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

N「北」
開始時間

東行道；參觀莊園
此處開始

從山頂巴士站和傑弗遜
墓地至遊客中心的巴士
每5至10分鐘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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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門票上印刷的時間進入莊園。為了不錯過
參觀，請在門票上印刷的時間提前至少 15
關
有
分鐘登上遊客中心提供的接駁巴士。
看

巴士站
往返遊客中心

參觀山頂博物館商店，
購買各種各樣的書籍、
與傑弗遜有關的禮物、
冷飲和點心。

在

到達山頂之後，請在門票時間
提前至少 5 分鐘待在莊園前
面的東行道上。

開始時間

蒙蒂塞洛奴隸制遊覽
此處開始

蒙塞蒂洛戶外建築允許拍照和錄音錄像，
但只能供個人使用；莊園內部禁止拍照和錄影。
背包和大型提包必須背在胸前或用手攜帶。

北地窖通道

洗手間

帶有會到處活動小孩的父母請輪流參觀莊園。
嬰兒推車免費提供。
南地窖通道

莊園室內的習俗和禮儀

葡萄園

45 分鐘。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北館和露臺
開始時間

貝瑞廣場

利維墓地

蒙蒂塞洛奴隸制度
遊覽： 這是由導
遊帶領的戶外遊覽，
重點是在瞭解住在蒙蒂
塞洛莊莊園原並勞動的奴
役人口的生活。

花園和地面建築導覽
此處開始

洗手間
南館和露臺

花園亭子

西草坪
葡萄園

鮮花小徑
蔬菜園

45 分鐘。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桑樹林

花園和地面建築導覽：
探查傑弗遜在園藝、植物學和
農業方面終生的興趣，同時享
受蒙蒂塞洛複建的漂亮雅致、
琳琅滿目的鮮花和蔬菜花園、
樹林及果園。

樹林
細木煙囪
南果園

步行或乘坐巴士前往由湯
瑪斯·傑弗遜後代擁有的
傑弗遜墓地和公墓。

充分利用普通入場價格中
包括的另外兩項導覽服務。

通往傑弗遜墓地和
遊客停車場的路線

在您參觀期間……

蒙蒂塞洛山頂
莊園、花園和地面建築

Chinese • 中文

湯瑪斯·傑弗遜遊客中心
和史密斯教育中心

夏洛特維爾
遊客諮詢處
沿小徑通向傑弗遜的墓地
「步行 15 分鐘」
和蒙蒂塞洛
「合計 25 分鐘」

參觀羅伯特 H. 和
克拉麗斯·史密斯
畫廊的展覽
「參見下面的列表」。

乘坐擺渡車到蒙蒂塞洛
「10 分鐘 」

羅伯特 H.
和克拉麗斯·
史密斯林地館

 啡館菜譜包括三明治、
咖
沙律、糕點、各種兒童食
品以及冷熱飲料。

霍華德和艾比·
米爾斯坦劇院
「庭院層」

格裏芬探索室

多米林接待處

卡爾和漢特·
史密斯教育中心

團體登記

停車場

殘障人士入口
至停車場

參觀非裔美國人墓地 ,
位於從遊客中心延伸的小徑盡頭。

羅伯特 H. 和克拉麗斯·史密斯畫廓的展覽
湯瑪斯·傑弗遜和「狂暴的
自由海洋」 (Boisterous Sea
of Liberty)在一面21英寸平
板LCD螢幕上,其中包括七
個互動觸摸屏,展現傑弗遜對
於自由的核心思想之發展和
持續影響。
《湯瑪斯·傑弗遜的語錄》
通過投影在新型顯示幕上
來展露傑弗遜的思想。

遊客指南

蒙蒂塞洛
種植園模型

參觀博物館商店，
購買各式書籍以及
與傑弗遜有關的禮品。

至桑德斯-蒙蒂塞洛小徑

發現
傑弗遜的
天才

蒙蒂塞洛體驗：「萬事都可試」
深入探索傑弗遜將蒙蒂塞洛作為
他理念的實驗室，就是以此證明
「實用的知識」可以使生活更高
效和便利。
創造蒙蒂塞洛： 傑弗遜的
「建築論文」展現了被廣泛公認
為美國建築標誌之一的蒙蒂塞洛
莊園的建築起源、構造和四十年
的發展歷程。

