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苏格兰山湖美景经典4日游 （《花儿与少年》同款游）

游览国家：英国

上下车地点：

London 伦敦，上团时间：08:00 上团地点： Golders Green Station, London（Golders Green

Station 地铁站出口）

Birmingham 伯明翰，上团时间：10:00 上团地点：WHSmith shop, Birmingham International

Railway Station (BHI) 伯明翰机场火车站出口旁的WHSmith

店门口（注意是机场火车站出口，不是机场航站楼出口）

Manchester 曼彻斯特，上团时间：12:15上团地点：Altrincham Interchange Station, Stamford

New Rd, Altrincham, WA14 1EN（车站对面马路右侧大巴A站台）

（实际上团地点及时间，请以收到的电子票为准）

住宿：三星级酒店（7-9月旺季含至多2晚二星级酒店）

导游：中文导游+自助游

行程安排：

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温德米尔-苏格兰高地-尼斯湖-厄克特城堡-爱丁堡-阿尼克城堡-约克-曼彻斯特-

伯明翰-伦敦

 第1天伦敦  伯明翰  曼彻斯特  温德米尔  

    
 行程概述  

  

伦敦出发，途径伯明翰，之后前往曼彻斯特与其他团友汇合。外观【老特拉福德球场】
——
曼联主场。抵达【温德米尔湖】，自行游览约2小时，在这里可乘坐温德米尔【湖区游船
】（自费）。若想重温童话场景，不妨到小镇深处寻找童话天堂——
【彼得兔童话馆】，开启一场治愈之旅。

 

 上团地点  



  

London 伦敦，上团时间：08:00 上团地点： Golders Green Station, London（Golders
Green Station 地铁站出口）
Birmingham 伯明翰，上团时间：10:00 上团地点：WHSmith shop, Birmingham
International Railway Station (BHI) 伯明翰机场火车站出口旁的WHSmith
店门口（注意是机场火车站出口，不是机场航站楼出口）
Manchester 曼彻斯特，上团时间：12:15上团地点：Altrincham Interchange Station,
Stamford New Rd, Altrincham, WA14 1EN（车站对面马路右侧大巴A站台）
（实际上团地点及时间，请以收到的电子票为准）

 

    
    

全天  

外观老特拉福德体育场，此项目为7-8月赠送项目，如遇球赛或大型活动，此路段可
能封路，届时此外观景点将会取消，敬请理解。
温德米尔湖游览时间约2.5小时
 
为避免官网线路信息未及时更新，请报名英国线路以后，务必和客服核
实下订单成功，且确认出团，再付款、安排交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
 
*若遇天气，路面，交通，景点临时关闭整修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当日恰逢假日/节日
/
盛会等，部分景点的游览可能调整成外观或者替换临近景点；少数团期行程游览顺序
或将调整，但游览内容一致，不影响全程体验，具体安排以行程当日导游安排为准，
不再另行通知，请您理解。
      

老特拉福德球场

 

彼得兔童话馆

 

温德米尔湖

 

 

  

[老特拉福德球场] 
来到曼城就一定要去曼联的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这里
见证过无数可以写入历史的经典瞬间，无数知名球星在这里表演过，因此人们也将这里
冠以“梦剧场”的称号。
[彼得兔童话馆] 
彼得兔童话馆位于英国著名的湖区波尼斯小镇，它毗邻风景秀丽，恬静怡人的温德米尔
湖。其实它的正确名称是碧翠丝波特世界，也就是以彼得兔的创作人名字命名 的，而这
个故事也是波特小姐在湖区受到灵感启发以她的宠物兔子为原型创作的。这里除了一个
童话馆，还包括了茶室和花园，当然它们也都离不开我们的主角彼得 兔，23部童话中的
童话角色都可以在这里见到。
[温德米尔湖] 
温德米尔湖位于英格兰高地，是英格兰地区最大的湖泊，形状狭长，白天鹅们成群结队
在湖面上嬉戏，湖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是上帝在英格兰流下的一滴泪。在这周
围散布着村庄与庄园，在这片湖光山色中，人们享受着温润的气候，静谧的大自然。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三星级假日酒店或同等级三星品牌酒店  
    



    

 第2天苏格兰  尼斯湖  厄克特城堡  

    
 行程概述  

  
出发前往【苏格兰高地】，沿着苏格兰最美风景公路A
82，途经【格伦科峡谷】，随后前往【尼斯湖】，在这里可搭乘【尼斯湖游船】（自费
）和参观湖中央的【厄克特城堡】（自费），从城堡上可以全览整个尼斯湖的神秘风光。

 

    
    

全天  

尼斯湖游览时间约1小时。
      

苏格兰高地

 

尼斯湖

 
 

  

