。花匠们在这里以鲜花为笔，
创作出精美无比的花束，每个季节配以不同的主题，特别是在

各种节日，当然还有每年圣诞之时……，每间厅室里都装点着
巨大的圣诞树，传统的色彩 ，美轮美奂的造型，怎不令人惊
叹。

舍农索，精美雅致的典范



作为文艺复兴建筑艺术的杰作，舍农索城堡的
创作灵感直接源于佛罗伦萨著名的老桥，在它
的历史上，女子一直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所以
在城堡，在花园，女性的影子也无处不在……

美轮美奂的卡特琳∙德∙梅迪西斯和狄安娜∙德∙普
瓦捷花园是用绿色植物搭建的伊甸园，无处不
彰显优雅与高贵。从贝尔纳∙帕利西设计的绿色
花园，到意大利式植物迷宫，舍农索就是人们
理想中的庭院。 

在这里，花园是梦想中天堂落入人间的缩影。 

舍农索，至臻完美的表达



舍农索，探索那些藏匿的宝藏

在“圆顶屋长廊”举行的展览是向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救助伤员而做出贡献的人们致以最崇高的礼赞。1914年至
1918年期间，舍农索城堡被改造成战时医院。
一战期间，卡斯通∙梅尼耶，塞纳和马恩省议员，也是当时舍农
索城堡的主人，向法国战争部建议，自费在城堡建立一座临时
军队医院，由他承担所有开支。就此，在跨越谢尔河的卡特琳∙

德∙梅迪西斯长廊上设立起了120个床位。 
长廊的一楼被改造成手术室，在这里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
设备，最早期的X光机中就有一台用在这家军队医院里。
他的儿媳，西蒙娜∙梅尼耶，儿子乔治的妻子，是一名护士长，
她负责管理这家医院，她和安置在这里的医生、外科医师们一
起救治伤员，直到临时医院送走最后一名伤患，机构撤销。

2254 名受伤的士兵，大部分伤情严重，在这里得到了救护，临时医院的救护任务到1918年12月31日结束。 1918.

梅迪西斯长廊

梅迪西斯长廊，位于城堡一楼，为您展出从未面世的藏品：
绘画、挂毯、家具、艺术品，等， 它们将丰富您的历史知
识，为您带来美的享受。

马车长廊

马车长廊位于16世纪农庄精致的马厩里，展出了一批罕见的
马拉拖车。



商店 

城堡新商店全年每天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您可以挑
选到精美又别致的礼品，大多是限量品或专卖品。
纪念品、明信片，专为“小公主，小王子”们准备的
儿童区、书籍、精美的图书、艺术装饰品和首饰，
等，根据不同季节，不同主题，商品也会实时更
新。

录音导览参观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舍农索城堡一
直走在时代前沿，彰显它勇于创新的风
格。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尊贵客人
们，仍能体会到它锐意革新的精神。人
们可以在城堡自由参观，也可以使用带
录像功能的iPod通过录音导览参观城
堡，有11种语言可供选择，通过高分辨
率彩色显示屏，人们可以“参观”城堡所
有不对外开放的厅室，行动不便的人士
也可用它来参观城堡令人惊叹的厨房，
收藏的档案，从新颖的角度去看城堡，
还有城堡建筑的细节，城堡的四季，等
等。

iPhone，iPad和 
iPod touch应用程序 

参观城堡，有11种语
言可供选择
从App Store 上可下载
应用程序参观城堡。

舍农索，每一天，每一年……



城堡花卉工坊每年会从复活节及5月1日等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中吸取灵感，推出花卉新造
型。圣诞期间，城堡展出精美的装饰和大型圣诞树，并在厨房餐桌上摆满可口的美味。宽
大的壁炉中也生起柴火，哔剥作响。