欣賞片長
15分鐘的介紹影片
湯瑪斯·傑弗遜的世界。
位於庭院層的霍華德和
艾比·米爾斯坦劇院。

 裏芬探索室提供遊客，特別是
格
兒童，親自動手的機會，利用現
場的材料和活動瞭解傑弗遜的生
活與時代背景，其中包括複製蒙
蒂塞洛的莊園和農場。

湯瑪斯·傑弗遜(1743-1826)是美國革命的理論家、《獨
立宣言》的起草者。 《獨立宣言》的理念 — 即「人人
生而平等」和「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將得到
保障」— 建立了美國自治和個人自由的基礎。 傑弗遜
在1776年發表的言論仍在鼓舞著當今世界各地的人們。
撰寫《獨立宣言》之後，傑弗遜在接下來的 33 年時間
裏致力於公共福利事業，擔任維吉尼亞代表大會和國會
的代表，並先後擔任弗吉尼亞州長、派駐法國的大使、
外交部長、副總統，並從1801年至1809年擔任總統。
傑弗遜擔任總統期間的傑出成就包括購買路易斯安那州
以及路易斯和克拉克遠征。
傑弗遜設計了蒙蒂塞洛的每個環節，使其成為一建築地
標和世界遺產，在四十年期間不斷建造和修改蒙蒂塞洛
的建築物和景觀。
他相信人的理性和知識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態。 傑弗
遜對科學進行了深入研究，是一名藝術「愛好者」，他
塑造了美國的公眾建築，並致力於園藝、民族志、古生
物學、考古學和天文學，這只是 略舉一些成就 。 在退
休之後，他成立維吉尼亞大學並設計其建築。

保持聯繫
Thomas Jefferson’s
Monticello

@TJMonticello

monticello.org
蒙蒂塞洛是一個成立於 1923 年的私人非盈利 501(c)(3) 公司，在支持保護與
教育的雙重使命方面，從來沒有接受到任何持續的聯邦或州資金支助。

聯合國科教文組
織世界遺產地

monticello.org

參觀山頂博物館商店，
購買各種各樣的書籍、
與傑弗遜有關的禮物、
冷飲和點心。

開始時間

東行道；參觀莊園
此處開始

N「北」

從山頂巴士站和傑弗遜
墓地至遊客中心的巴士
每5至10分鐘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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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山頂之後，請在門票時間
提前至少 5 分鐘待在莊園前
面的東行道上。

請在門票上印刷的時間進入莊園。為了不錯過
參觀，請在門票上印刷的時間提前至少 15
關
有
分鐘登上遊客中心提供的接駁巴士。
看

巴士站
往返遊客中心
開始時間

蒙蒂塞洛奴隸制遊覽
此處開始

蒙塞蒂洛戶外建築允許拍照和錄音錄像，
但只能供個人使用；莊園內部禁止拍照和錄影。
北地窖通道

洗手間

背包和大型提包必須背在胸前或用手攜帶。
帶有會到處活動小孩的父母請輪流參觀莊園。
嬰兒推車免費提供。

南地窖通道

莊園室內的習俗和禮儀

葡萄園
北館和露臺
開始時間

貝瑞廣場

利維墓地

洗手間

花園和地面建築導覽
此處開始
南館和露臺

花園亭子

鮮花小徑
桑樹林
細木煙囪

45 分鐘。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蒂塞洛奴隸制度
蒙
遊覽： 這是由導
遊帶領的戶外遊覽，
重點是在瞭解住在蒙蒂
塞洛莊莊園原並勞動的奴
役人口的生活。

西草坪
葡萄園
蔬菜園

樹林

步行或乘坐巴士前往由湯
瑪斯·傑弗遜後代擁有的
傑弗遜墓地和公墓。

南果園

45 分鐘。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園和地面建築導覽：
花
探查傑弗遜在園藝、植物學和
農業方面終生的興趣，同時享
受蒙蒂塞洛複建的漂亮雅致、
琳琅滿目的鮮花和蔬菜花園、
樹林及果園。
充分利用普通入場價格中
包括的另外兩項導覽服務。

通往傑弗遜墓地和
遊客停車場的路線

在您參觀期間……

蒙蒂塞洛山頂
莊園、花園和地面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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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瑪斯·傑弗遜遊客中心
和史密斯教育中心

夏洛特維爾
遊客諮詢處
沿小徑通向傑弗遜的墓地
「步行 15 分鐘」
和蒙蒂塞洛
「合計 25 分鐘」

參觀羅伯特 H. 和
克拉麗斯·史密斯
畫廊的展覽
「參見下面的列表」。

乘坐擺渡車到蒙蒂塞洛
「10 分鐘 」

羅伯特 H.
和克拉麗斯·
史密斯林地館

發現
傑弗遜的
天才

咖啡館菜譜包括三明治、
沙律、糕點、各種兒童食
品以及冷熱飲料。

遊客指南

蒙蒂塞洛
種植園模型

參觀博物館商店，
購買各式書籍以及
與傑弗遜有關的禮品。

霍華德和艾比·
米爾斯坦劇院
「庭院層」

湯瑪斯·傑弗遜(1743-1826)是美國革命的理論家、《獨
立宣言》的起草者。 《獨立宣言》的理念 — 即「人人
生而平等」和「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將得到
保障」— 建立了美國自治和個人自由的基礎。 傑弗遜
在1776年發表的言論仍在鼓舞著當今世界各地的人們。

