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英国伦敦两日游B
线：利兹城堡+坎特伯雷大教堂+多佛白崖+格林威治游船+牛津基督教堂+剑桥国王学院（周一中文）
游览国家：英国
上下车地点：
集合时间：上午 8:00
出发时间：上午 8:30
上团地点： Golden Tours Visitor Centre, Bus Stop 1, Bulleid Way, Victoria, London SW1W 9SH
下团时间：约晚上 6:30（视交通情况而定）
☆
当您踏上泰晤士河游船时，您的旅游巴士部分将在格林威治结束，然后在堤岸码头下船，您的一日游
将在此结束。堤岸码头就在堤岸地铁站的马路对面，区线、环线和贝克卢线从这里穿过，或者从充满
活力的南岸地区穿过桥。
住宿：无
导游：专业英文/中文导游
行程安排：伦敦-利兹城堡-坎特伯雷大教堂-多佛白崖-格林威治-伦敦-牛津-剑桥-伦敦

第1天伦敦 利兹城堡
格林威治 伦敦
行程概述

坎特伯雷大教堂

多佛白崖

☆上午8:00集合，8:30准时出发。 私人参观利兹城堡（含门票） 被康威勋爵描述为“
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堡”
的利兹城堡坐落在占地 500 英亩的园景公园内，横跨两个田园诗般的岛屿，位于壮丽的
肯特乡村的中心地带。提早抵达确保了对利兹城堡的几乎私人访问。亨利八世在他统治
期间撤退到这里，以逃避在伦敦肆虐的瘟疫。 为您提供终极都铎式款待！抵达利兹城堡
后，导游将迎接您。像亨利八世一样探索这座神奇城堡的历史！ 坎特伯雷大教堂（含门
票） 坎特伯雷是英国基督教的中心，自奥古斯丁以来先后成为 104 位大主教的所在地，
是一座宏伟的中世纪城市，是任何历史爱好者的必去之地。探索 1170 年大主教托马斯贝
克特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惨遭谋杀的场景。了解这座迷人的中世纪建筑杰作背后的迷人历
史。惊叹于大教堂壮观的彩色玻璃窗，其中许多在 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幸存下来。 多
佛白崖 参观通往英格兰的门户，欣赏著名的多佛白崖，在面向欧洲大陆的壮丽海岸线上
拍照留念。您还将看到多佛城堡，这是一座矗立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中世纪堡垒，也是“
另一个博林女孩”
中的重要电影取景地。 格林威治 格林威治俯瞰泰晤士河，是一处令人惊叹的世界遗产地，
拥有众多精美的海洋地标。参观由克里斯托弗·
雷恩爵士设计的旧皇家海军学院，以及世界著名的卡蒂萨克号，这是一艘迷人的 19 世纪
快船。 泰晤士河游船（含门票） 乘坐我们的泰晤士河游船从格林威治到堤岸码头，沿途
经过塔桥和壮丽的圣保罗大教堂，以全新的视角欣赏伦敦的景点。 ☆
预计返回游览结束的堤岸码头的时间是晚上 6:30 左右。

上团地点
集合时间：上午 8:00
出发时间：上午 8:30
上团地点： Golden Tours Visitor Centre, Bus Stop 1, Bulleid Way, Victoria, London
SW1W 9SH
下团时间：约晚上 6:30（视交通情况而定）
☆
当您踏上泰晤士河游船时，您的旅游巴士部分将在格林威治结束，然后在堤岸码头下船，您
的一日游将在此结束。堤岸码头就在堤岸地铁站的马路对面，区线、环线和贝克卢线从
这里穿过，或者从充满活力的南岸地区穿过桥。

上下团地点示意图

全天

泰晤士河

坎特伯雷大教堂

[泰晤士河]
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是英国著名的“母亲”
河。发源于英格兰西南部的科茨沃尔德希尔斯，全长346公里，横贯英国首都伦敦与沿河
的10多座城市，流域面积13000平方公里，在伦敦下游河面变宽，形成一个宽度为29公里
的河口，注入北海。
[坎特伯雷大教堂]
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
)，位于英国肯特郡郡治坎特伯雷市，是英国最古老、最著名的基督教建筑之一，1452年，
尼古拉五世下令重建，1506年由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德拉·
波尔塔和卡洛·
马泰尔相继主持设计和施工，终于在1626年完成了现在的模样。它是英国圣公会首席主
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教座堂。教堂的正式名称是坎特伯雷基督座堂和大主教教堂，教
堂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餐饮：自理
酒店住宿：无

