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指南
欢迎来到科学博物馆。本指南载有有关地
点、展览和项目的基本资料以及博物馆地
图翻译解读。
请向问讯处的工作人员索取地图，并了解
博物馆服务、展示和演出时间表的相关信
息，以及是否可安排人员翻译您的语言。
[链接]咨询今日当前展示时间表和演出时
间。
演出
请咨询售票处有关演出时间，或向信息专
员索取时间表印刷品。
4-D 影院

蓝色翼楼，2 层
体验高清 3-D 影片，同时感受影院座椅和
四周环境带来的特别效果。这种有如身临
其境的体验能满足您所有的感官！ 15 分
钟。
牧格全天域影院
(Mugar Omni Theater)
红色翼楼，1 层
在五层楼高的弧形屏幕上放映世界上最大
的电影格式。约 50 分钟。

闭馆后的天文学
吉利兰天文台 (Gilliland Observatory) 博物
馆停车场 ，5 层
在天空晴朗的周五晚上，观察恒星、行
星、月球和其它天文现象。在多云的夜
晚，参观天文馆内部，并参与天文学相关
的活动。仅在三月到十一月之间。晚上
8:30 – 10:00。
展示
展厅全天均有科学展示。支付展厅入场费
后可免费观看展示。请查看博物馆地图／
指南有关展示时间。时间表可能变更，但
可了解以下热门展示情况：
设计挑战
(Design Challenges)
扮演工程师的角色，设计、建造并测试当
天挑战的原型解决方案。顺便参与正在进
行的活动。60 分钟。
亲手实践实验室
(Hands-On Laboratory)
顺便参与了解一些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会用
到的工具和技术。（仅限周二、周四、周
六）。2 小时。
闪电！
(Lightning!)
室内闪电火花探索闪电、电荷和暴风安全
知识。 20 分钟。

精选影片有以下方案可供选择：隐藏字
幕、加大叙述音量、描述性叙述、外语翻
译和显示脚本。演出时间前 15 分钟，剧院
入口处引座员可提供有限数量的红外耳机
和／或反射镜。

活体动物
(Live Animal)
从我们活体动物护理中心 (Live Animal
Care Center)的有鳞、皮毛和羽毛动物了
解自然。20 分钟。

查尔斯•海登天文馆
(Charles Hayden Planetarium)
红色翼楼，1 层
天文馆利用数字技术，以精妙绝伦的手法
呈现太阳系和宇宙。约 35-40 分钟。

心理游戏和视觉幻象
(Mind Games & Optical Illusions)
通过与现实截然不同的方式看世界，探究
我们如何被自己的感觉“欺骗”。20 分钟。

精选演出提供字幕系统和带功放的 FM 助
听系统。

科学生活！
(Science Live!)
生活科学发现轮流时间表。20 分钟。

(Making Models)
蓝色翼楼，1 层
使用模型研究物体、现象和理念。
科学瞬间
(Science Snapshot)
近距离观察我们生活中最新科学和技术。
20 分钟。
下午报道
(Afternoon Report)
加入我们的舞台播报，就最新头条科学新
闻做出极速新闻报道。20 分钟。
展厅
博物馆每年要举行多次巡回展览，同时通
过陈列橱展示超过 700 项常设展览。
这些人气展览不容错过：
戈登当代科学和技术中心
(Gordon Curr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enter)
蓝色翼楼，1 层
如今科学界有何动向？请前往戈登当代科
学和技术中心 (Gordon Curr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enter) 一探究竟，这里与时 俱
进地反映当下新闻、时间和发展。
蝴蝶花园
(Butterfly Garden)
蓝色翼楼，2 层
在这个种植着外来植物的温室中，蝴蝶自
由飞舞，您也能自由徜徉。

员工展览空间
教育工作者身着我们标志性的红色实验
服，开展一项现场展览，您可在此深入讨
论某些话题、做实验以及解开疑惑。留意
特殊时间。
人类生活大厅
绿色翼楼，2 层
该展览包含 70 多个互动环节，为游客提 供
了新的方式来探索不断变化的生物和健康
学 — 从心理层面到生理层面。展厅开放 期
间展示。
以下展览区域开放时间比展厅晚一小时，
关闭时间比展厅早 15 分钟； 周五关闭时
间为晚上 7:30。
Cahners 计算机空间
(Cahners ComputerPlace)
蓝色翼楼，1 层
软件之类，包括计算机小配件演示以及计
算机运作方法亲手实践活动。
探索中心
(Discovery Center)
红色翼楼，1 层
8 岁以下儿童和有幼儿的家庭的学习园
地。开放时间不定；请查看入口处的开放
时间或拨打电话 617-589-0433 咨询。

科学活动中心
探究！一项需要亲眼见证的展览
(Investigate! A See-for-Yourself Exhibit)
蓝色翼楼，2 层
开展实验。
自然奥秘
(Natural Mysteries)

蓝色翼楼，首层
比较和分类物体，解决难题。

美食享用地
河景咖啡厅
(Riverview Café)
沃尔夫冈•帕克餐饮 (Wolfgang Puck
Catering) 提供的食品服务。各种各样的 餐
食和小食供您选择：热主食、披萨、汉堡
三明治、沙拉、咖啡、烘焙食品和冰淇
淋。每天开放。