格裏芬探索室

多米林接待處

卡爾和漢特·
史密斯教育中心

撰寫《獨立宣言》之後，傑弗遜在接下來的 33 年時間
裏致力於公共福利事業，擔任維吉尼亞代表大會和國會
的代表，並先後擔任弗吉尼亞州長、派駐法國的大使、
外交部長、副總統，並從1801年至1809年擔任總統。
傑弗遜擔任總統期間的傑出成就包括購買路易斯安那州
以及路易斯和克拉克遠征。

停車場

團體登記
殘障人士入口
至桑德斯-蒙蒂塞洛小徑

至停車場

參觀非裔美國人墓地 ,
位於從遊客中心延伸的小徑盡頭。

格裏芬探索室提供遊客，特別是
兒童，親自動手的機會，利用現
場的材料和活動瞭解傑弗遜的生
活與時代背景，其中包括複製蒙
蒂塞洛的莊園和農場。

欣賞片長
15分鐘的介紹影片
湯瑪斯·傑弗遜的世界。
位於庭院層的霍華德和
艾比·米爾斯坦劇院。

傑弗遜設計了蒙蒂塞洛的每個環節，使其成為一建築地
標和世界遺產，在四十年期間不斷建造和修改蒙蒂塞洛
的建築物和景觀。
他相信人的理性和知識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態。 傑弗
遜對科學進行了深入研究，是一名藝術「愛好者」，他
塑造了美國的公眾建築，並致力於園藝、民族志、古生
物學、考古學和天文學，這只是 略舉一些成就 。 在退
休之後，他成立維吉尼亞大學並設計其建築。

羅伯特 H. 和克拉麗斯·史密斯畫廓的展覽
蒙蒂塞洛體驗：「萬事都可試」
深入探索傑弗遜將蒙蒂塞洛作為
他理念的實驗室，就是以此證明
「實用的知識」可以使生活更高
效和便利。

湯瑪斯·傑弗遜和「狂暴的
自由海洋」 (Boisterous Sea
of Liberty)在一面21英寸平
板LCD螢幕上,其中包括七
個互動觸摸屏,展現傑弗遜對
於自由的核心思想之發展和
持續影響。

保持聯繫
Thomas Jefferson’s
Monticello

創造蒙蒂塞洛： 傑弗遜的
「建築論文」展現了被廣泛公認
為美國建築標誌之一的蒙蒂塞洛
莊園的建築起源、構造和四十年
的發展歷程。

《湯瑪斯·傑弗遜的語錄》
通過投影在新型顯示幕上
來展露傑弗遜的思想。

@TJMonticello

monticello.org
蒙蒂塞洛是一個成立於 1923 年的私人非盈利 501(c)(3) 公司，在支持保護與
教育的雙重使命方面，從來沒有接受到任何持續的聯邦或州資金支助。

聯合國科教文組
織世界遺產地

monticello.org

蒙蒂塞洛
莊園和家俱
大廳

圖書室

書房和臥室

客廳

如果您在傑弗遜的時代參觀蒙蒂塞洛在宏偉的雙
層房間，鮑威爾·科爾伯特、傑弗遜的奴役男
管家或奴役僮僕會歡迎您。在大廳中，傑弗遜
展示了在遠征太平洋之旅當中作為外交
禮物贈與路易斯和克拉克的印第安人物
品，這場旅行是由傑弗遜總統一手規畫。印第
安人物品擺
在傑弗遜的
各種收藏品之
間，這些收藏
品包括歐洲藝
術品、維吉尼
亞和已知大
陸的地圖，
以及已經滅絕和尚存的
北美動物骨胳、化石、
角和獸皮。大型時鐘
顯示時間和星期。

傑弗遜在他私人官邸或套房的這
個房間中收藏了 6700 冊圖書。
在 1812 年戰爭期間，英國焚燒
了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議會大
廈以及國會圖書館。 1815 年，
傑弗遜因債務纏身，向國家出售
了他的圖書館；他的圖書成為現在的國會圖書館的核心。
出售圖書館之後不久，傑弗遜寫信給約翰·亞當斯，「離
了書我無法生活」，他開始購買更多的圖書。 在他死後，
圖書館中的許多書籍被賣出，以償還他的債務，一起賣掉
的還有莊園、大部分物品和奴役的工人。 如今，仍有一些
原始的卷冊在位於蒙蒂塞洛的退休圖書館中保留下來。 這
裏的 其 他 一 些 圖 書 與 原 始 圖
書具有相同的書名和版本。
傑弗遜堅信，受過教育的公
民是民主生存下來的根本。
為了造就一批受過教育的公
民，傑弗遜于 1817 年成立了
維吉尼亞大學。

