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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顾客服务团队精通多国语言,
穿着金色小围巾和领带, 在车站显而
易见。
除了提供一天游行程意见以外, 他们
也非常乐意帮助您购买火车票、 寻
找适合的月台登上火车, 开展您美好
的旅程.

我们的顾客服务团队能够为你提供专业的伦敦市
郊一天游行程意见。
无论是购物或是游览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 GWR
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Dunster Castle on the West Somerset Railway

从伦敦出发少于一
小时的行程推荐

从伦敦出发少于两
小时的行程推荐

布里斯托尔 (Bristol) 			 ££
布里斯托爾座落于雅芳河旁边, 远处可以看到跨越
两岸的克里夫顿吊桥 。随处可见昔日工程师伊桑
巴德·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对
整个城市的影响。有空也不妨参观大不列颠号蒸汽
船 —这是第一艘横跨大西洋的远洋蒸汽船。

温莎(Windsor)			
£
温莎堡(Windsor Castle)是一座有大概一千年历史
的历代英国皇室行宫。 当英女皇在皇宫度假的时
候, 她的旗帜会在圆塔上升起。

布莱尼姆宫 (Blenheim Palace)		
££
布莱尼姆宫是邱吉爾的故居,拥有欧洲其中一个最
优秀的油画藏品展览。

布里斯托尔动物园(Bristol Zoo)也是一个老少皆
宜的景点 ,更是全球第五大的动物园。

前往温莎(Windsor)只需要在Slough 火车站转车,
而温莎堡就在火车站旁边，步行大概五分钟左右.
就近火车站: Windsor & Eton Central
牛津(Oxford)					
£
国际著名的牛津大学拥有伟大的建筑,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一睹她的风采。
不妨在牛津植物園里野餐或参观牛津城堡, 欣赏牛
津城独特的一面
就近火车站: 牛津 Oxford
斯温登奥特 (Swindon Designer Outlet)
£
斯温登奥特有超过100家名牌商店,包括 Polo
Ralph Lauren，Phase Eight，Nike 和 Superdry,
也提供餐厅方便您休息 。斯温登奥特只是从斯温
顿(Swindon)火车站步行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就近火车站: 斯温顿 Swindon

以下是单程Super off-peak 车票价格
£
- £30 以下
££
- £50 以下
Torquay
£££ Harbour
- £100 以下

您的套票包括GWR来回牛津火车票, 来回布莱尼姆
宫公车票(500路公车或S3路公车)和布莱尼姆宫参
观门票。
就近火车站:牛津 Oxford
克拉克购物村 (Kilver Court and		
££
Clarks Village – Designer outlets)
		
Kilver Court拥有一系列英国名牌商店, 包括
Mulberry, Toast and Joseph等等。
克拉克购物村(Clarks Village)有超过90家名店,
包括深受欢迎的其乐鞋(Clarks Shoes)工厂店, 款
式包罗万有, 绝对可以让你尽情的购物。
如需前往, 请跟我们的顾客服务员联系, 致电
Somerset Taxi +(44)7514747240 预订从Castle
Cary 车站出发的计程车。
就近火车站: Castle Cary

这里有全英最具特色、最有名的一条涂鸦艺术街
Nelson Street, 体现这座城市文化元素的地方。
布里斯托尔也是著名的涂鸦艺术家Bansky 的故乡,
说不定您还可以看到他作品。
就近火车站:布里斯托尔市中心 Bristol Temple Meads
West Somerset Railway (WSR)		
£££
想切身体验英国的复古范儿吗? 您绝对不能错过英
国最长的蒸汽火车线路 West Somerset Railway。
我们为你度身订造了优惠的一天套票。这套票包括
GWR来回火车票, 来回汤顿和Bishops Lydeard的公
车票(28路公车)和无限次乘坐West Somerset 火车
就近火车站: 汤顿 Taunton

从伦敦出发大概两
小时的行程推荐

卡迪夫(Cardiff)				 ££
卡迪夫是英联邦威尔士公国首府，一个充满历史文
化 、旅游景点的城市。

巴斯 (Bath) 					 ££
巴斯是世界历史遗产城市, 四周围绕着幽雅的英国
乡村风景, 这里也提供不同的美食,让你尽情享受
巴斯的风采。在这里你可以轻松的待上一天, 或是
一个周末并且更长时间。

著名旅游景点有卡迪夫城堡 (Cardiff Castle)、
威尔士千禧中心(Wales Millennium Centre)等
等。想找个地方喝杯咖啡, 欣赏海边景色的话, 加
迪夫港边的人鱼码头 (Mermaid Quay) 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当中的皇家新月楼，圆形广场 ,维多利亚公园
（Victoria Park）和世界著名的罗马浴场都是不
可错过的景点。
就近火车站:巴斯 Bath Spa

距离不远的还有《神秘博士》体验馆 (The Doctor
Who Experience), 是这部经久不衰科幻电视剧的
永久拍摄、制作基地。
就近火车站: 卡迪夫 Cardiff Central

其他行程推荐

不妨游览泰晤士报河畔的迷人英格兰小镇
Henley-On-Thames。她是Wind in the Willows 和
赛艇展览馆的故乡,也可以坐船游览两岸美丽的景
色。想看看昔日英国的蒸汽火车藏品吗? 迪可特鐵
道中心(Didcot Railway Centre) 有一系列独一无
二蒸汽火车藏品, 把著名工程师布鲁内尔时代的宽
轨距重新呈现在你眼前。
如果想体验一下英国田园风光, 莫顿因马什
(Moreton-In-Marsh)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她是一座
位于英国著名羊毛产地科茨沃尔德(Cotswolds)的
一座小镇。现在，没到周二的时候，这里的集市仍
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买二送一优惠
于www.daysoutguide.co.uk网站上提供多种景点门
票买二送一优惠. 只要出示有效火车票, 便可任何
时间使用。如需查询更多资料,请往网站上查询。

如要取得买二送一优惠， 请参考以下四个简单的
步骤：

1
请选择景点

价格以2017年4月份打印时为准

2

3

下载優惠卷

乘坐火车

4
出示優惠卷和火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