制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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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设施
有关博物馆服务与设施的信息，比如失物
招领、轮椅和电动摩托车，请与问讯处的
工作人员接洽。地图翻译解读请参考本指
南。
展厅开放时间
常规： 上午 9:00 －下午 5:00。
夏季： 上午 9:00 －晚上 7:00（7 月 5 日－
劳工节）
星期五： 上午 9:00 －晚上 9:00（全年）
学校放假期间开放时间可能变更。感恩节
和圣诞节前夜所有场馆在下午 2:00 关闭；
感恩节和圣诞节当天闭馆。
票价

地位于绝地暴龙(T. rex) 旁的车 道。3 月底
至 11 月底每天出发。如需预 定及了解更多
信息： 617-267-DUCK，
bostonducktours.com。
博物馆地图解读
使用此解读翻译博物馆展览和服务区域名
称。
3层
乘坐绿色翼楼电梯或上楼梯。
绿色翼楼
教育工作者资源中心
威姆斯雕像 (Weems Sculptures)
布拉•德沃什博恩展览 (Brad Washburn
Exhibit)

请咨询博物馆售票处。提供综合套餐。
2层
停车费
若您在博物馆车库停车，请携带停车卡前
往通向车库途中中央大厅的自助服务亭。
仅接受信用卡或借记卡付费。
会员
会员可享受全年无限制进入展厅、专享折
扣、特殊活动邀请、一系列免费全天域影
院 (Omni) 和天文馆 (Planetarium) 演出入
场券以及前往全球超过 400 个科学中心。
立即加入，可用会费抵扣有限数量的展厅
门票！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会员服
务处 (Membership Booth) 或博物馆售票
处，或致电 617-723-2500、617-589-0417
（听障专线 TTY）。
波士顿两栖车之旅
(BOSTON DUCK TOURS)
博物馆是波士顿两栖车之旅 (Boston Duck
Tours) 的起点。请向博物馆中庭（红色翼
楼，牧格全天域影院 (Mugar Omni
Theater) 附近）的两栖车之旅 (Duck Tours)
工作人员购买门票及选择商品。 旅行出发

蓝色翼楼
蝴蝶花园 (Butterfly Garden)
Cahners 剧院 (Cahners Theater)
保存在家中 (Conserve@Home)
探究！(Investigate!)
灯塔 (The Light House)
公园里的科学 (Science in the Park)
眼见“不”实 (Seeing Is Deceiving)
电力剧院 (Theater of Electricity)
4D 数字影院
绿色翼楼
人类生活厅 (Hall of Human Life) （包括
蜜蜂、 小鸡和绢毛猴）
尼古拉斯美术馆 (Nichols Gallery) （特殊
展览）
1层
欢迎
这是博物馆的大厅。在这里可购买门票及
了解相关信息。

3

蓝色翼楼
Cahners 计算机空间 (Cahners
ComputerPlace)
工程设计工作室
戈登当代科学和技术中心
(Gordon Curr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enter)
制作模型 (Making Models)
映射 (Mapping)
数学发展！ 体验比值和
比例
停车费支付（服务亭）
虚拟
鱼缸 (The Virtual Fishtank)
来自全球的岩石 (Rocks from Around the
World)
绝地暴龙 (T. rex)
技术学习中心 (Technology Learning
Center)
电力剧院 (Theater of Electricity)
绿色翼楼
地球仪
新英格兰栖息地 (New England Habitats)
红色翼楼
中庭
波士顿两栖车之旅 (Boston Duck Tours)
（3 月 - 11 月）
查尔斯•海登天文馆 (Charles Hayden
Planetarium)
探索中心 (Discovery Center)
会员服务中心 (Membership Booth)
牧格全天域影院 (Mugar Omni Theater)
河景咖啡厅 (Riverview Café)
博物馆商店
Polage
稳固楼梯／楼梯
宇宙光 (Cosmic Light)

蓝色翼楼
恐龙 (Dinosaurs)
通电！(Energized)
超越 X 光 (Beyond the X-Ray)
边缘生活 (Living on the Edge)
交通 (Transportation)
自然奥秘 (Natural Mysteries)
纳米技术 (Nanotechnology)
捕风 (Catching the Wind)
近距离观察 (Take a Closer Look)
智能天气 (WeatherWise)
绿色翼楼
科尔比室 (Colby Room)
鸟类世界 (A Bird’s World)
夏皮罗一家科学生活！ 舞台 (Shapiro
Family Science Live! Stage)
红色翼楼
教室
活体动物护理中心
小组／卡博特实验室 (Suit/Cabot Lab)
首层大堂
Audiokinetic 雕像
标志解读
以下服务可从问讯处获得，1 层：
失物招领（或致电 617-589-0319）
急救和其他紧急服务
儿童走失：告知儿童在此处报告
轮椅、电动车
折叠式婴儿车、半私人护理区通道
其他标志解读

前往牧格全天域影院 (Mugar Omni
Theater)： 乘坐 1 层红色翼楼电梯上楼

无障碍

首层

楼梯间

乘 1 层的红色或绿色翼楼电梯下楼

电梯

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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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洗手间
盲文
助听
隐藏字幕
音频介绍
餐饮
寄存处和储物柜
自动提款机
停车场
需另购票

大多数洗手间提供婴儿护理设施。
博物馆的任意区域都提供护理。

617-723-2500，617-589-0417（听障专线
TTY）
mos.org
上网或致电购买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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