第2天伦敦
行程概述

牛津

剑桥

伦敦

☆上午8:00集合，8:30准时出发。 牛津徒步之旅 跟随牛津著名学生的脚步，从 CS Lewis
到 Bill Clinton
，漫步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城迷人的大学庭院和鹅卵石小巷。参观著名的“梦幻尖塔”
，参观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的博德利图书馆。您将被这个自然美丽的小镇上未受破
坏的狭窄小巷和古老的广场所吸引。 牛津基督教堂（含门票） 对于所有年龄段的电影观
众来说，基督教堂是一种享受，它被认为是哈利波特电影的主要拍摄地点之一！您将惊
叹于作为霍格沃茨背景的大会堂的神奇宏伟。 剑桥参议院 离开牛津后，您将前往美丽的
剑桥市。在这里，您将参观举世闻名的剑桥大学的参议院。在参议院委员会用于重要会
议之前，它现在是学生学位仪式的授予地点。在冒险进入 Corpus
时去往圣体钟之前，您将探索这个特殊的位置并发现它的重要历史！ 圣体钟Corpus
Clock
参观圣体钟，这是剑桥大学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泰勒图书馆外的一项独特发明。由斯蒂
芬霍金向世界展示，它是由一个 24 克拉的镀金不锈钢圆盘制成的，没有数字来显示时间。
相反，它通过穿过各个狭缝的灯光来显示时间。这个不可错过的创新将在您离开后很长
时间留在您的脑海中！ 数学桥 在您停留期间，您还将看到剑桥的数学桥。它由 William
Etheridge
设计，已有近 300 年的历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该设计给游客带来了一个有
趣的难题——
它只使用直木，但建成了桥拱。这是绝对必看的！ 国王学院教堂（含门票） 这次旅行的
主要亮点之一是参观精美的国王学院教堂。作为代表剑桥市的象征，教堂是世界各地人
们的热门旅游景点。国王学院教堂在亨利六世的要求下于 1446 年开始建造，历时一个世
纪，展示了美妙的哥特式建筑和巨大而迷人的彩色玻璃窗。 ☆
预计返回伦敦的时间是晚上
7:00 左右。
上团地点
集合时间：上午 8:00
出发时间：上午 8:30
上团地点： Golden Tours Visitor Centre, Bus Stop 1, Bulleid Way, Victoria, London
SW1W 9SH
下团时间：约晚上 7:00（视交通情况而定）
☆由于司机法定工作时间限制，此行程将在Gloucester Road
地铁站附近结束（距离地铁站步行 2-3 分钟内）。此站位于 1 区，在环线或环线东行三站
区线到维多利亚。皮卡迪利线也穿过Gloucester Road，到皮卡迪利广场只需 5 站。

上下团地点示意图

全天

国王学院

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

[国王学院]
剑桥最著名的景点，成立于1441年，由英国国王亨利六世设立创建，因而得名“国王”
学院。为了显示国王的雄厚财力，学院建立之初就追求宏伟壮观的建筑，而其建筑群中
最著名的当属学院的礼拜堂，它耸入云霄的尖塔和恢弘的哥特建筑风格已经成为整个剑
桥镇的标志和荣耀。
[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
牛津基督教堂学院是1525年由红衣主教沃西创建，是牛津最具代表性的学院。内部的双
拱顶，使得大堂显得更加高大壮丽，14世纪安装的大型窗格，使建筑产生了哥特式的轻
盈和空间感。这里最有名的是学院的食堂，是《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霍格沃兹的主要拍摄场景。电影里那个飘满蜡烛的餐厅，是通过电脑特效把牛津大学基
督学院食堂变大了好多倍，再使用各类特效而成的。

餐饮：自理
酒店住宿：无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进入利兹城堡（私人专属参观）、坎特伯雷大教堂、泰晤士河游船、牛津基督教堂、剑桥国王学
院门票，牛津和剑桥徒步之旅

2）专业中文导游（每周一）
3）空调客车交通

费用不含
1）小费
2）额外的茶点
3）酒店住宿及餐食

取消条款
发团前三天可以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之后全损。*如果人数不足，我社保留取消旅行的权利。

请注意：
1）您必须携带提供的电子票才能参加本次旅行。*行程顺序以实际安排为准。
2）我们的车辆现代、舒适，并保持最高的清洁标准，包括每天进行深度清洁 。在高峰期，可能会使
用额外的没有 Wi-Fi 的车辆。
3）圣诞节前夕，旅游将仅以英语进行。
4）根据最新的英国政府公告，您必须佩戴面罩（除非豁免）才能进入此体验。如果没有，您将被拒
绝进入。
5）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部分地区将在以下日期全天关闭以举行毕业典礼（大教堂中殿、殉道者和分会
馆）：
4 月 24 日 - 中殿和殉道者将全天关闭以进行服务。大教堂的其余部分仍然开放。
5 月 6 日、16 日至 20 日。
7 月 11 日至 15 日。
9 月 6 日和 7 日。
11 月 25 日。
地穴、Quire 和 Trinity 教堂、大修道院和辖区在这些日期仍然开放。

其他价格（欧元/人）*请联系客服改价！
成人
255

3-16岁
235

60岁以上
245

*学生需出示并携带ISA卡或等效证件。
*2 岁及以下的婴儿免费。

学生
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