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 12 日路线

【亲子甄选·童心大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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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体验英国特有的雷克塞得蒸汽火车、皇

家马术

※观看长盛不衰音乐剧——狮子王

※不容错过 250 年历史的伦敦玩具王国、

乐高乐园、小猪佩奇主题乐园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大英博物馆，激

发孩子的未来梦想



行程特色 | 雷克塞得蒸汽火车体验



行程特色 | 水上伯顿



行程特色 | 伦敦景点音乐剧--狮子王



行程特色 | 乐高乐园



行程特色 | 马术体验



行程特色 | 伦敦玩具王国



行程特色 | 小猪佩奇主题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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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伦敦

沈阳机场集合，经中转地转机飞往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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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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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伦敦希斯罗机场

Heathrow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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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由英国机场管理公司（BAA）负责营运，为英国航

空和维珍航空的枢纽机场以及英伦航空的主要机场，为伦敦最主要的

联外机场，也是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在全球众多机

场中排行第三，仅次于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和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由于机场有众多的跨境航班，因此以跨境的客流量计

算，希思罗机场的客流量是最高的。

联系方式

+44 844 33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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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Greater London TW6,UK

到达方式

地铁

主页

http://www.heathrow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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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剑桥-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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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学院是剑桥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的学院，从亨利八世 1546 年创立

以来就拥有着非凡的荣誉和学术成就，以及众多名声显赫的毕业生包括牛

顿、培根、拜伦等等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雕像。三一学院拥有古老的中

世纪的建筑，17 世纪大规模整修，至今保留当年的学院钟楼，在这里还能

找到当年牛顿被苹果砸到而发现万有引力的那棵苹果树。

门票价格

票价：成人 2 英镑，儿童 1 英镑。

开放时间

10:00-16:30 庭院对游客开放，可以在特定时间参观教堂、礼堂、

图书馆，要求安静并尊重他人隐私。



D2

联系方式

01223338400

地址

Trinity Street，Cambridge，CB2 1TQ

主页

http://www.trin.cam.ac.uk

剑桥叹息桥

Bridge of Si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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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学院之内，剑河之上，建于 1831 年，连接了该学院的老庭与

新庭。 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参观这座桥时，赞叹不已：这么秀丽！这

么别致！它类似一座廊桥，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是半个椭圆形的桥

孔，横跨在剑河上；中间是一条通道，即长廊。与其他长廊不同的是，

它的道面不是平直的，而是拱形的，行人过桥要上下坡。桥的两边是半

封闭的，相互对称的五对用钢筋拦护的拱顶水泥框架的玻璃窗，用来采

光；上层是平顶，类似一般水泥大桥的桥面，顶面的两边均衡地耸立着

相互对称的塔尖状装饰。整座桥身的外观呈浅黄色。

门票价格

含在约翰学院门票内； 圣约翰学院：成人 2.2 英镑，儿童和老人

1.3 英镑；

开放时间

同圣约翰学院开放时间； 圣约翰学院：3 月末到 11 月周一至周五

10:00-17:00，周六、日 9:30-17:00；

地址

Bridge of Sighs，St John''s College，Cambridge，CB2 1TP

到达方式

剑桥位于伦敦北方 96 公里处，乘火车需 1 小时，到达剑桥大学后

步行即可找到。

数学桥

Mathematical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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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在剑桥大学校园内的剑河，把王后学院在剑河两岸的校园接驳起

来。数学桥是它的非官方名字：它的官方名字只是“木桥”而已。 由威廉·
埃瑟里奇设计，并在 1749 年由詹姆斯·艾塞克斯兴建。数学桥在

1866 年和 1905 年重建，但是原本的设计并没有改变。

门票价格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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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3 月-10 月

游玩时长

30 分钟

联系方式

+44 1223 335511

地址

Cambridge CB3 9ET,UK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http://www.queens.cam.ac.uk/

约克城墙

York City 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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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气好的话，一定要来攀城墙。约克古城墙可以说是这座古城的历史

