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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亮点：在海边漫步、在特色小镇上活动、

          享受沙滩、在当地的家庭住宿

行程简介

出发地：伦敦       结束地：伦敦

天数：15 天

途经城市：伦敦、伊斯特本、剑桥、约克、爱丁堡、湖区、曼

彻斯特、切斯特、牛津、巴斯、索尔兹伯里、温莎、布莱顿

途经景点：

白色断崖、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眼、皇家骑兵营、白金汉宫、特拉法加鸽子广场、国家画廊、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城、约克

大教堂、爱丁堡城堡、司各特纪念碑、湖区、切斯特教堂、牛津大学城、巴斯浴池、巨石阵、布莱顿皇宫、温莎城堡

行程标签：教育培训、海滨 产品属性：主题定制

温馨提示：

如需要单独定制更改出发时间，建议出发时间为 6 月 7 日至 8 月 28 日之间，适合年龄段为 12 至 1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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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设    施：游泳池、体育馆、体育场

住    宿：寄宿家庭

抵达时间：6 月 7 日 -8 月 28 日之间

周边城市：距黑斯廷斯 30 分钟车程，距布莱顿 35 分钟车程，距普斯茅斯 1 小时 45 分钟车程，距伦敦 1 小时 30 分钟车程

机    场：距希斯罗机场 1 小时 30 分钟车程，距盖特韦克机场 1 小时车程

·寄宿家庭会负责学生的所有餐食，所以学生每天早上需要从寄宿家庭带午餐

·学生也要在晚上到达寄宿家庭后提出晚餐的要求

·我方有临时修正时间及活动安排的权利

·在宵禁时间 13 岁以下的孩子不可独自外出

·14-15 学生外出 21：30 前必须回到住宿家庭 ( 否则校方有权处置 )

·16-17 岁学生外出 22：00 前 必须回到住宿家庭 (22：30 以后校方有权处置 )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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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特本是英国南岸优秀的夏令营营地，位

于布莱顿和黑斯廷斯之间，前往伦敦非常方便。

这里拥有海滩，大海，码头，周边还有旅游景点，

为夏令营提供丰富的活动安排元素。这里还拥

有最莫名的白色断崖 Beachy Head 和南唐斯丘

陵国家公园。

伊斯特本
Eastbourn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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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地设于伊斯特本大学 , 位于城镇中心几分

钟即可步行至海边、镇中心,、商店、公园和景区。

请留意若在署期初期或未期抵达的学生，可能

会安排到全年制学校，距离镇中心和火车站也

是只有步行几分钟的距离。学校位于安静的居

民区，在公园的对面，环境优雅，建筑也很迷人。

伊斯特本大学
Eastbourne Colleg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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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是英国剑桥郡首府，剑桥大学城地处英国，气候冬暖夏

凉，偶尔下雨，且持续时间不长，四季皆宜旅游。剑桥大学所在

地，“英国惟一的大学城”，位于伦敦北。位于国王学院对面

的圣玛利教堂 (Church of Great St Mary's)，在 18 世纪以前

是剑桥大学授予毕业生学位的场所，后来才改到现今的 Senate 

House。圣玛利教堂是剑桥大学城的中心，以前学校还规定学生

住宿的地点不得超过圣玛利教堂 3 英里外，爬上圣玛利教堂 123

个阶梯后，可从屋顶眺望最近的国王学院。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在亨利六世的鼎力支持下

于 1441 年成立，学院草地中央即为亨利六世的青铜纪念像，国

王学院的主要入口是雄伟的 19 世纪哥德式门楼。 

   剑桥大学有近 800 年历史，孕育出 6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共有 31 个学院。科学和工业是剑桥最引以为傲的学术。三一学

院产生了牛顿、培根和 20 多位诺贝尔得主、6 位英国首相。圣

约翰学院中有著名的叹息桥。国王学院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学

院。各学院参观费不等。为了避免对教职员和学生造成不便，

参观者最好依据学院的参观路线指示行进。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RIP

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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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学院成立于 1448 年，是剑桥最大的几个学院之一。她位于剑桥中