傑弗遜每天都花時
間在他的書房讀書
和寫文章。 他的
傑弗遜的複寫器，
書桌上擺有一套複
一台用於複製信件的機器
寫器，這是一台具
由維吉尼亞大學
有兩支筆的影印機
器。 當傑弗遜用一支筆寫作時，另一支筆準確地進行複
寫。 傑弗遜保存了他一生中所寫的大約 19,000 封信中的
大多數信件的副本。

傑弗遜的家人和客人，
經常聚在具有優雅鑲花
地板的客廳一起聊天、
讀書和玩遊戲以及樂
器。客廳配有傑弗遜在
法國購買的家俱，以及
採用蒙蒂塞洛細木工藝
製作的物件。

傑弗遜的床位於書房和臥室之
間的一處凹室。 設計來自他
從法國引入的節約空間理念。
正上方是用於存放衣物的高大
通風空間；搭梯子通過床頭的
一扇門可以抵達床鋪。 傑弗
遜於1826年7月4日在這個
房間逝世，此時正是國會批准
《獨立宣言》50 年之後。 美
國的第二任總統、傑弗遜的
政治對手，也是他的朋
友約翰·亞當斯，也於
同一天在麻塞諸塞州逝
世。

南廣場房間
這套小房間僅是專供傑弗遜家人單獨居住的主樓層房間之
一。 傑弗遜的大女兒瑪莎·傑弗遜·藍道夫在父親退休
期間，一直與她的全家居住於蒙蒂塞洛，她把這裏當作她
的起居室和辦公室，並作為孩子的教室。 瑪莎可以從這
個房間伏瞰莊園的家庭和家政內部活動 – 包括
監督莊園裏的大約 15 名奴隸，他們的工作有
僕人、廚師、招待、女僕、保育員、服務員
和搬運工。 傑弗遜家人的畫像懸掛在牆壁
上。傑弗遜的妻子瑪莎·威爾斯·斯凱爾
頓於 1782 年去世，享年33 歲。他將他的
婚姻描述為「十年風平浪靜的幸福」。 他沒
有再婚。 在他的六個孩子當中，僅有兩
個孩子，即瑪莎和瑪麗活到成年。
瑪麗·傑弗遜·艾普斯因難產而
死於 1804 年，而瑪莎則和她 11
名孩子中的大多數孩子從1809年
至1826年居住在蒙蒂塞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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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壁上張貼著新世界的
著名航海家和探險家、美國愛國者和政治家的肖像，以
及傑弗遜的「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三位男性的三合
一畫像」— 這三位男性分別是致力於實證研究的法蘭西
斯·培根；清晰描述物理學定律的以撒·牛頓；以及致
力於社會契約型政府之理念的約翰·洛克。 傑弗遜還懸
掛了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以聖經為主題的油畫。

餐廳和茶室
與同時代的大多數美國人一樣，
傑弗遜家人及其客人每天進食兩
餐：早餐時間是早上大約8點，
晚餐時間是大約下午4點。餐桌
根據當時的人數而安排。當餐桌
不使用時，折疊起來靠牆擺放。
茶室是一處令人愉悅的座位區，
用於在晚餐之後品嘗葡萄酒和晚
間茶點。 在傑弗遜退休期間，奴役廚師伊迪斯·
福塞特和弗朗斯·赫恩在莊園地下室的廚房
製作食物。 管家鮑威爾· 科爾伯特在年輕
的男侍僕的協助下在餐廳提供服務。 蒙蒂
塞洛的食物比標準的維吉尼亞種植園食品的
花樣更多，將法國風味與盎格魯殖民地居民
和非裔美國人的傳統食物相混合。

櫥櫃

北八角形房間
儲藏窖

法國雕塑家尚-安東尼·胡敦製作的
湯瑪斯·傑弗遜的半身像，1789 年
吉爾·德理收藏品捐贈

葡萄酒窖

器具室

啤酒窖

傑弗遜設計的銀質咖啡壺，
製作於法國，1787–1788 年

這個半八角形臥室的
住客是美國的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森和
他著名的妻子朵莉· 麥迪森是傑弗遜的親密朋友和重要
盟友；他的官邸蒙彼利埃離蒙蒂塞洛大約 30 英里，路
程需要花費大約一天時間。

儲藏窖

通過莊園下面的十字路口展覽室瞭解蒙蒂塞洛的家庭工藝品。

利維家族的管理工作

蒙蒂塞洛
附屬建築、花園和地面建築

蒙蒂塞洛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一個原因
是在傑弗遜逝世之後兩個主要所有者
的努力：