见证者，由古罗马人建造，是英国保存最好、也是最长的中世纪古城墙，

近似于英国“长城”的感觉，全长约 4.5 英里（步行约 1.5~2 小时），几乎

围绕整个约克市中心，以敏斯特大教堂为中心，呈正方形。

门票价格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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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44-1)904621756

地址

YO1 7HB, England



D3

DAY3 约克-英国湖区

约克大教堂

York Mi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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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教堂 (York Minster)，又称圣彼得大教堂，是欧洲现存最大的

中世纪时期的教堂，也是世界上设计和建筑艺术最精湛的教堂之一。教

堂始建于公元 627 年，当时是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后来在内战中被

战火摧毁。1060 年，诺曼人攻占了约克，建造了第一座诺曼人教堂，

至今仍可以看到这个教堂的基石和地下室。

小贴士：

1.细节：要想看遍整个大教堂，没有几个小时的功夫是不可能的。除了

宏伟的整体外观，教堂的每一个微小的部分也都值得花费些时间仔细观

看。雕塑，窗户，走廊，屋顶，每一个细节都有其精彩之处。请记住，

如果你戴着帽子，请在进入教堂前摘下来，而女士如果穿得有些暴露，

那么最好找件外套披上吧。如果看到有人在 祷告，请千万不要惊动他

们，如果教堂内正在做礼拜，那么一定要安静，最好停下脚步，找个位

置坐下。

2.时间：参观教堂最好选择约克大教堂举行晚祷的时间，在唱诗班优美

歌声和管风琴声中，领略约克大教堂恢弘气氛。步行 275 级楼梯便可

到达高 71 米的中央塔顶端，可一览约克的美丽景色。

门票价格

套票（教堂和塔楼）：成人 15 镑，老年人和学生 14 镑，小孩 5

镑。 教堂：家庭票（1 个大人带四个小孩）10 镑，（两个大人 4

个小孩）20 镑，成人 10 镑，老年人和学生 9 镑。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六早上 9:00-17:30，周日中午 12:45-17:30，复活节前的周

五、周六和周日 12 点前不开放。

联系方式

+44-1904-557200



D3

地址

Deangate,York YO1 7HH,英国

到达方式

约克火车站步行 15 分钟即可到达（沿途欣赏约克城墙）。

主页

http://www.yorkminster.org/home.html

彼得兔世界

The World of Beatrix Potter Attraction

彼得兔世界(The World of Beatrix Potter Attraction)是一个关于童

话故事的店，著名的作家写了一个关于兔子的故事，很多人喜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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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专门的礼品店可以参观，里面有很多关于彼得兔的小礼物，喜欢

彼得兔的一定要去逛逛。

地址

Crag Brow Bowness-on-Windermere, Cumbria LA23 3BX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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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英国湖区-伯明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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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塞得蒸汽火车体验

【雷克塞得蒸汽火车体验】:

蒸汽火车原为工业革命时代发明的交通运输工具，现已成为湖区的观光

点之一。小朋友乘坐冒着白色浓烟的小火车，有没有一种“托马斯”的感

觉，嘟嘟。。。家长可以在途中给孩子讲下蒸汽小火车的各种有趣故

事，一次美妙的 5D 体验。在车站还可以看到火车工人在这里给火车头

加煤炭，真是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

地址

-



D4

牛环购物中心

The Bullring

英国第二大的购物中心，无论是珠宝、名表、时尚品牌、户外用品、电子

产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这里还有经营高档品牌的塞尔福里奇百货

（Selfridges & Co）和价位相对亲民的德本汉姆百货（Debenham）。在塞

尔福里奇百货里可以买到一些奢侈品牌的商品，还可在底层的“Food
Court”购买一些特色食品。血拼了一天的游客可以在购物中心内的餐厅、

咖啡馆用餐，除了美食广场的炒面和回转寿司，旅行者也可去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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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s 品尝美式快餐，或是试试连英超明星巴洛特里都难以忘情的 Nandos

烤鸡。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周六 9:00-20:00，周日 11:00-17:00