心偏南，美丽的剑河穿流而过，将学院分为东西两部分，闻名的数学桥连

接两岸，建筑风格古老而独特，风景非常优美。

   据说，欧洲修葺古建筑时会保留修葺的痕迹，不同年代的修葺痕迹在同

一面墙上都能看出来，这些照片似乎可以证实这一点。

女王学院与牛顿数学桥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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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中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

名声最响亮的学院之一，拥有约 600 名大学生，300 名研究

生和 180 名教授。同时，它也拥有全剑桥大学中最优美的建

筑与庭院。

    三一学院是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于 1546 年所建，其前

身是 1324 年建立的米迦勒学院（Michaelhouse）以及 1317

年建立的国王学堂。也因如此，今天学院中依然保留着的最

古老的建筑可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国王学堂所使用的学院

钟楼，直到今天还在为学院报时。

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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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教堂 (York Mins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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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约克，一定

不能错过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约克

大教堂是英国最大，同时也是整个欧洲阿尔卑

斯山以北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公元 1220 年开始

兴建，并于公元 1470 年代完工。1984 年约克大

教堂部分建筑遭大火焚毁，破坏严重，现已修复。

约克大教堂
York Minster

TRIP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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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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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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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

堡城堡在 6 世纪时成为皇室堡垒，爱丁堡城堡自此成为重

要皇家住所和国家行政中心。

    城堡从公元 12世纪到 16世纪一直是苏格兰皇家城堡，

见证了苏格兰的多次战争。17 世纪起成为军事基地，当前

归属于苏格兰文物局（Historic Scotland），仍有军队

驻扎在城堡上。

爱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

TRIPTRIPTRIP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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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乃至欧洲各地的城市里都有着很多出名或者不出名的雕塑，最常

见的雕像一般是战马和英雄。但爱丁堡展现的却是哲学家休谟、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诗人彭斯，其中最为雄伟的是欧洲“历史小说之父”、

苏格兰人最敬重的诗人司各特纪念碑。

   司各特纪念碑呈方形锥顶，中端坐着司各特大理石雕像。他宽袍广袖，

神情凝重。纪念碑中雕有司各特小说各类人物和苏格兰著名诗人小像，

整个塔分四层，共 287 级台阶，据说当游客登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司各

特作品中的几十位主人公会前来欢迎。

司各特纪念碑
Scott Monument

TRIP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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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区国家公园常被誉为英格兰最美丽的一角，既有灵

秀清幽的自然风光，又不乏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公园拥

有雄伟壮丽的山峰与波光粼粼的湖泊，举世无双的美景

激发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创作灵感，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

都曾在此写下美丽的诗篇和文章。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里还有英格兰最佳的徒步旅行和攀登路线，以及丰富的

旅游景点和室内外活动，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家庭成员。

湖区国家公园
The 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

TRIPTRIP

11



www.china-pt.cn

   老 特 拉 福 德 球 场（Old 

Trafford ）是位于英格兰大曼彻

斯特郡曼彻斯特市内西面的一个全

座位足球体育场，为英格兰足球俱

乐部曼联队的主场，最多可容纳观

众76212人，享有“梦剧场”的美誉，

全英格兰三个欧足联五星级足球场

之一，是仅次于温布利球场的英格

兰第二大的足球场，亦是全英国第

三大及全欧洲第十一大的球场，世

界上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因此可

以承办欧洲冠军联赛及欧洲足球锦

标赛的决赛。曼联自 1910 年便开

始以此球场作为主场，1941 年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球场曾经受到德

军空袭而被部分破坏，之后用了八

年的时间维修，其后一直作为曼联

主场至今。1939 年，球场创造了

最高入场人数，甘士比对战伍尔弗

汉普顿流浪的一场英格兰足总杯半

决赛，总共有 76,962 名观众入场

观看赛事。

老特拉福德球场
Old Trafford

TRIPTRIPTRIPTRIPTRIPTRIPTRIP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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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简称

牛津，是一所位于英国牛津市的世界顶级公立

大学，建校于 1167 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

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

构，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

构之一。牛津大学是一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大

学声誉、巨大影响力的知名学府。

   牛津大学是英国研究型大学罗素大学集团、

欧洲顶尖大学科英布拉集团、欧洲研究型大学

联盟以及 Europaeum 中的核心成员。牛津大学

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

包括 20 卷《牛津英语词典》。

牛津大学城
University Of Oxfor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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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英国）首都，欧洲最大的城市。

