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列颠的田园学苑

偏安于欧罗巴西北一隅的不列颠，有着一颗不安分的

心——最好的高等学府影响了西方精英教育的进程、

最早的议会制度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先河、最快的

工业革命造就了影响国际格局的日不落帝国。这个拒

不承认自己属于欧洲的国家，在欧洲历史文化的

长河中特立独行——无论是徜徉于伦敦、爱丁堡

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在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城

里与高谈阔论的学子擦肩而过，抑或是在温德米

尔湖畔吟唱一曲“我看最卑微的花朵都有思想，

深藏在眼泪达不到的地方”......

田园学苑里的不列颠八天



路径速览 Quick Shot

行程速览 全程掌控

珠海-香港-伦敦月 日星期01

月 日星期02
伦敦-温莎-伦敦-爱丁堡

月 日星期03
爱丁堡-湖区（温德米尔）

月 日星期04
湖区（温德米尔）-约克

月 日星期05 约克-剑桥-牛津

月 日星期06
牛津-巴斯-伦敦

伦敦-巴宝莉工厂店-香港月 日星期07

月 日星期08 伦敦-香港-珠海



精彩行程 Amazing Trip

第一天 月 日 珠海-香港-伦敦

参考航班：国泰航空 CX239，HKG 香港国际机场 T1-LHR 伦敦希斯罗机场 T3，12:15/18:10，飞行时长

12 小时 55 分钟（时差：伦敦比香港慢 8 小时）。

参考酒店：伦敦 The Chelsea Harbour Hotel 或同级五星酒店

参考用餐：午：飞机餐；晚：飞机餐或自理

07:00 抵达珠海九洲港；

08:40 珠海九州港乘船前往香港国际机场海天码头，航行约 70 分钟；

09:50 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办理通关和托运手续；

12:15 乘坐国泰航空的航班前往英国的首都伦敦；

18:10 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 月 日 伦敦-温莎-伦敦-爱丁堡

参考航班：英国航空 BA8718，LHR 伦敦城机场 T1-EDI 爱丁堡机场 T20，20:55/22:15 ，飞行时长 1 小

时 20 分钟。

参考酒店：爱丁堡 Waldorf Astoria Edinburgh-the Caledonian 或同级五星酒店

参考用餐：早：酒店早餐；午：温莎餐厅；晚：伦敦餐厅

上午乘车前往位于伦敦市郊的温莎，这里以英国女王的居住地之一——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著

称。下午返回伦敦，参观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也是寻访英

伦的必游之地。不管您是不是历史文化爱好者，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足以让您对人类文明充满了敬意。

然后外观泰晤士河西岸的英国议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又称威斯敏斯特宫，这座建筑最为人

所知的是位于西北角的大笨钟（Big Ben），它几乎垄断了人们对于伦敦的第一印象。然后参观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伦敦塔桥（Tower Bridge），这座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是伦敦的的标志建筑。

20:55 乘坐英国航空的航班前往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22:15 抵达爱丁堡机场，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月 日 爱丁堡-（约 3 小时）-湖区（温德米尔）

参考酒店：温德米尔 Macdonald Old England Hotel 或同级四星酒店（温德米尔无五星酒店）

参考用餐：早：酒店早餐；午：温德米尔餐厅；晚：温德米尔餐厅

上午参观彰显着苏格兰民族的历史的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

下午乘车前往湖区的核心城市温德米尔。湖区（Lake District）是英格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以湖光山色

吸引“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在此驻足作诗，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四天 月 日 湖区（温德米尔）-（约 2.5 小时）-约克

参考酒店：约克 Principal York 或同级五星酒店

参考用餐：早：酒店早餐；午：约克餐厅；晚：约克餐厅

上午由温德米尔开启英格兰湖区的游览。

下午乘车前往约克，参观位于市郊的贵族宅邸庄园——霍华德城堡（Castle Howard）。然后返回约克

城区，参观欧洲现存最大的中世纪时期的教堂——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傍晚逛一逛热闹的中

世纪古街——谢姆伯街（Shambles），不要错过出现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对角巷（Diagon Alley）。



第五天 月 日 约克-（3 小时 15 分钟）-剑桥-（2 小时 15 分钟）-牛津

参考酒店：牛津 Macdonald Randolph Hotel

参考用餐：早：酒店早餐；午：剑桥餐厅；晚：牛津餐厅

上午前往著名的大学城——剑桥（Cambridge）。剑河畅游会途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三一学院

