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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RIB航行 

"快艇的泰晤士河"

伦敦RIB Voyages有一系列不同的旅行，可以让您快速抵达泰晤士河。泰晤士
观光航行，泰晤士航程，金丝雀码头航程和泰晤士海盗之旅等旅游团最多可
容纳12人，因此与导游和其他乘客有良好的互动。由于船的类型，有可能覆
盖泰晤士河的其他地方比其他旅行更大的长度。

 +44 20 7928 8933  www.londonribvoyages.co
m/

 bookings@londonribvoyage
s.com

 Westminster Bridge Road,
Boarding Gate 1, London Eye
Millennium Pier, Southbank,
伦敦

 by Victor O'   

泰晤士河服务 

"通过伦敦跳"

泰晤士河服务已经为游客提供了超过50年的伦敦之旅。他们最初只是从威斯
敏斯特（Westminster）到格林威治（Greenwich）的游船，现在却扩大了他
们的服务范围，为游客提供泰晤士河沿岸各个着名地标和历史景点的景观。
他们的导游将为您提供国会大厦，千禧轮，克娄巴特拉针，威斯敏斯特修道
院和更多景点的壮丽景色。这是一个适当的巡航，以快速浏览一下伦敦。

 +44 20 7930 4097  www.thamesriversightsee
ing.com

 boats@thamesriverservice
s.co.uk

 Victoria Embankment,
Westminster Pier, 伦敦

 by Christine Matthews   

泰晤士游轮有限公司 

"欢欣的波浪"

从泰晤士河水闸到邱园，泰晤士河从首都的中心穿过。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
看到它的许多曲线比乘船吗？对于时间有限的游客，或想要避免游客在陆地
上的游客，泰晤士邮轮有限公司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方式来放松和享受着名的
河上的私人邮轮。你可以从他们五艘壮丽的老船，老伦敦，泰晤士公主，皇
家公主，Hurlingham和Viscountess中挑选。雇用这些船之一举办你的派对，
让你的客人感到兴奋。

 +44 20 7928 9009  www.thamescruises.com  info@thamescruises.com  Lambeth Palace Road,
Lambeth Pier, Albert
Embankment, 伦敦

 by Random_fotos   

金色欣德二世 

"全尺寸副本"

这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船的全尺寸复制品，是第一艘驾驭世界的英国船
。这艘漂浮在南华克桥和伦敦桥之间的船现在拥有一个海事博物馆。随着船
员穿着全时装，并有机会租用船为海盗派对，金欣德二世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为那些迷恋海上的事物的逃避现实。

 +44 20 7403 0123  goldenhinde.com/  info@goldenhinde.com  Cathedral Street, St Mary
Overies Dock,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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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桥体验 

"落下，落下"

体验那些穿越伦敦桥的历史。皇室和叛徒都是这样。伦敦桥体验将故事和恐
怖的刺激与独特的旅游相结合。全家人都喜欢在电影风格的时间旅行，有很
多的动作和冒险。

 +44 20 7403 6333  www.thelondonbridgeexpe
rience.com/

 james@tlbe.co.uk  2-4 Tooley Street, London
Bridge, 伦敦

 by Bob Collowân   

伦敦塔 

"权贵的历史"

900年的历史铸造了庄严并深藏其中的伦敦塔角楼墙，由壕沟和厚厚的城墙包
围着。伦敦塔最初由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作为据点开始修建，多年来由不同
的君主进行扩建。 它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古老的，那座白塔可以追溯到1078
年征服者威廉作为诺曼人至高无上的象征。尽管伦敦塔被用作皇家住宅、军
械库和铸币厂，但它最著名的地方是作为监狱和行刑地点，最著名的是安妮
·博林和凯瑟琳·霍华德。伊丽莎白一世、沃尔特·罗利爵士和爱德华五世
王子是被囚禁在这里的其他几个著名人物。叛国、阴谋和间谍活动的故事充
斥在这些历史性的城墙中，无数的秘密等待着被揭露。其中有趣的事伦敦的
乌鸦，传说中乌鸦成了吉祥物，因此而受到了保护。如今伦敦塔是一座博物
馆，也是皇冠珠宝之家。城堡的游览由约曼狱吏带领的带领，也被称为吃牛
肉的人。

 +44 20 3166 6000  www.hrp.org.uk/tower-of-london/  Lower Thames Street, St Katharine's
& Wapping, 伦敦

 by Gordon Joly   

替代伦敦 

"独特的旅游"

探索伦敦，就像您之前从来没有选择过伦敦一样。街头艺术家的概念化，充
满活力的旅游肯定是不合拍的，但是值得你付出每一分钱。从徒步旅行，自
行车旅游到酒吧旅游，这些引导性的探索是有趣和创造性的。随心所欲的独
特游览已经发现，随之而来的粉丝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您所看到的是独一
无二的，您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所以如果你正在寻找冒险，而不是平
常的旅行，那么Alternative London是你最好的选择。

 alternativeldn.com/  info@alternativeldn.com  1-3 Rivington Street,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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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轮胎自行车游览 

"探索在自行车的伦敦"

如果您喜欢冒险，并且注意不同的事物，可以试试胖轮胎自行车之旅，以不
同的风格探索伦敦。除了教育之外，这些旅游非常有趣。在探索的过程中享
受完美的乐趣，这对任何探险爱好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还提供了一
个个人指导，他们的旅游与他的评论一起提供优质的服务。

 +44 7882338779  www.fattiretours.com/  london@fattirebiketours.
com

 36 – 38 Queensway,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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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轮 

"泰晤士旅游"

当你从这些邮轮中选择一个时，你不会想忘记你的相机。由15艘船组成的船
队每天在伦敦的四个主要目的地码头威斯敏斯特，滑铁卢，塔和格林威治之
间提供观光旅游。在泰晤士河下游你会看到的其他一些东西是议会大厦，圣
保罗大教堂，塔桥和千年穹顶。还有伦敦的Showboat，在跳舞，晚餐和歌舞
表演中，让人难以忘怀。

 +44 20 7740 0400  www.citycruises.com  Cherry Garden Street, Cherry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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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快船 

"麻烦免费旅行"

泰晤士快船是一家着名的旅客服务提供商。快船队在市中心到格林威治和伍
尔维奇之间行驶。这些服务每隔20分钟就可以从不同的目的地出发，为了一
个小的票价。他们也为O2提供服务。

 www.thamesclippers.com/  64 Orchard Place, Unit 12, The Riverside Building,
Trinity Buoy Wharf, Tower Hamlets, 伦敦

 by Kleon3   

格林威治皇家旅游 

"美妙的徒步旅行"

探索任何地方的最佳方式之一总是步行。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发现格林威
治，格林威治皇家旅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隐藏的宝藏。沿着有导
游的徒步旅行，沿着彩绘大厅，Prime
Meridian，格林威治市场和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Greenwich Royal Observa
tory）着迷。利用各种旅游套餐，如最佳格林威治一日游，格林威治大酒吧
之旅和格林威治集锦半日游，方便您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些有趣而有趣的灌木
之旅。如果在英国 - 800 542 1200了解更多，请拨打免费电话。

 +44 20 8319 2143  www.greenwichroyaltours
.com/

 bookings@greenwichroyalt
ours.com

 36 Canberra Roa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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