夏季夜游
舍农索城堡推出了浪漫无比的夜游活动，游客可在

意大利古典音乐大师阿尔坎杰罗·科雷利（Arcangelo 
Correlli）的优美乐声中欣赏灯火辉煌的园林美景。

7月14日国庆节周末及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周末
 

7月份第3个周六夜间，城堡特别开放谢尔河畔的蜡
像馆，与都兰舍农索（Touraine Chenonceaux）

AOC葡萄种植者共同举办“星光晚餐”。

舍农索，季节性活动安排



学会欣赏一份文化、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遗产的意义，正是在于传播和推广。 在这里，我们把优异的品
质作为永恒的追求。

精心酿制的新款都兰舍农索法定产区葡萄酒（AOC Touraine- Chenonceaux）尽显卓越风土和特色酒庄
之本色精华，口感均衡完美。 通过高超的酿造工艺和无限热情，为您奉上尽显“当地风情”的顶级佳酿。

圆顶酒窖（Cave des Dômes）坐落于圆顶楼（Bâtiment des Dômes）内，毗邻昔日的皇家马房（Ecuries Royales），
向所有游客开放，展示酒庄特色并提供品酒服务。

（团队请预订）

舍农索，圆顶酒窖（Cave des Dômes）

美食品尝服务

品饮“图兰-舍农索”受保护原产地名酒（AOC Touraine-Chenonceaux）

品饮“图兰-舍农索”受保护原产地名酒（AOC Touraine-Chenonceaux），
配烘焙小点心及当地土特产
请事先预订 （最少10人）

20人以上的团队价

3欧元/人

8欧元/人

单人价

4,2欧元/人

10欧元/人



美食餐厅 自助餐厅 茶苑

城堡餐厅每天开放营业，从3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可接待300人的午餐或自助用餐。橘园餐厅是一所美食餐厅，宽敞舒适的大
厅，面朝帕利西设计的绿色花园，在这高贵宁静的环境里打开美食的菜单，享受生活的幸福时光。自文艺复兴以来，经历过各
种盛大节日之后，无微不至的待客之道已成为舍农索的一项传统。橘园美食餐厅便是这种精神的传承。其新任大厨克里斯多夫·
卡纳提（Christophe Canati）曾师从乔治·布朗（Georges Blanc）、贝尔纳·鲁瓦索（Bernard Loiseau）及艾瑞克·布利法（Eric 
Briffard）。 
如需在橘园举行豪华私人接待宴会，会议，家庭聚会或研讨会，请与我们联系预约。

茶苑每天开放，时间 15H00至 17H00

自助餐厅位于圆顶屋，宽大的餐厅，绿荫下的露台，是喜爱快餐人士的理想去处。 

需购买城堡门票
补充信息
舍农索城堡
橘园服务部
37150 舍农索
电话: 00 33 (0)2 47 23 91 97
传真: 00 33 (0)2 47 23 90 41
联系邮箱 : restaurants@chenonceau.com
付款方式 : 支票，银行卡，现金