[苏格兰高地] 
苏格兰高地（Scottish Highlands
）是对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西和以北的山地的称呼。许多人将苏格兰高地称为是欧洲
风景最优美的地区。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有多座山脉，包括英国境内最高峰本内维斯
山。虽然它位于人口密集的大不列颠岛上，但这里的人口密度却少于相似纬度的瑞典和
挪威等地。
[尼斯湖] 
尼斯湖虽然贵为英国第一大淡水湖，但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词组，以“尼斯湖水怪”
的名字出现，以层出不穷的蛇颈龙模样的水怪目击传闻而知名。尼斯湖湖水深不见底，
据说平均深度大于200米，最深处更达300多米，地处气候寒冷的苏格兰高地却能够终年
不冻。。

 

    
    

 餐饮：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三星级假日酒店或同等级三星品牌酒店  
    
    

 第3天爱丁堡  阿尼克城堡  

    
 行程概述  

  

出发爱丁堡，参观苏格兰第一旅游胜地——
【爱丁堡城堡】（门票自费），每年八月这里都会举办军乐队分列式。随后自由游览爱
丁堡各个景点：【皇家英里大道】、【大象咖啡馆】、【王子大街】、【卡尔顿山】等。
下午前往【阿尼克城堡】（门票自费）游览，这里也是电影《哈利波特》 、《唐顿庄园
》的拍摄地。（若遇阿尼克城堡因活动或其他原因关闭，则将无法安排游览）

 

    



    

全天  

爱丁堡游览+午餐时间约3.5小时，其中10-20分钟车览重要景点，其余时间自由活动。
阿尼克城堡开放时间：每年3.29-10.27。如遇景区关闭将取消该景点游览， 视情况延
长爱丁堡游览时长。
      

王子大街

 

爱丁堡城堡

 

皇家英里大道

 

      

大象咖啡馆

 

卡尔顿山

 

阿尼克城堡

 

 



  

[王子大街] 
王子大街又名“王子大道”
，全长不过一里，华丽摩登的店铺林立，把爱丁堡分为新旧二城。南侧是一片青翠的绿
地，东端尽头是王子街花园，北面分为新城，南面为旧城。新，旧两城之间有一座长条
山丘，天然壁垒分明。王子街素有“全球景色最佳的马路”之称。
[爱丁堡城堡] 
爱丁堡城堡是爱丁堡甚至于苏格兰精神的象征，耸立在死火山岩顶上，居高俯视爱丁堡
市区，每年八月在此举办军乐队分列式(Military Tattoo
)，更将爱丁堡城堡庄严雄伟的气氛表露无遗。爱丁堡无筑于一个海拔135米高的死火山
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位于斜坡的城堡 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
军万马，对它都无可奈何。爱丁堡城堡在6世纪时成为皇室堡垒，自此成为重要皇家住所
和国家行政中心。到爱丁堡旅游的人都不会 错过爱丁堡城堡，爱丁堡城堡在市中心各角
落都可看到。
[皇家英里大道] 
皇家英里大道是爱丁堡老城的中心大道，这条大街始于爱丁堡城堡，终于圣十字架宫，
两旁小巷交错，构成了旧城的骨架。圆石铺成的地面早被磨得发亮，大道边的建筑古朴
雄壮，充满历史气息。每天下午都有身着苏格兰裙的街头艺人吹奏风笛，更时时提醒着
游客身在苏格兰古老的中心。
[大象咖啡馆] 
这家位于乔治四世大街上的大象咖啡厅，就是JK
写第一本哈利波特的咖啡馆。当年穷困潦倒的单身妈妈JK
靠政府救济金生活，在咖啡馆里只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为了取暖，如今是英国的女首富。
JK的人生充满了无限奇迹。就像哈利波特的奇幻世界一样！店里屋可以看到爱丁堡
全景！推门而入扑鼻的咖啡香气，人非常之多，估计都是哈利波特迷吧！
[卡尔顿山] 
沿着王子街向东走到尽头，就来到郁郁葱葱的卡尔顿山。站在山顶西望，爱丁堡城堡巍
然矗立，守护着宁静的小城，景色非常美丽。而向东眺望，则可以看到蔚蓝的大西洋和
福思湾上的点点白帆。风和日丽的时候，总能看到当地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卡尔顿山，在
草坪上野餐、晒太阳。
[阿尼克城堡] 
阿尼克城堡（Alnwick Castle
） 是英国的一座城堡和乡村别墅，位于英格兰诺森伯兰郡阿尼克。 城堡始建于1096年，
当时的建设目地是为了防止苏格兰人入侵。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霍格华兹魔法学校就
是在这里取景的。
阿尼克城堡，每年10月底到4月初左右，不对外开放。

 

    
    

 餐饮：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三星级假日酒店或同等级三星品牌酒店  
    
    