联系方式

+44 121 632 1500

地址

Bullring Shopping Centre,Birmingham,B5 4BU（泊口大街火车站斜

对面）

到达方式

从新街火车站步行约 2 分钟即到。

主页

http://www.bullring.co.uk



D5

DAY5 科茨沃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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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伯顿

Bourton-On-The-Water

林语堂曾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乡村。在英格兰中部的

科兹窝地区，坐落着水上伯顿(Bourton-on-the-Water)等多个风景秀美的

村庄，它们代表着经典的英国乡村印象，被英国人誉为一座隐秘的宝藏。

科兹窝(Cotswold)在古英语中意为“有小羊圈的山丘”，这也言简意赅地阐明

了它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在起伏的绿色丘陵间，尽是白色的羊群和精

致古朴的石头小屋，而枝繁叶茂的古树与蜿蜒纵横的溪涧，更是让科兹窝

的一座座村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古典情调。

地址

Bourton-on-the-Water,格洛斯特郡 GL54 英国

阿灵顿排屋

Arlington Row

这片砌于 14 世纪的古朴排屋是科茨沃尔德地区最具象征性的建筑群之

一，在所有有关科茨沃尔德地区的图片中上镜率非常高。它们建于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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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排蜂蜜色的房屋有一种古老又整齐的美感，漂亮的外墙上爬着

一簇簇鲜花，排屋四周绿草茵茵，科伦河（River Coln）从前面流

过，景色宜人。这排房屋最初的用途是储放羊毛的仓房，后来改造为

纺织工匠的作坊和民居。每天都有大量旅行者前来参观。

开放时间

全年都可在外参观

地址

Arlington Row, Bibury, Cirencester, Gloucestershire GL7 5NP

到达方式

步行即可到达。

科茨沃尔德野生动物公园与花园

Cotswold Wildlife Park&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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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野生动物和美丽鲜花共同生活的传统庭园，也是是全英国收藏

动物种类最完整的动物园之一。如果有小朋友同行，或是对动植物感兴

趣，不妨来这里看看。

开放时间

4 月至 10 月周一至周日 10:00-18:00，最后入内时间为 16:30；11 月

至次年 3 月周一至周日 10:00-17:00，最后入内时间为 15:30

联系方式

+44 0199 3823 006

地址

Bradwell Grove, Burford, Oxfordshire, OX18 4JP

到达方式

可以从伯福德打车或自驾到达，距离镇中心约 4 公里。

百老汇小镇

Broadway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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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 1798 年建成的古塔是整个 Cotswolds 地区的第二高点 (海拔

312 米)，据说站在塔顶可以将半径 62 英里 (约 100 公里) 内的 16

个郡尽收眼底。Broadway Tower 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 James Wyatt

设计，将炮塔、城垛、石像鬼和露台等诸多元素混搭在一起。该塔的

形象一直以来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出版物上，知名度颇高。这里算是

Cotswolds 的“必游”景点之一，通常被作为环游或徒步的起点。

Broadway Tower 背后的故事也有点意思。据说修建此塔只是因为当时

贵族及保守党考文垂六世的夫人，她好奇从自己远在 22 英里 (约 35

公里)外的家里是否能看见这座山上发出烽火，于是便予以资助。等塔

修建完毕后发现果然能清楚地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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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10:00-17:00。

地址

Middle Hill,Broadway,Worcestershire

到达方式

自驾或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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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牛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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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息桥

Hertford Bridge

叹息桥造型属早期巴洛克式风格，桥呈房屋状，上部穹隆覆盖，封闭得

很严实，只有向运河一侧有两个小窗。当犯人在总督府接受审判之后，

重罪犯被带到地牢中，在经过这座密不透气的的桥时，只能透过小窗看

看蓝天，从此失去了自由，不自主的发出叹息之声。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一名死囚看见从前的恋人在桥的另一端与

新欢亲热，不禁深深叹息。叹息桥从此成为了恋人见证爱情的地方，

据说恋人们在桥下接吻就可以终生相守。电影《情定日落桥》就是在

这取景的。

门票价格

从外观看免费；

如果想要近距离接触叹息桥，可以从总督宫进入参观，票价 16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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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总督宫开放时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8:30-19:00 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8:30-17:30（提前一小时售票处停止售票）