附屬建築
傑弗遜對於蒙蒂塞洛設計的一個
特殊之處是融入了「附屬建築」
，或者稱為基要服務房間，因此
可以方便地進出，而且不需承擔
室外有風吹雨打的風險。
這些
附屬建築從莊園的公共空間看不
到。 兩翼配有廚房、薰制室、乳
製品加工室、冰窖和馬車房，通
過地下屋的全天候通道連接在一
起。 沿此通
廚房的燉爐和灶台 道的是用於存
儲食物、飲料
和柴火的空間。 在此通道以及這些附
屬建築中，傑弗遜家人的生活與在種
植園和莊園裏工作的奴役非裔美國人
的生活交織在一起。

北露臺和閣樓

南露臺和閣樓
這個露臺通向南閣樓，
專為傑弗遜和他的家人
保留，是首棟屹立在山
頂的建築。 傑弗遜從
1770 年 11 月生活在那
裏，當時首個蒙
蒂塞洛莊園正在
建設之中。 他和
他 的 妻 子 瑪 莎 于
1772年在這座閣樓
上層的房間開始婚
姻生活。

花園

傑弗遜將他的種植園分為由居民監工經營的單獨農場，
由他們指導奴役的男女和兒童勞作。 傑弗遜的大多數奴
隸是繼承的。大半生中，他擁有大約200名奴隸，其中的
三分之二屬於於蒙蒂塞洛，三分之一是在白楊林，即位于
貝德福縣的種植園。 傑弗遜最初種植煙草作為他
的主要經濟作物，但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轉為種
南閣樓
植小麥。
地下室
乳品室
奴隸
住處

薰制室

烹飪室

這條增高的走道是蒙蒂塞洛的兩個露
臺之一，也稱為「公共露臺」，遊客
葡萄酒窖
將這個地方稱之為“最適合晚上和潮
濕天氣散步的地方”。露臺的下方是奴役工從事保持莊園
正常運轉所需任務的工作場所。這個露臺的盡頭是竣工於
1808年的北閣樓。湯瑪斯·傑弗遜的女婿湯瑪斯·曼藍道
夫偶爾將北閣樓用作學習的場所。

南側的附屬建築竣工於 1809 年。

種植園

桑樹林
桑樹林因其沿兩側種植桑樹而得名，從十八世紀
後期起一直是蒙蒂塞洛的種植活動中心，直至傑
弗遜於 1826 年逝世。受契約約束的工人和工匠
們在桑樹下生活和勞作，沒有任何
報酬。 隨著時間的推移，桑樹林根
據蒙蒂塞洛的建設和傑弗遜的家庭
與 製 造 計 畫 的 需 要 而 不 斷 演 變 。
1796 年，桑樹林的建築多達
23 棟。因為其中大多數都是木
質材料的，只有少數保
留了下來。

廚房
上圖： 桑樹林出土的陶瓷碎片

到了 1808 年，傑弗遜在莊園的四邊角落規劃
和種植了 20 處橢圓形的花壇，沿西草坪周圍
的礫石小徑種植了一圈鮮花。 鮮花小徑的蛇形
設計和橢圓形的「島狀」花壇反映了傑弗遜在隨性
風格的景觀設計方面的興趣，他將這一
領域視為「七大美藝之一」。

啤酒窖

樹木
樹木是傑弗遜最喜愛的植物之一。他記錄下來
種植的植物有160種，其中包括與莊園相鄰的
裝飾性的「林地」，以及沿迂回線路由桑樹、
皂莢樹和其他樹木環繞而成的小道。 遊客們
常常被帶到一個被稱為傑弗遜的「寵物樹」的
地方參觀。

溫室

馬廄

冰室

附屬建築的歷史規劃

南密室

北密室

莊園。 1923 年，湯瑪斯·傑弗遜基
金會成立，從傑弗遜·利維手中收購
了該處財產。

海軍準將
烏利亞·菲力浦斯·利維

基金會迄今一直稟承

利維家族制訂的保存傳統。

傑弗遜在他的花卉圖書中一絲不苟地記下了有關蔬菜的筆記。
花卉圖書，1766-1824 年，第 50 頁，作者湯瑪斯·傑弗遜，
由麻塞諸塞歷史學會

傑弗遜將地處東南山坡的蔬菜園稱為「花園」。蔬菜園
為家庭的餐桌提供食物，而且還作為他種植大約 99 種
蔬菜和草本植物當中330個品種的實驗室。這是一個具
有革命意義的美國菜園，而且是傑弗遜最豐富的歷史文
化成就之一。 如今，蔬菜園作為傑弗遜時代和 19 世紀
蔬菜品種的保留種子庫。