与美国纽约并列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

跨泰晤士河著名景点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格林威

治天文台，伦敦眼，伦敦最高建筑碎片大厦等。

伦敦
London

大本钟

白金汉宫

大英博物馆 格林威治天文台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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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皇宫
Royal Pavilion

   布莱顿皇宫，位于英国布莱顿，始

建于十九世纪，曾是英国皇家避暑胜

地，现是著名英国著名的旅游胜，外观

融合了印度和中国建筑的味道，具有行

宫特有的“东方哥德式”建筑风格。皇

家行宫堪称英国最有异国情调的建筑，

著名的布莱顿海滨风光，天海相接，其

他地方的海滩大都是沙滩，而在布莱顿

则以其密布鹅卵石的海滩而著称。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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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浴池博物馆
Roman Baths Museum

   罗马浴池博物馆位于英国巴斯，在罗

马帝国统治英国的时代，罗马人在巴斯修

建了许多带有桑拿及泳池的大型浴室，还

把这里定为水和智能女神米诺拉的领地，

并建起了华丽的宫殿，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埋在了地下，直到 19

世纪末，英国又重新唤醒了这些沉睡在地

下的古迹。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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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石阵（stonehenge) 由巨大的石头组成，每块约重 50 吨。

它的主轴线、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初升的太阳，在同一

条线上；另外，其中还有两块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

约建于公元前 4000 ～ 2000 年，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

遗址，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2008 年 3 月至 4 月，

英国考古学家研究发现，巨石阵的准确建造年代距今已经有 4300

年，即建于公元前 2300 年左右。

巨石阵
Stoneheng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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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莎城堡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郡

温莎 - 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温莎，目前是英

国王室温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现今世界上

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

  温莎城堡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威廉一世时期，

城堡的地板面积大约有45,000平方米（484,000

平方英尺）。与伦敦的白金汉宫、爱丁堡的荷

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一样，温莎城堡

也是英国君主主要的行政官邸。现任的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在温莎城

堡度过，在这里进行国家或是私人的娱乐活动。

她的另外两栋宅邸则是王室的私人住宅，分别

是桑德林汉姆别墅（Sandringham House）及巴

尔莫勒尔堡（Balmoral Castle）。

温莎古堡
Windsor Castl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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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特本夏令营两周

日 期 行 程 交 通 内 容 住宿 用 餐

1
7 月
27 日
周三

中国北京

伦敦
ñ/v    首都机场集合，乘坐国际航班飞往英国首都伦敦，抵达后专人接机前往营地入住。 伦敦 ——/晚

2
7 月
28 日
周四

伦敦
$98KM
剑桥
$249KM
约克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剑桥
10：30 抵达后参观【剑桥大学城】：剑河从城市西门经市区流向东北，注入乌斯河。从 13 世

纪末创办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起，剑桥作为一座大学城存在至今。剑桥环境幽
美，绿草如茵，著名的有“耶稣”草坪、“马克斯”草坪、“绵羊”草坪等宛如绒毡铺地。
一进剑桥市，一座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剑桥学生的青铜像迎面矗立。著名的学院
有：【女王学院与牛顿数学桥】*（外观）, 【 三一学院】*（外观）,【圣约翰学院】*
与叹息桥（陪同入内），【国王学院】*（外观）

12：00 午餐
13：00 乘车前往古城约克，英王乔治六世说过 :约克的历史就是英国的历史。
16：00抵达后观光市容：英国最大的歌特式教堂——【约克大教堂】*（陪同入内）：来到约克，

一定不能错过约克大教堂，是英国最大，同时也是整个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哥特
式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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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游览 Ouse 运河及古代城墙，游览极具特色的英国古代商业街。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约克 早中晚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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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月
29 日
周五