桥（Trinity College Bridge）、数学桥（Mathematical Bridge）等桥梁，穿行期间如同漫步乡野溪流。外

观英国哥特式垂直风格的代表——国王学院礼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

傍晚前往与剑桥齐名的大学城——牛津（Oxford）。

第六天 月 日 牛津-（1 小时 45 分钟）-巴斯-（2 小时 45 分钟）-伦敦

参考酒店：伦敦 The Chelsea Harbour Hotel 或同级五星酒店

参考用餐：早：早：酒店早餐；午：巴斯餐厅；晚：伦敦餐厅

上午外观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这座英国第二大的图书馆，是

大学城的灵魂所在。然后参观牛津大学最漂亮的学院——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学院高耸

的方塔是牛津著名的地标。

下午前往英国唯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巴斯（Bath）。参观古老的罗马浴场（Roman Baths），



“巴斯”一次因此而得名。外观巴斯修道院（Bath Abbey）。傍晚返回伦敦。

第七天 月 日 伦敦-巴宝莉工厂店-（车程约 1.5 小时）-伦敦机场-香港

参考航班：国泰航空 CX254，LHR 伦敦希斯罗机场 T3-HKG 香港国际机场 T1，22:20/17:15+1，飞行时

长 11 小时 55 分钟（时差：香港比伦敦快 8 小时）。

参考用餐：早：酒店早餐；午：巴宝莉工厂店；晚：飞机餐或机场自理

上午前往巴宝莉工厂店（Burberry Factory Shop）自由购物。

下午前往伦敦希斯罗机场，抵达后在机场办理退税、值机和通关手续；

22:20 乘坐国泰航空航班返回香港。

第八天 月 日 伦敦-香港-珠海

17:15 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办理通关和值机手续，乘坐两地牌照商务车经由港珠澳大桥返回珠海钰海国

际金融中心，车程约 50 分钟，结束为期八天的英国之旅。

特别注意：以上行程时间安排可能会因天气、路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在不影响行程和接待标准的前提下，游

览顺序可能会作出调整，敬请谅解。

经济舱（9 人） 商务舱（1 人）

团费 ￥ 元/人 ￥ 元/人

单间差 全程￥ 元/间

说明：

①此报价以 月 日核定为准，酒店尚未预订，最终订房后价格可能有浮动。

②因团队准备时间紧迫，需办理英国加急个人旅游签证（常规签证 15-20 工作日，加急签证 7 工作日）。

③英国使馆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设定普通个人旅游签证适用期为 6 个月起，即可能批准半年至两年不等。

④英国法律规定：a）地陪与司机每日工作时间 10 小时，如特殊情况需要加班，须征得其允许，并加收

司机和导游加班费用共￡120 英镑/小时；b）车辆及司机必须与前一天工作连续间隔 11 小时，方可继续

工作。

⑤欧洲部分酒店大多数标间都是双床无法分开，房内无热水壶。

费用包含

1.航空交通
香港往返英国伦敦国泰航空国际航班全程舱位机票及机场税，含行李 30kg/

人；伦敦到爱丁堡单程英国航空航班全程舱位机票及机场税；已选择过道位，



如升级商务舱需补差价。

2.住宿安排 全程国际四星/国际五星酒店，标准双人间或双床间。

3.餐食安排 全程 11次正餐（中、晚餐）。

4.景点活动 各项游览节目均按照行程表内所述及包括景点首道入场费。

5.加急团签 英国个人签证费。

6.境外保险 旅游责任保险。

7.导游服务 英国地陪讲解服务。

8.境外用车 采用 座豪华空气调节游览车，保证每人一个正座。

费用不含
“费用包含”所列以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1.单间差（酒店单房差仅指普通单人间，如客人要求大床单间或单独一人住双标，单房差另

议）。

2.燃油附加费、行李超重费、用车超时费

3.个人消费、自费项目和个人娱乐自选项目消费

4.支付其他提供服务人员（除司机、导游外）的服务费（如酒店行李生等）

5.如遇汇率异常变化而产生的费用

7.酒店未预留期间产生的浮动价格，展会期间房价上涨部分另计

8.因交通延阻、战争、政变、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

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酒店内

洗衣、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当地参加的自费以及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

其它项目

您的旅行定制师 梁宽容 0756-8189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