傑弗遜的墓地

莎麗·海明斯
莎麗·海明斯 (1773-1835) 是傑弗遜大家族的一員，她曾是蒙
蒂塞洛當中隨侍夫人的一名奴役女僕。 1998 年的 DNA 測試結果表
明，傑弗遜和海明斯家族之間存在基因聯繫。 根據現有的科學、記
錄和統計證據以及口頭歷史，蒙蒂塞洛和大部分
歷史學家現在認為，湯瑪斯·傑弗遜在妻子去世
之後數年，成為莎麗·海明斯誕生的多名孩子的
父親，這些孩子分別是： 貝弗莉、哈裏特、麥迪
森和埃斯頓·海明斯。 要瞭解更多內容，請查閱
monticello.org。
從桑樹林奴隸居住地出土的錫釉面陶罐

擁有期間，利維家族努力恢復和保存

蔬菜園

北地下室通道

十字路口
展覽室

在他們

馬車庫

酒窖

南地下室通道

外甥傑弗遜·門羅·利維。

北閣樓
地下室

傑弗遜在與書房相鄰的溫室中種植鮮花和芳香
植物，例如桔子樹。他還在那裏存放工具和工
作臺 – 並且為他寵愛的鳴禽建造了鳥舍。
與溫室相連的是兩個帶有活動板條的室外
門廊，活動板條可以控
儲藏窖
制進入溫室的光線。
器具室
葡萄

儲藏窖

美國海軍的首位猶太海軍

準將烏利亞·菲力浦斯·利維和他的

花園閣樓和
傑弗遜的蔬菜園

湯瑪斯·傑弗遜和他的其
他家庭成員埋葬在一處由
他在 1773 年選定的墓地。
這塊地由傑弗遜後裔協會
所擁有，至今仍作為一處
公墓。 他為墓碑撰寫的碑
文僅包括寥寥一行字： 「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
人、《維吉尼亞宗教自由
法案》的作者和維吉尼亞
大學的創始人」。

蒙蒂塞洛
莊園和家俱
大廳

圖書室

書房和臥室

客廳

如果您在傑弗遜的時代參觀蒙蒂塞洛在宏偉的雙
層房間，鮑威爾·科爾伯特、傑弗遜的奴役男
管家或奴役僮僕會歡迎您。在大廳中，傑弗遜
展示了在遠征太平洋之旅當中作為外交
禮物贈與路易斯和克拉克的印第安人物
品，這場旅行是由傑弗遜總統一手規畫。印第
安人物品擺
在傑弗遜的
各種收藏品之
間，這些收藏
品包括歐洲藝
術品、維吉尼
亞和已知大
陸的地圖，
以及已經滅絕和尚存的
北美動物骨胳、化石、
角和獸皮。大型時鐘
顯示時間和星期。

傑弗遜在他私人官邸或套房的這
個房間中收藏了 6700 冊圖書。
在 1812 年戰爭期間，英國焚燒
了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議會大
廈以及國會圖書館。 1815 年，
傑弗遜因債務纏身，向國家出售
了他的圖書館；他的圖書成為現在的國會圖書館的核心。
出售圖書館之後不久，傑弗遜寫信給約翰·亞當斯，「離
了書我無法生活」，他開始購買更多的圖書。 在他死後，
圖書館中的許多書籍被賣出，以償還他的債務，一起賣掉
的還有莊園、大部分物品和奴役的工人。 如今，仍有一些
原始的卷冊在位於蒙蒂塞洛的退休圖書館中保留下來。 這
裏的 其 他 一 些 圖 書 與 原 始 圖
書具有相同的書名和版本。
傑弗遜堅信，受過教育的公
民是民主生存下來的根本。
為了造就一批受過教育的公
民，傑弗遜于 1817 年成立了
維吉尼亞大學。

傑弗遜每天都花時
間在他的書房讀書
和寫文章。 他的
傑弗遜的複寫器，
書桌上擺有一套複
一台用於複製信件的機器
寫器，這是一台具
由維吉尼亞大學
有兩支筆的影印機
器。 當傑弗遜用一支筆寫作時，另一支筆準確地進行複
寫。 傑弗遜保存了他一生中所寫的大約 19,000 封信中的
大多數信件的副本。

傑弗遜的家人和客人，
經常聚在具有優雅鑲花
地板的客廳一起聊天、
讀書和玩遊戲以及樂
器。客廳配有傑弗遜在
法國購買的家俱，以及
採用蒙蒂塞洛細木工藝
製作的物件。

傑弗遜的床位於書房和臥室之
間的一處凹室。 設計來自他
從法國引入的節約空間理念。
正上方是用於存放衣物的高大
通風空間；搭梯子通過床頭的
一扇門可以抵達床鋪。 傑弗
遜於1826年7月4日在這個
房間逝世，此時正是國會批准
《獨立宣言》50 年之後。 美
國的第二任總統、傑弗遜的
政治對手，也是他的朋
友約翰·亞當斯，也於
同一天在麻塞諸塞州逝
世。