约克
$360KM
爱丁堡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苏格兰首府艺术之城爱丁堡，沿途欣赏迷人的田园风光
13：00 抵达后午餐
14：00市容游览：【爱丁堡城堡】*（陪同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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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将爱
丁堡城堡庄严雄伟的气氛表露无遗。 到爱丁堡旅游的人都不会错过爱丁堡城堡，因为爱
丁堡城堡位于死火山花岗岩顶上，爱丁堡城堡在市中心各角落都可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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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顿山，王子大街，
【司各特纪念碑】*（外观），沿着皇家大道探访历史古迹，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和音乐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爱丁堡 早中晚

4
7 月
30 日
周六

爱丁堡
$224KM
湖区
$129KM
曼彻斯特
$70KM
切斯特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英国享有盛名的温德米尔湖区
12：00 抵达后午餐 
13：00 游览湖光山色的湖区国家公园：湖区国家公园常被誉为英格兰最美丽的一角，既有灵秀

清幽的自然风光，又不乏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公园拥有雄伟壮丽的山峰与波光粼粼的湖
泊，举世无双的美景激发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创作灵感，华兹华斯和比阿特丽克斯·波
特都曾在此写下美丽的诗篇和文章。可乘坐【湖区游船】*（陪同入内）游览美丽的自
然风光

15：00 乘车前往英国著名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
17：00 抵达后参观著名的曼联球场－【老特拉福德球场】*（外观）：老特拉福德球场是英超

球队曼联的主场，并拥有75,957个座位，是仅次于温布利球场的英格兰第二大的足球场，
球场亦是全英国第三大及全欧洲第十一大的球场，亦是全英格兰三个欧洲足联五星级足
球场之一。

18：00 晚餐
19：00 乘车前往切斯特
20：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切斯特 早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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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月
31 日
周日

切斯特
$260KM
牛津
$100KM
伦敦
$120KM
伊斯特本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抵达后市容游览：拥有至今 2000 年的历史，曾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的罗马要塞。城

中的切斯特教堂、保存良好的古城墙是和挖掘出土的古罗马竞技场都极具历史价值；切
斯特是英国最具中世纪风貌的城市，全城为曲折的迪河所环绕，保存完好的红色砂岩城
墙内矗立着都铎风格和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城内古老的商业街建有独特的两层式柱廊，
常有传统的黑白相间图案。古城精致小巧，古朴美丽，曾被评为欧洲最佳古迹城市之一，
也是英国最美丽、最受游客喜爱的小城之一。

10：00 乘车前往牛津
12：00 中途午餐快餐
14：00 抵达后参观牛津大学城：牛津城是英国皇族和学者的摇篮，现在牛津已经成为了熙熙攘

攘的世界城市。尽管还是那个古老的大学城，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商业企业，特别是高
科技企业使牛津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津”意为渡口，泰晤士河和柴威尔
河在此会合，当时河水不深，用牛拉车即可涉水而过，牛津由此得名。现在两地河流依然，
原来的桥和牛车涉水过河的痕迹早已消失，但牛津桥却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来访
者和游客。亚斯幕联博物馆、各个学院、图书馆、学位颁发处、大学城商业中心等地

15：00 乘车前往伦敦
16：30 乘车前往伊斯特本营地
19：00 抵达营地，入住家庭或公寓并晚餐

伊斯特本 早中晚

6
8 月
1 日
周一

伊斯特本 v
上午学习
午餐
下午城镇参观

伊斯特本 早中晚

7
8 月
2 日
周二

伊斯特本 v
上午学习
午餐
下午体育活动

伊斯特本 早中晚

8
8 月
3 日
周三

伊斯特本 v
上午学习
午餐
下午参观白色断崖

伊斯特本 早中晚

9
8 月
4 日
周四

伊斯特本 v
上午学习
午餐
下午保龄球体验

伊斯特本 早中晚

10
8 月
5 日
周五

伊斯特本 v
上午学习
午餐
下午游泳

伊斯特本 早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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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 月
6 日
周六