12 月 25 日和 1 月 1 日关闭。

游玩时长

建议半小时

地址

Piazza San Marco, 1 Venezia, Italia

到达方式

乘坐水上巴士到 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 站步行

即可。

博德利图书馆

The Bodleia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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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1602 年正式建立于伦

敦西北的牛津。但其历史可追溯到 14 世纪。1598 年曾任牛津大学研

究人员的外交家 T.博德利重建该馆的计划为校方接受，才得以重建。

博德利亲自监督改建工程，主持设计，广泛搜集图书，并捐赠了自己的

藏书。经过 4 年努力，1602 年图书馆开放，藏书 2000 多册，不久博

德利利用捐赠款项设立基金会，使该馆的经费得到保证。他还多方奔走

促成该馆为英国 5 个接受出版物缴送本的图书馆之一。1605 年和

1610 年在英王两次参观后被命名为博德利图书馆。

小贴士：

图书馆并不完全对游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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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9:00-17:00；周六：9:00-16:30；周日：11:00-17:00，

圣诞节、新年及复活节闭馆，因仪式有时会临时关闭。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44 1865 277162

地址

The Bodleian Library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http://www.bodleian.ox.ac.uk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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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津 大 学 的 一 个 学 院 ， 全 称 The College of the Holy and

Undivided Trinit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f the

foundation of Sir Thomas Pope。

该学院出过三位英国首相，与 Balliol 学院一起位居第二位。

门票价格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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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3 月-10 月

游玩时长

1 小时

地址

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Broad Street, Oxford, OX1

3BH, UK

到达方式

步行

圣玛丽大学教堂

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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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教堂始建于 1280 年，但大部分建筑建于 14、15 世纪，不断有

加建，建筑风格特别，来参观的人很多，教堂尖塔可以爬上 127 台阶

登顶，据说拥有牛津最美的景观。

门票价格

40.00

开放时间

3 月-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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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40 分钟

地址

High Street，Oxford，OX1 4BJ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http://www.university-church.ox.ac.uk/

英式下午茶

English Afternoon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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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英式料理黑暗，但英国人绝对可以为三种传统食物而自豪：炸鱼薯

条、英式早餐，当然还有英式下午茶。英国人对饮茶的热爱和对烘焙的

热爱，完美地相遇在了英式下午茶的餐桌上。三层的餐架上摆放着各式

甜咸点心、三明治和司康饼，再配上口味众多的红茶，如要尽兴，还可

以来上一杯香槟。在伦敦的众多下午茶餐厅中选择一家，来体验一次这

种地道的英伦范儿吧。

地址

-

伦敦景点音乐剧--狮子王

【伦敦景点音乐剧--狮子王】: 这部音乐剧自 1999 年在伦敦首演后就一直

备受好评，直至今天依旧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在迪斯尼看过狮子王，在电影

院看过狮子王，还没有看过剧院版本的吧？ 伦敦西区音乐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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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奖无数！《狮子王》故事发生在塞伦盖蒂平原（the Serengeti

Plains），融合极富感染力的非洲旋律，将观众带入一个五彩斑斓的世

界，那里有各种鲜艳的色彩，特技以及迷人的音乐，这是一个关于辛巴

的动人故事，讲述他从天真的幼崽成长为荣耀大地国王的史诗般历程。

备注：如果狮子王场次预订完毕，更换为其他音乐剧。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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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乐园

Legoland

乐高乐园是一个儿童主题乐园度假村，是全球第二家乐高主题乐园。

公园有以乐高玩具为主题的过山车、玩具屋、模型等游乐设施，里面

还有法老王国、冒险乐园、迷你王国等不同的主题游乐区。主题乐园

适合 2-12 岁儿童游玩。

小贴士：

网上提前预定能省不少钱哦！

门票价格

成人 46.8 英镑，儿童及长者 41.4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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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每年夏令时季节开放，具体时间请查询网站。