南廣場房間
這套小房間僅是專供傑弗遜家人單獨居住的主樓層房間之
一。 傑弗遜的大女兒瑪莎·傑弗遜·藍道夫在父親退休
期間，一直與她的全家居住於蒙蒂塞洛，她把這裏當作她
的起居室和辦公室，並作為孩子的教室。 瑪莎可以從這
個房間伏瞰莊園的家庭和家政內部活動 – 包括
監督莊園裏的大約 15 名奴隸，他們的工作有
僕人、廚師、招待、女僕、保育員、服務員
和搬運工。 傑弗遜家人的畫像懸掛在牆壁
上。傑弗遜的妻子瑪莎·威爾斯·斯凱爾
頓於 1782 年去世，享年33 歲。他將他的
婚姻描述為「十年風平浪靜的幸福」。 他沒
有再婚。 在他的六個孩子當中，僅有兩
個孩子，即瑪莎和瑪麗活到成年。
瑪麗·傑弗遜·艾普斯因難產而
死於 1804 年，而瑪莎則和她 11
名孩子中的大多數孩子從1809年
至1826年居住在蒙蒂塞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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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壁上張貼著新世界的
著名航海家和探險家、美國愛國者和政治家的肖像，以
及傑弗遜的「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三位男性的三合
一畫像」— 這三位男性分別是致力於實證研究的法蘭西
斯·培根；清晰描述物理學定律的以撒·牛頓；以及致
力於社會契約型政府之理念的約翰·洛克。 傑弗遜還懸
掛了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以聖經為主題的油畫。

餐廳和茶室
與同時代的大多數美國人一樣，
傑弗遜家人及其客人每天進食兩
餐：早餐時間是早上大約8點，
晚餐時間是大約下午4點。餐桌
根據當時的人數而安排。當餐桌
不使用時，折疊起來靠牆擺放。
茶室是一處令人愉悅的座位區，
用於在晚餐之後品嘗葡萄酒和晚
間茶點。 在傑弗遜退休期間，奴役廚師伊迪斯·
福塞特和弗朗斯·赫恩在莊園地下室的廚房
製作食物。 管家鮑威爾· 科爾伯特在年輕
的男侍僕的協助下在餐廳提供服務。 蒙蒂
塞洛的食物比標準的維吉尼亞種植園食品的
花樣更多，將法國風味與盎格魯殖民地居民
和非裔美國人的傳統食物相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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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雕塑家尚-安東尼·胡敦製作的
湯瑪斯·傑弗遜的半身像，1789 年
吉爾·德理收藏品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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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遜設計的銀質咖啡壺，
製作於法國，1787–1788 年

這個半八角形臥室的
住客是美國的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森和
他著名的妻子朵莉· 麥迪森是傑弗遜的親密朋友和重要
盟友；他的官邸蒙彼利埃離蒙蒂塞洛大約 30 英里，路
程需要花費大約一天時間。

儲藏窖

通過莊園下面的十字路口展覽室瞭解蒙蒂塞洛的家庭工藝品。

利維家族的管理工作

蒙蒂塞洛
附屬建築、花園和地面建築

蒙蒂塞洛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一個原因
是在傑弗遜逝世之後兩個主要所有者
的努力：

附屬建築
傑弗遜對於蒙蒂塞洛設計的一個
特殊之處是融入了「附屬建築」
，或者稱為基要服務房間，因此
可以方便地進出，而且不需承擔
室外有風吹雨打的風險。
這些
附屬建築從莊園的公共空間看不
到。 兩翼配有廚房、薰制室、乳
製品加工室、冰窖和馬車房，通
過地下屋的全天候通道連接在一
起。 沿此通
廚房的燉爐和灶台 道的是用於存
儲食物、飲料
和柴火的空間。 在此通道以及這些附
屬建築中，傑弗遜家人的生活與在種
植園和莊園裏工作的奴役非裔美國人
的生活交織在一起。

北露臺和閣樓

南露臺和閣樓
這個露臺通向南閣樓，
專為傑弗遜和他的家人
保留，是首棟屹立在山
頂的建築。 傑弗遜從
1770 年 11 月生活在那
裏，當時首個蒙
蒂塞洛莊園正在
建設之中。 他和
他 的 妻 子 瑪 莎 于
1772年在這座閣樓
上層的房間開始婚
姻生活。

花園

傑弗遜將他的種植園分為由居民監工經營的單獨農場，
由他們指導奴役的男女和兒童勞作。 傑弗遜的大多數奴
隸是繼承的。大半生中，他擁有大約200名奴隸，其中的
三分之二屬於於蒙蒂塞洛，三分之一是在白楊林，即位于
貝德福縣的種植園。 傑弗遜最初種植煙草作為他
的主要經濟作物，但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轉為種
南閣樓
植小麥。
地下室
乳品室
奴隸
住處