伊斯特本
$120KM
伦敦
$120KM
伊斯特本

v

09：00 前往伦敦
12：00 午餐
13：00 市容观光：英国国王加冕登基的地方—【威斯敏斯特教堂】*（外观）：在英国享有至

高无上的地位，是英国王室专属礼拜堂、1066 年以来几乎所有国王加冕、王室婚礼，及
一切重大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伦敦的象征——大笨钟，国会大厦，【伦敦眼】*（外观）：
是世界上首座、也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观景摩天轮，是伦敦的地标。它于 1999 年年底开幕，
总高度 135 米（443 英尺），竖立于伦敦泰晤士河南畔的兰贝斯区，面向坐拥国会大楼与
大本钟的西敏市。白厅街，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皇家骑兵营】*（外观），女王的住
所【白金汉皇宫】*（外观，仅 8月 1日 -9 月 30 日对外开放）和【圣詹姆斯皇家公园】，
【特拉法加鸽子广场】，【国家画廊】

15：00 返回伊斯特本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伊斯特本 早中晚

12
8 月
7 日
周日

伊斯特本
$40KM
布莱顿
$110KM
伦敦

v

10：00 乘车前往布莱顿
11：00 抵达后游览【布莱顿皇宫】*（外观）：布莱顿皇宫最初是乔治四世的行宫，这是一座

外型是阿拉伯风格，内部是中国装饰的宫殿。皇宫建于 1815 年，根特王子，也就是后
来的国王乔治 四世，将其视为一个逃离伦敦喧嚣的理想“避难所”。一走进英皇宫，
内部的设计与摆设有许多是中国风味，龙蛇盘柱、莲花灯饰、仕女壁画、中国古董……

12：00 午餐
13：00 继续游览著名的布莱顿海滩，漫步海边及小镇风情
16：00 乘车返回伦敦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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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8 月
8 日
周一

伦敦
$185KM
巴斯
$60KM

索尔兹伯
$150KM
伦敦

v

08：00 前往巴斯小镇
12：00 午餐
13：00 参观巴斯小镇风光：【巴斯罗马浴池博物馆】*（陪同入内）巴斯的标志景观，保存有

许多罗马帝国时代建造的精美温泉浴室，这里有位于地面下 6公尺的大浴池、国王浴池的
温泉，以及神殿遗迹、密孽瓦神像、许愿池和各种礼器文物，观赏价值极高。在罗马帝国
统治英国的时代，罗马人在巴斯修建了许多带有桑拿及泳池的大型浴室，还把这里定为水
和智能女神米诺拉的领地，并建起了华丽的宫殿，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
埋在了地下，直到 19 世纪末，英国又重新唤醒了这些沉睡在地下的古迹。

14：00 乘车前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巨石阵
15：00 抵达后参观【巨石阵】*（史前石阵，陪同入内），共同探究这世界之谜：在英国伦敦

西南 100 多千米的索巨石阵又称索尔兹伯里石环、环状列石、太阳神庙、史前石桌、斯
通亨治石栏、stonehenge 斯托肯立石圈等名，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这
就是英伦三岛最著名、最神秘的史前遗迹—巨石阵。

16：00 乘车前往伦敦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中晚

14
8 月
9 日
周二

伦敦
$40KM
温莎
$

北京

ñ/v

参考航班：BA 039 09AUG LHRPEK 1635 0930+1
07：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温莎小镇
10：00 抵达后游览小镇风光，并游览【温莎古堡】*（外观）
11：00 午餐
12：00 乘车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16：35 乘坐航班离开伦敦，结束此次愉快而难忘的伦敦之行。

―― 早中—

15
8 月
10 日
周三

北京 ñ 09：30 安全抵达北京，结束此次愉快此次愉快而难忘的行程 ―― 早――

行程中加粗部分为景点，未标明注解景点为外观景点，一般是不对外开放；标有“【  】”并黑色字体景点为首道免费入内景点，可能有中文耳机或其他收费项目；标有“【  】”

并蓝色字体加“*”景点为收费景点，行程中已标是否导游陪同入内或外观，如需增加入内参观景点费用另计，若行程中涉及协议中进入参观的收费景点临时关闭情况 ，我方选

择更换类似景点或退门票的方式处理，所有的营地课程及活动安排以最终学校安排为准，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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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ERFECT TRAVEL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2号阳光 100C 座 1609 室 100026

电话：+86-01-51002741

FAX：+86-10-51002173

QQ：1689027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