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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博览会温泉 

"独家温泉"

The May Fair London酒店的豪华水疗中心是一家颇具特色的酒店。但是，如
果你能进入内部，那将是非常值得的。酒店风格时尚，设有蒸汽浴室，桑拿
浴室，休闲室和一些恢复活力的理疗。您可以选择一系列的面部护理，如宝
迪佳面部护理;身体护理脂肪，减肥和排毒;或只是按摩或修指甲。

 +44 20 7915 2826  www.themayfairhotel.co.
uk/spa/location

 mayfairspa@themayfairhot
el.co.uk

 Stratton Street, The May
Fair Hotel, 伦敦

 by Zenspa1   

阿瓜温泉 

"阿瓜样式呵护"

获得伦敦桑德森（Sanderson London）阿瓜水疗中心（Agua Spa）的专家的
赞赏。水疗中心结合了古代和现代按摩的最佳技术，产生了惊人的疗法。提
供定制按摩，芳香疗法按摩，准妈妈治疗，时差按摩等多项服务。如果你喜
欢牛奶和蜂蜜，那么有一个这样的按摩等着你！男士不必感到落后，他们也
可以接受包括面部护理在内的特殊护理。水疗中心提供一天包和优惠券，可
以作为一个伟大的礼物。

 +44 20 7300 1414  de-de-dev.morganshotelgroup.com/
originals/originals-sanderson-
london/spa-fitness/agua-spa

 50 Berners Street, Sanderson
London, 伦敦

 by nnoeki   

Elemis日间温泉 

"环游世界"

Elemis与其说是一个感官旅程，不如说是一个温泉，它吸引了西藏，日本，
巴厘岛和摩洛哥等地的灵感。你可以选择许多按摩，面部护理，美甲服务和
排毒仪式，你将在你独特的感官套件中进行。异国情调的仪式包括素馨花身
体滋养包裹和椰子擦和牛奶仪式包装。您也可以聘请举办派对和其他私人活
动。

 +44 20 7499 4995  www.elemis.com/house-of-
elemis-london

 houseofelemis@elemis.com  2 Lancashire Court, 伦敦

 by UggBoy♥UggGirl [ PHOTO
// WORLD // TRAVEL ]   

多切斯特水疗中心 

"休息放松"

位于多切斯特内，这家水疗中心为男女士提供各种水疗服务。比预约时间提
前十五分钟过来，这样就可以在疗程开始之前有充足的时间换衣服和放松身
心。多切斯特水疗中心也欢迎非市民的顾客前往享受水疗服务。面部护理的
话，不妨试试Eve Lom面部护理、Thalgo面部护理或根部保湿面部护理；也可
以放松享受全身按摩，真正的香熏按摩与热石按摩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
里更为怀孕女士提供特殊的护理服务。

 +44 20 7319 7109  www.dorchestercollectio
n.com/en/london/the-dorc
hester/spa-hotel-london/

 spa.tdl@dorchestercollec
tion.com

 53 Park Lane, The
Dorchester,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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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allschirmjäger   

声音部 

"闻名于世的声音"

世界有名的声音部是伦敦最时尚的夜店之一。这个舞厅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
候衰落过，但后来又重振声威。这个奢华的夜店的知名度非常高，而且世界
文明，MoS （声音部的昵称）还推出了很多混音CD。夜店内有两层，有几个
吧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DJ到这里表演。请浏览网站查询近期活动和表
演DJ。

 +44 20 7740 8600  www.ministryofsound.com/club/  103 Gaunt Street, 伦敦

 by Ewan Munro from London,
UK   

织物俱乐部 

"狂欢至凌晨"

终于有这样的一家超级酒吧可以撑得起这个头衔。这家建于史密斯菲尔德肉
市场下面的维多利亚拱门的酒吧内有三个舞池、两个吧台、一个花园、一个
天台，而且这里的装修也很简约、自然。主舞池以"体声音"音响系统为特征
，让你整个身体都不禁随着重低音摇动。周五则是FABRICLIVE，将电音、重
打击乐、鼓和巴斯不停在这里轮流演出。周六是织物之夜，代表着英国和美
国的电音。来到这里肯定会忍不住狂欢至凌晨。

 +44 20 7336 8898  www.fabriclondon.com/  77a Charterhouse Street, 伦敦

 by Ungry Young Man   

可可夜总会 

"伦敦最大的夜店之一"