地址

Winkfield Road,Windsor,Berkshire,SL4 4AY

到达方式

乘坐火车到 Windsor & Eton Central 站，再在车站附近搭乘摆渡巴士

主页

http://www.legolan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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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城堡

Windsor Castle

英国女王的官方居住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面积最大的

一个。现任女王有很多时间居住在这里，并经常在此进行各种官方和私

人的活动。每当女王在城堡中时，就会升起王室的旗帜。温莎城堡一共

分为上中下三区，上区主要包括宴会厅，玩偶屋等宫廷陈设，中区有玫

瑰花园簇拥的圆塔，下区则有哥特风格的圣乔治教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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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温莎城堡以外，温莎小镇还有不少其它值得参观的地方，比如著名

的伊顿公学、皇家马会等。附近的 Bray 小镇还是英国的美食名城，

地方不大却有两家米其林三星餐厅。

小贴士：

7、8 月旅游旺季排队时间可长达 2 小时，建议一早前往参观，或购

买不用排队的有 Fast Track 的票（比如 London Pass）

门票价格

成人 20 英镑；60 岁以上及学生(需出示证件)18.2 英镑；5-17 岁 11.7 英

镑；5 岁以下免费；家庭(2 个成人 3 个 17 岁以下小孩)51.7 英镑。

如遇部分设施关闭，票价会有所优惠。15 人以上团队有优惠。

开放时间

3 月至 10 月 9:45-17:15(最后入场 16:00)；

11 月至次年 2 月 9:45-16:15(最后入场 15:00)

游玩时长

1～2 小时

联系方式

+44-175-3831118

地址

Windsor，Berkshire,SL4 1NJ,UK

到达方式

火车：伦敦 Waterloo/Paddington 火车站至 Windsor&Eaton

Riverside 或 Windsor Central 站，两站距离城堡均不远

大巴：Green Line，伦敦 Victoria 汽车站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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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royalcollection.org.uk/visit/windsorcastle

马术体验

主题体验 【马术体验】:

体验骑马课程，家长不用担心，有专业的儿童马术训练师，让孩子可

以体验骑马的快乐，又保证安全。对于成人，不管您是初学者，还是

有经验的老司机，我们都可以带你自由奔腾。 伯克郡骑马中心是英国

马学会（British Horse Society）高度称赞的骑术学校和骑马场。这

里的场地设施齐全，环境优美，马儿健康，马圈也都是专人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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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伦敦塔桥

Tower Bridge

伦敦塔桥，是英国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桥，也是自泰晤士河口算起的第

一座桥。它是一座吊桥，建于 1886-1894 年，宽度 100 英尺，全长

270 公尺，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的独特风雅气质。有着“伦敦之门”之称的

伦敦塔桥，是泰晤士河上 15 座桥梁中最具特色的一座，是伦敦的标

志性建筑。塔桥横跨在泰晤士河上，算是伦敦除大本钟之外的另一象

征。走在塔桥上你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大，作为一坐桥来说他只

有双向双车道。桥上的人行道上还有卖热狗和各种零食的，一下子让

它的神圣感削弱了不少。因为桥面可以开合，站在桥正中间的时候可

以从中间的缝隙往下看到水面，还挺惊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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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桥面每天会打开 1-2 次，时间不定，在伦敦塔桥的网址上

www.towerbridge.co.uk 可以查到每天桥面打开的时间。

门票价格

上桥免费。登塔桥需收费：成人 9 英镑，5-15 岁儿童 3.9 英镑，

学生（持有效证件）及 60 岁以上老人 6.3 英镑，5 岁以下免费。

（15 岁以下儿童必须有成人陪同）

开放时间

夏季 4 月-9 月 10:00-18:00（最后入场 17:30），冬季 10 月-次

年 3 月 9:30-17:30（最后入场 17:00）。12 月 24 日-12 月 26

日关闭，1 月 1 日 10:00-17:30（最后入场 17：00）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44 20 7403 376

地址

Tower Bridge Road, London SE1 2UP,UK

到达方式

地铁：District Line/Circle Line，Tower Hill 站；轻轨：DLR，

Tower Gateway 站.