薰制室

烹飪室

這條增高的走道是蒙蒂塞洛的兩個露
臺之一，也稱為「公共露臺」，遊客
葡萄酒窖
將這個地方稱之為“最適合晚上和潮
濕天氣散步的地方”。露臺的下方是奴役工從事保持莊園
正常運轉所需任務的工作場所。這個露臺的盡頭是竣工於
1808年的北閣樓。湯瑪斯·傑弗遜的女婿湯瑪斯·曼藍道
夫偶爾將北閣樓用作學習的場所。

南側的附屬建築竣工於 1809 年。

種植園

桑樹林
桑樹林因其沿兩側種植桑樹而得名，從十八世紀
後期起一直是蒙蒂塞洛的種植活動中心，直至傑
弗遜於 1826 年逝世。受契約約束的工人和工匠
們在桑樹下生活和勞作，沒有任何
報酬。 隨著時間的推移，桑樹林根
據蒙蒂塞洛的建設和傑弗遜的家庭
與 製 造 計 畫 的 需 要 而 不 斷 演 變 。
1796 年，桑樹林的建築多達
23 棟。因為其中大多數都是木
質材料的，只有少數保
留了下來。

廚房
上圖： 桑樹林出土的陶瓷碎片

到了 1808 年，傑弗遜在莊園的四邊角落規劃
和種植了 20 處橢圓形的花壇，沿西草坪周圍
的礫石小徑種植了一圈鮮花。 鮮花小徑的蛇形
設計和橢圓形的「島狀」花壇反映了傑弗遜在隨性
風格的景觀設計方面的興趣，他將這一
領域視為「七大美藝之一」。

啤酒窖

樹木
樹木是傑弗遜最喜愛的植物之一。他記錄下來
種植的植物有160種，其中包括與莊園相鄰的
裝飾性的「林地」，以及沿迂回線路由桑樹、
皂莢樹和其他樹木環繞而成的小道。 遊客們
常常被帶到一個被稱為傑弗遜的「寵物樹」的
地方參觀。

溫室

馬廄

冰室

附屬建築的歷史規劃

南密室

北密室

莊園。 1923 年，湯瑪斯·傑弗遜基
金會成立，從傑弗遜·利維手中收購
了該處財產。

海軍準將
烏利亞·菲力浦斯·利維

基金會迄今一直稟承

利維家族制訂的保存傳統。

傑弗遜在他的花卉圖書中一絲不苟地記下了有關蔬菜的筆記。
花卉圖書，1766-1824 年，第 50 頁，作者湯瑪斯·傑弗遜，
由麻塞諸塞歷史學會

傑弗遜將地處東南山坡的蔬菜園稱為「花園」。蔬菜園
為家庭的餐桌提供食物，而且還作為他種植大約 99 種
蔬菜和草本植物當中330個品種的實驗室。這是一個具
有革命意義的美國菜園，而且是傑弗遜最豐富的歷史文
化成就之一。 如今，蔬菜園作為傑弗遜時代和 19 世紀
蔬菜品種的保留種子庫。

傑弗遜的墓地

莎麗·海明斯
莎麗·海明斯 (1773-1835) 是傑弗遜大家族的一員，她曾是蒙
蒂塞洛當中隨侍夫人的一名奴役女僕。 1998 年的 DNA 測試結果表
明，傑弗遜和海明斯家族之間存在基因聯繫。 根據現有的科學、記
錄和統計證據以及口頭歷史，蒙蒂塞洛和大部分
歷史學家現在認為，湯瑪斯·傑弗遜在妻子去世
之後數年，成為莎麗·海明斯誕生的多名孩子的
父親，這些孩子分別是： 貝弗莉、哈裏特、麥迪
森和埃斯頓·海明斯。 要瞭解更多內容，請查閱
monticello.org。
從桑樹林奴隸居住地出土的錫釉面陶罐

擁有期間，利維家族努力恢復和保存

蔬菜園

北地下室通道

十字路口
展覽室

在他們

馬車庫

酒窖

南地下室通道

外甥傑弗遜·門羅·利維。

北閣樓
地下室

傑弗遜在與書房相鄰的溫室中種植鮮花和芳香
植物，例如桔子樹。他還在那裏存放工具和工
作臺 – 並且為他寵愛的鳴禽建造了鳥舍。
與溫室相連的是兩個帶有活動板條的室外
門廊，活動板條可以控
儲藏窖
制進入溫室的光線。
器具室
葡萄

儲藏窖

美國海軍的首位猶太海軍

準將烏利亞·菲力浦斯·利維和他的

花園閣樓和
傑弗遜的蔬菜園

湯瑪斯·傑弗遜和他的其
他家庭成員埋葬在一處由
他在 1773 年選定的墓地。
這塊地由傑弗遜後裔協會
所擁有，至今仍作為一處
公墓。 他為墓碑撰寫的碑
文僅包括寥寥一行字： 「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
人、《維吉尼亞宗教自由
法案》的作者和維吉尼亞
大學的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