舍农索，餐饮



春天香葱奶油蔬菜汤
图赖熟肉酱新鲜山羊奶酪馅饼
橄榄油清脆蔬菜沙拉
图赖熟肉酱沙拉

烤三文鱼排、柠檬土豆泥
和番茄醋酱
啤酒煨猪肉、南瓜泥
腌制小麦
“祖母”鸡胸肉和奶香芝士焗烤土豆

另加配菜每人3€：
Pampilles农场烤山羊奶酪、
法式生菜沙拉和意大利油醋汁

“舍农索城堡”冷冻煎蛋卷
杏仁酱水果馅饼
巧克力开心果千层派
黑巧克力慕斯馅饼

_____________
另加配菜/人.:
基尔酒 / 3.30 €
Evian 0.50升 / 2.10€
咖啡 / 2.10€
一壶桃红葡萄酒和AOC Gamay 2.20€
AOC舍农索白酒和红酒 / 4.20€

凯瑟莲•布里索内
35.00 €/人 23.00 €/人

芦笋浓汤和罗勒馄饨、荷包蛋
陶罐鸭和肥肝冻、水果酸辣酱和法式生菜沙拉
三文鱼肉酱和香草西红柿鞑靼沙拉

烤鲷鱼片、焖韭葱和咖喱酱
红烧芥末小牛肉、红薯泥
柠檬鸡胸肉、小茴香胡萝卜泥
和巴斯马蒂米饭

地方奶酪、法式生菜沙拉及葡萄酒果酱三部曲

“舍农索城堡”冷冻煎蛋卷
蜂蜜苹果馅饼、鲜奶油
核桃咖啡慕斯杏仁达克瓦兹蛋糕

___________
另加配菜/人.：
基尔酒 / 3.30 €
Evian 0.50升 / 2.10€
咖啡 / 2.10€
一壶桃红葡萄酒和AOC Gamay 2.20€
AOC舍农索白酒和红酒 / 4.20€

白皇后

请为团体选择一个菜单。（用餐当天修改菜单将收取5€） 
最终人数必须在用餐日期48小时前通过电子邮件确认。

联系人：restaurants@chenonceau.com
进入餐厅需要支付入场费，该费用不包含在用餐价格中。

舍农索城堡，菜单



舍农索城堡中的橘园美食餐厅风景秀丽，可用于私人接待，人们可在此举办晚会或高档宴会，召开工作会议、研讨会或会议等。 
两间会议室设备齐全，可调整格局，从中可将绿色花园及舍农索城堡美景尽收眼底。

及橘园蜡像馆（大厅）（120人）
小厅（25人）

我们的星级大厨克里斯多夫·卡纳提为您精心准备了美味早餐及高级菜单。
花卉装饰出自城堡花卉工坊之手
可根据预定情况举办团队活动

宴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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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花园、
多姆展厅及阿特拉日展厅

携带游览手册参观
18种语言

携带语音导览参观
11种语言

 14.5欧

11.5欧

免费

 18.5欧

15欧

-

“个人”票价
成人

儿童（7至18岁）

儿童（7岁以下）

2019年价目表

 11.5欧

免费

15欧

-

20人以上“团队”价
及18至27岁学生价

（请出示证件）

语音导览器必须预约
7月及8月预约服务不开放

随行人员/司机

自由参观（2 小时）
提供18种语言的免费游览手册

 
 

携带语音导览参观（45 分钟或 1:00）
提供11种语言的语音导览 

  舍农索城堡位于都兰，
  距巴黎214公里，距图尔34公里。
- 从巴黎戴高乐机场乘坐TGV高铁1小时40 分钟可抵达圣-皮埃尔-德-高乐车站
-  从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乘坐TGV高铁1小时可抵达圣-皮埃尔-德-高乐车站（图尔）
- 自波尔多/圣皮耶尔代科尔（图尔）乘坐T.G.V.：1小时50分钟
- 从图尔乘坐TER区域列车25分钟可抵达

舍农索城堡交通指南

预订服务 welcome@chenonceau.com +33 (0)2 47 23 44 06

1月1日至1月6日
1月7日至2月8日
2月9日至4月5日
4月6日至5月29日
5月30日至7月5日 
7月6日至8月18日
8月19日至9月29日  
9月30日至11月11日 
11月12日至12月20日 
12月21日至12月31日

9点30分至17点30分
9点30分至16点30分
9点00分至17点00分
9点00分至18点00分 
9点00分至19点00分 
9点00分至19点30分  
9点00分至19点00分
9点00分至18点00分
9点30分至16点30分
9点30分至17点30分

城堡全年每天开放。
售票处关闭后30分钟内城堡和商店仍然开放。

下面的周末19点00分闭馆 
复活节（4月20日至22日）， 
5月1日、5月8日（4月27日至5月12日）、
升天节（5月30日至6月2日）

2019年时刻表 | 售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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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领地地图

谢尔河

门票处 / 商店
迷宫
女像柱
管家之屋
狄安娜∙德∙普瓦捷花园
城堡

卡特琳∙德∙梅迪西斯花园
自助餐厅
圆顶屋长廊
圆顶屋酒窖
橘园餐厅- 绿色花园
“向罗素·佩奇致敬”花园
拖车长廊

16世纪农场
花卉园 - 游客奏乐花园
驴园
野餐场地
（有顶棚）野餐场地
薄饼屋

免费停车场

           免费卫生间

      免费寄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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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welcome@chenonceau.com
www.chenoncea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