主页

http://www.towerbridg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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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眼

The London Eye

没有比伦敦眼更适合俯瞰伦敦全景的地方了。这个坐落在泰晤士河畔

的巨型摩天轮高达 135 米，于 2000 千禧之年正式对游人开放，有

32 个全封闭的座舱，每个可乘坐约 20 人，乘坐一圈约半小时。充满

现代感的庞然大物和周围历史悠久的建筑群相映成趣，给古老的伦敦

带来新的活力。最好挑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建议提前在网上预订

哦，否则这个伦敦最火爆的景点可是每天都排长队的。

小贴士：

1. 搭乘伦敦眼前要通过安检，过大的背包、行李箱、三脚架及食物、

饮料或是小刀、剪刀等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都是不能带入的。

2. 如果是周末及节假日前往，建议预定好快速通道票。

买票攻略

作为伦敦的一个标志性景观，来此排队乘坐摩天轮的游客络绎不绝，

非常建议提前在官网预定门票，比在现 场买便宜，而且节省了买票的

时间。你还可以选择在指定时间或任意时间入场的快速通道票（Fast

Track），享受免排队乘坐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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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在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时前往，观景效果最棒而且能拍到许多美妙

的照片。想一次体验白天及日落后的美丽景色，可以事先查好当天的日

落时间。

门票价格

21.5 英镑成人，60 岁以上老人 18.5 英镑，4-15 岁儿童 15.5 英镑，4

岁以下儿童免费，家庭套票（2 名成人+2 名 16 岁以下儿童）74

英镑建议提前在网上订票，最多可节省 20%的票价，并且省去了现

场排队购票的时间；另有其他票务套餐详情可查询 g 官网

开放时间

10:00-21:30

游玩时长

30 分钟

联系方式

+44-871-7813000

地址

Riverside Bldg, County Hall Westminster Bridge Road, London

SE1 7PB

到达方式

搭乘地铁 Bakerloo、Jubilee、Northern、Waterloo&City 线至 Waterloo

站下车，再步行约 5 分钟即到。或搭乘地铁 Circle、District 线至

Westminster 或 Embankment 站下车，再步行约 10-15 分钟可到。

主页

http://www.londone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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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片厂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

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已经完结。而哈利·波特片厂于 2012 年

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全世界的哈利·波特影迷来说，这绝对是伦敦最新的诱

惑。片厂离伦敦约 20 英里，游客可以参加片厂的参观团，走近哈利波特

电影中很多重要场景，并了解电影中许多特效背后的秘密。

小贴士：

从伦敦 Euston 到 Watsford Junction 用 Oyster Card 直接刷卡进

站乘火车确实比买票便宜。

门票价格

成人 41 镑；5-15 岁 33 镑；4 岁以下免费，家庭(2 个成人 2 个

小孩)124 镑网站预定电子导览 4.95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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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9:00-18:30，注意一定要提前预定，没有网上预定直接去是无法参观

的。

地址

Warner Bros. Studio Tour London，Studio Tour Drive，Leavesden，

WD25 7LR

到达方式

火车：Watford Junction，乘片场穿梭巴士

主页

http://www.wbstudiotour.co.uk

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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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是英国的王宫，是女王的办公地点及其