 第4天约克  曼彻斯特  伯明翰  伦敦  

    
 行程概述  

  
约克是英国著名古城，拥有1900多年历史，融合了英国不同时代的文化，可说是英国历
史的缩影。在这里，您有半日自由行时间，可以自由游览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约克大教
堂】（外观）、经历岁月洗刷的【约克古城墙】、铺满鹅卵石的中世纪古街道【肉铺街
】、【贝蒂茶屋】、【乌斯河】等景点。游览结束后，依次返回各送站点。

 

 上团地点  

http://trip.elong.com/unitedkingdom/
http://trip.elong.com/edinburgh/


  

Manchester 曼彻斯特，下团时间：17:00 下团地点：Altrincham Interchange Station,
Stamford New Rd, Altrincham, WA14 1EN（车站对面马路右侧大巴A站台）
Birmingham 伯明翰，下团时间：19:00 下团地点：WHSmith shop, Birmingham
International Railway Station (BHI) 伯明翰机场火车站出口旁的WHSmith
店门口（注意是机场火车站出口，不是机场航站楼出口）
London 伦敦，下团时间：21:30 下团地点： Golders Green Station, London（Golders
Green Station 地铁站出口）

 

    
    

全天  

约克游览+午餐时间约4小时。
 
（本网页内所标注的下团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实际抵达时间会因各种不可抗力原因
如天气，堵车，交通意外，节日赛事，骚乱罢工等有晚点可能，还请您见谅。您如
有后续行 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城市，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预留3小时
以上的空余时间，以免行程延迟受阻为您带来不便。 由于您没有预留足够的空余时
间而导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约克大教堂

 

肉铺大街

 

乌斯河

 

      

贝蒂茶屋

 

约克郡博物馆

 

 



  

[约克大教堂] 
约克大教堂又称圣彼得大教堂，是欧洲现存最大的中世纪时期哥特式教堂，是世界上设
计和建筑艺术最精湛的教堂之一，十分的宏伟庄严，耗费了200多年的时间才建成。
[肉铺大街] 
肉铺大街是约克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街道之一，是英国最古老的街道，也是欧洲保存最完
好的中世纪街道
[乌斯河] 
英格兰中北部的河川，支流流经本宁山脉中央和约克谷地，系北约克夏中部巴罗布里奇
（Boroughbridge）以东的斯韦尔（Swale）河和乌尔（Ure）河汇流而成。
[贝蒂茶屋] 
贝蒂茶室的名气在英国家喻户晓，提起约克的美食和用餐地点，第一个就想到的就是
Betty’s Tea Room【
贝蒂茶屋】，她堪称英格兰北方最好的茶室，也是约克人气第一的美食名店，在约克郡、
乃至英格兰北部都有着响当当的美誉。开店至今已有90多年历史的贝蒂茶屋的屋外，一
年四季总能见到大排长龙的景象，人气极旺。
[约克郡博物馆] 
约克郡博物馆（Yorkshire Museum
）是英国的一座博物馆，位于英格兰约克。约克郡博物馆分为四个展区，分别展示生物
学、地质学、考古学和天文学的展示品。博物馆建筑由威廉·
威尔金斯设计，是一座希腊复兴风格建筑，也是英国的一级保护建筑。约克郡博物馆成
立于1830年2月，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1831年9月26日，英国科学协会的创立
大会就是在约克郡博物馆举行。

 

    
    

 餐饮：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往返旅游巴士●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费用（7-9月旺季含至多2晚二星级酒店）●

酒店标准2人间●

当地中文导游服务●

儿童价特殊说明：3-5周岁若不占床位且与2名家长合住一间标间，全程可优惠36欧。请您下单后联●

系客服修改价格再支付，不与其他优惠叠加。

自理费用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导致的额外费●

用。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

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



单房差。●

（1）自费景点门票：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注●

：凡需购票进入的均由于景点特殊管制，导游无法陪同入内讲解，望谅解）
（2）午餐晚餐：客人可以选择跟团餐或者自己选择当地美食。
（3）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导游小费各3英镑。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自费项目说明
温德米尔湖区游船（45分钟）蓝线
（2019年11月1日-2020年4月3日期间游船不开放）

9英镑/成人
4.5英镑/儿童（5-15周岁）

厄克特城堡+尼斯湖游船（35分钟）联票
23英镑/成人
18英镑/儿童（5-15周岁）

爱丁堡城堡
（只含城堡门票，不含语音讲解设备）

19.5英镑/成人
11.5英镑/儿童（5-15周岁）

阿尼克城堡+阿尼克花园联票
（开放时间：每年3.29-10.27）

28.5英镑/成人
12英镑/儿童（5-16周岁）

约克大教堂
（每年12.25圣诞节不开放）

11.5英镑/成人
5英镑/儿童（16周岁以下）

必付项目说明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和导游小费
【成人、儿童同一标准，都需支付】

3英镑/顾客/天
门票价格因季节变化会有浮动，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景点官网或景点当天价格公
告为准。
自费项目请配合和服从导游的行程安排，以导游行程安排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