可可是伦敦最大的夜总会之一，很受学生和本地人欢迎。这里有各种音乐类
型，从的士高、疯克音乐、手袋音乐和house，视乎你哪一天来。这座大楼的
音响系统使这里成为欣赏现场音乐的好地方，可可还定期有新晋天才音乐人
的现场表演。这里有吸引不同人的地方，也难怪这里什么样的顾客都有。周
末的时候，顾客要求穿着休闲正装，不能穿帽子或球衣。一般咨询请致电087
0 432 5527，票务请致电0844 847 2258。

 +44 20 7388 3222  www.koko.uk.com/  1A Camden High Street, 伦敦

 by Amanda Slater   

小威尼斯 

"威尼斯在这里"

如果你处于爱的境地，这是一个与你的特别的人共度美好时光的好方法。沿
着小威尼斯的运河漫步。它的登陆阶段在摄政运河和大联合运河的交叉点。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沿着运河漫步。一个浪漫的度假或一天，小威
尼斯是要去的地方。

 +44 20 7985 7200  www.visitlondon.com/att
ractions/detail/401228-l
ittle-venice

 enquiries.london@british
waterways.co.uk

 Off Blomfield Road, 伦敦

 by Rune Enstad on Unsplash
   

波尔切斯特温泉 

"幸福的老式温泉"

波尔切斯特温泉是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装饰水疗中心，重现了老式的平静的
绿洲。与伦敦的大部分新温泉不同，这里没有时尚的风格。事实上，大部分
的时期细节，如绿色和白色的瓷砖，高高的天花板和原始的装置;全部保持不
变。尝试摩洛哥手套全身磨砂;在大理石台面上，你的皮肤会像宝宝一样柔软
。美容和身体护理的通常范围是可用的，通常比大多数温泉更物有所值。这
绝对是绝对的幸福。水疗中心分别为女性，男性和女性两个小时。

 +44 20 7792 3980  www.porchesterspatreatm  porchester.enquiries@gll  Porchester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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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co.uk/ .org Porchester Centre,
Queensway, 伦敦

 by Jay Bergesen   

皮划艇伦敦 

"通过电流"

瞥见伦敦，皮划艇伦敦可以帮助你在泰晤士河上划船。皮划艇伦敦由一个谦
虚的专业队伍组成，他们在教练方面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当你在河中漫步
时，你可以欣赏到伦敦受欢迎的地标众议院，大笨钟，塔桥和贝尔法斯特号
。他们为所有经验水平的人提供各种课程。

 +44 20 8968 4500  kayakinglondon@gmail.com  Lots Road, Cremorne Riverside,
Cremorne Gardens, 伦敦

 by nnoeki   

温泉伦敦 

"完美的逍遥游"

伦敦水疗中心位于纽约厅休闲中心，是日常生活中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酒
店提供按摩，面部护理和许多身体护理服务。对于那些匆忙，服务菜单还具
有一些快速处理，只需要15分钟完成。您也可以进行团体预订，并与朋友和
家人一起享受轻松的一天。

 +44 20 8709 5845  www.spa-london.org/  spa-london@gll.org  Old Ford Road, York Hall
Leisure Centre, 伦敦

 by Motmit (talk)   

泰晤士划船俱乐部 

"排，划船！"

泰晤士马划艇俱乐部成立于1860年，是该市着名的划船俱乐部之一。开放到
所有技能水平，这个友好的俱乐部是一个伟大的地方，回家的划船技能和更
好的游戏。俱乐部拥有最先进的健身房以及训练赛艇运动员的设备。会员和
运动员可以在舒适的酒吧休息喝点饮料。

 +44 20 8788 0798  thamesrc.co.uk/  hello@thamesrc.co.uk  Putney Embankment, 伦敦

 by Daniel Case   

英国皇家植物园 

"英国的正式皇家植物园"

这里是Augusta公主在1759年设立的，这座植物园占地300公亩（121公顷），
位于河畔上，这里有超过三十万种花卉植物。这里的主要景点就是闻名于世
的温室，每一间都是建筑杰作：日本寺庙、夏洛特皇后的村舍和最后的棕榈
屋！这里全年还举办各个不同主题的大型花园展览。植物园的关闭时间随季
节而变。而温室和画廊经常都在公园关门前就关闭。

 +44 20 8332 5000  www.kew.org/  info@kew.org  Off Kew Road,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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