在伦敦的居住场所，也是王室行政总部之所在，是当今世界上少数仍在

使用的皇家宫殿之一。同时也是观看卫队换岗的最好地点。

宫殿建造在威斯敏斯特城内，伦敦詹姆士公园（St. James’ Park）的

西边。1703 年为白金汉公爵所建，由此得名，最早称白金汉屋，意思

是“他人的家”。

宫里的国事厅和舞厅富丽堂皇、装饰奢华，并有很多珍贵收藏展出，

但只在每年夏季女王出访苏格兰时开放 19 间国事厅供游客参观。夏

季每日和冬季隔日，白金汉宫上午 11:30 会举行壮观气派的皇家卫队

换岗仪式，游人可以提前到此占据有利位置方便观赏。

当你走近这座辉煌的宫殿时，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布满鲜花与雕像的广场。

象征着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胜利女神金象依旧保留着高贵神圣的风采，矗立

在广场之上，注视着每一个自她身下经过的游客。皇宫上方飘着的国旗很能

体现英国人骨子里的幽默——若是旗子飞扬，表明女王殿下正坐在宫内为国

事操劳。若是没有，那么女王殿下一定是有事外出了。

收藏着皇室珍品的女王美术馆也是不可错过的一道风景。达芬奇的许多

名作，诸如《肩的解剖结构》，《习作：马》与《年轻男子的头像》自

从 1690 年起就被妥帖地安置在这里。皇家马厩里陈列着各式马车和马

具，在那个工业化进程还未变革的年代里，英式的马车也是一道不可不

看的靓丽英伦风景。

小贴士：

建议网上订票，因为现场买的话很可能买不到当天的票，因为参观的人

太多了。而且票是限定某一天的某个时间点，过时就不能用了。参观完

后，可以要求在票的背面盖个戳，之后一年内可以使用该票免费参观，

特别适合如果当天参观的时候有什么错过了的情况，第二天还可以免费

进来。



D9

门票价格

The State Rooms 基本参观门票：成人£24，学生£22，17 岁以下

£13.5 5 岁以下小孩免费

The State Rooms，皇家马厩（the Royal Mews）和女王画廊（the

Queen’s Gallery）参观门票：成人£42.3，学生£38.5，17 岁以下£23.3
五岁以下小孩免费。

开放时间

4 至 7 月间每天 11:30 举行换岗仪式，其他时间隔一般情

况下为早上 9 点半到晚上 6 点半，具体时间查询官网

游玩时长

1－2 小时

联系方式

+44-20-77667300

地址

Buckingham Palace,London SW1A 1AA

主页

http://www.royalcollectio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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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大厦和大本钟

Big Ben

伦敦眼旁边就是大本钟。伊丽莎白塔，即威斯敏斯特宫钟塔，世界上著

名的哥特式建筑之一，英国国会会议厅附属的钟楼的大报时钟的昵称。

是坐落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座钟楼，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钟楼高 95 米，钟直径 7 米，重 13.5 吨。每 15 分钟响一次，敲响

威斯敏斯特钟声。自从兴建地铁 Jubilee 线之后，大本钟受到影响，

测量显示大本钟朝西北方向倾斜约半米。

伊丽莎白塔于 1858 年 4 月 10 日建成，是英国最大的钟。塔有 320

英尺高，分针有 14 英尺长，大本钟用人工发条，国会开会期间，钟面

会发出光芒，每隔一小时报时一次。每年的夏季与冬季时间转换时会把

钟停止，进行零件的修补、交换，钟的调音等。

小贴士：

议会大厦成人 18.5 英镑，学生 15.5 英镑，儿童 7.5 英镑（以上均

为 2016 年 4 月 1 号后价格），另有团队票，详情查询官网。

门票价格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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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大本钟内部只对英国居民开放参观，且需提前预约；外国游客只能外

观，全天皆可。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44 20 7219 427

地址

London SW1A 0AA

到达方式

乘坐 Circle, District 和 Jubilee lines 至 Wsetminster 站

主页

http://www.parliament.uk/

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

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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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是一座英国圣公会教堂，位于国会广场西

敏寺的场地，是英国下议院的本堂区教堂。供奉安提阿的玛格丽特。

该教堂由本笃会修士创建于 12 世纪，住在修院附近的居民可以在此

较简陋的本堂区教堂单独礼拜。

开放时间

周一 - 周五：09:30–15:30 周六：09:30–13:30 周日：14:00–
16:30

联系方式

+44 20 7654 4840

地址

St Margaret St,London SW1P 3JX England

伦敦玩具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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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体验 【时空逆转--玩具王国】:

买买买，不仅大人喜欢买买买，孩子一样喜欢。这个有着 250 年历史

的古老玩具店是你不能错过的地方，它占地 5000 平方米，多达 7

层，真的就像玩具王国一般。即使你已经身为成年人，也会瞬间回到美

丽的童年时光吧！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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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共有近八百万件藏品，精品众

多。从埃及的木乃伊到中国的古董，大英帝国最鼎盛时在世界各地搜罗来的

宝贝，全都免费参观，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如果你有时间，在这里泡上一

天也不会觉得无聊，如果你只有 10 分钟，就直杀木乃伊的展室吧！要知道

在开罗埃及博物馆参观木乃伊还要付昂贵的门票呢。中国馆里的宝贝也千万

争取去参观一下。进入正门后玻璃顶的 Great Court 简洁雄伟，正中的圆

形读书室曾是大英图书馆所在地，于 2000 年图书馆搬迁后重新装修开放。

建议有时间的话尽量早到，避开旅行团。也可以租用语音导游设备，以便更

好地了解每一件展品背后的历史。

小贴士：

博物馆内人很多，看展品走起来也很累，注意劳逸结合。大中庭设有餐厅提

供午餐和下午茶，另外还设有两个咖啡厅，提供各种三明治、小吃、沙拉、

甜食、意面及各类饮料，可以在逛累了的时候来补充能量歇歇脚。博物馆门

口有流动的食品车，出售热饮和一些小点心。另外，博物馆正对面有一家星

巴克，附近有吃河南烩面的老常家面馆（10 Coptic Street）

和 Abeno 日式烧饼店（47 Museum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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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详见官网

开放时间

10:00-17:30，周五 10:00-20:30。馆内大中庭（GreatCourt）9:00-

18:00，周五 9:00–20:30。1 月 1 日、12 月 24 日-26 日闭馆

联系方式

+00442073238299

地址

Great Russell Street，London，WC1B 3DG

到达方式

大英博物馆的交通不算便利，从周边的几个地铁站都要走上不少路。

可乘坐 Northern Line 或 Central Line，在 Tottenham Court Road 站

下车，步行约 500 米。或乘坐 Piccadilly Line 或 Central Line，

在霍本站（Holborn）下车，步行约 500 米

主页

http://www.britishmuseum.org

比斯特购物村

Bicester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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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特购物村，英文 Bicester Village，位于英国牛津市附近的比斯特

镇。每年吸引大量来自欧洲以及全球的时尚奢侈品追求者来此观光购

物。比斯特购物村折扣形式吸引人群，而且打折的对象都是世界顶级大

牌，比如 Prada、Gucci、D&G 等上百个世界名牌。比斯特购物村是英国

人气最火的 Outlet，是游客在伦敦城外购物的首选之地。英国比斯特购

物村汇聚了 90 多个世界名牌，而其商品价格则是正价的对折甚至更

少。在比斯特购物村购物，你一定能挑到心仪的商品，还可以享受额外

折扣。比斯特购物村作为伦敦著名的购物天堂，是想享受贵族社会氛围

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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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 - 20:00，周六 09:00 - 20:00，周日 10:00

- 19:00，周日 Burberry、Gucci、Hugo Boss 及 Polo Ralph Lauren 在

11:30 开放供游客浏览。中午 12 点游客可开始购物，18:00 结束营业。

Prada 在 12：00 至 18：00 开放供游客购物。

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3 月-10 月

游玩时长

5 小时

联系方式

+44 1869 366266

地址

50 Pingle Drive Bicester, Oxfordshire OX26 6WD,UK

到达方式

比斯特火车站乘坐比斯特购物村大巴或者乘的士前往

主页

http://www.bicestervill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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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南安普敦-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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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佩奇主题乐园

这里是被评为“英国家庭最喜爱的乐园”的“peppa pig‘s world”
（小猪佩奇的世界）。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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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希斯罗机场

Heathrow Airport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由英国机场管理公司（BAA）负责营运，为英国航

空和维珍航空的枢纽机场以及英伦航空的主要机场，为伦敦最主要的联

外机场，也是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在全球众多机场中

排行第三，仅次于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由于机场有众多的跨境航班，因此以跨境的客流量计算，希思

罗机场的客流量是最高的。

联系方式

+44 844 335 180

地址

Greater London TW6,UK

到达方式

地铁

主页

http://www.heathrow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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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沈阳

抵达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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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癿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癿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