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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英国红领巾的委员，欢迎你（即将）来到英国，开始一段难忘的英伦之旅。
 
英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过去的辉煌历史也让这篇土地有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不管你是来
这里旅游还是学习、工作，委员都希望你能够体验到最地道的英国文化和生活，给自己在英国的
日子留下美好的回忆。
 
英国红领巾作为最受欢迎的英国必备指南，每日为大家推送英国生活消费及折扣信息，同样也是
英国最全面的中文折扣平台。这本全新的英国消费手册就包含了必备的英国消费资讯，不管你是
想在英国吃还是买，游还是乐，我们都为大家做了精细的筛选和推荐。

英国有哪些值得尝试的餐厅、值得买的产品、值得去参观的景点、值得去参与的活动？答案统统
都在这本手册里！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你们英国必备的消费指南，帮助大家在英国玩得开心、买
得放心。如果你即将来英国学习或者长期生活，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份红领巾英国生活手册哦。
 
英国红领巾的初衷一直都是让大家在英国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精彩，如果你觉得这本消费手册很
实用，欢迎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即使你不在英国也不要紧，只要你对英国的品牌感兴趣，从此
正宗的英伦产品离你不再遥远，我们的购物篇有很多提供国际直邮的品牌和海淘攻略。最后委员
祝大家来英国吃的、玩的、买的一切顺心！
 

敬礼，
 

红领巾委员
欢迎关注：

门户网站：

折扣网站：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小红书： 英国红领巾

Instagram： redscarfuk

APP：

点击 订阅红领巾每日邮件折扣推送 

开篇话 新生你好!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www.honglingjin.co.uk/deals
http://www.weibo.com/redscarfuk
http://www.weibo.com/redscarfplus
https://www.xiaohongshu.com/user/profile/5cbdaf78000000001201a4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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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英国，相信大家都会想尝试一下地道的英国菜到底是什么味道。如果问英国人他们的“国
菜”是什么，估计大部分人都会首先回答Fish and Chips，也就是闻名天下的炸鱼薯条，但其
实英国的传统菜肴还有很多，比如英式早餐是很多人公认好吃的一种英国料理，同样受欢迎的
还有Sunday Roast。除此之外，英国人尤其偏爱的甜点也值得一试。

●  快餐送餐预定：Just-Eat  ●  餐厅送餐预定：Deliveroo、UberEats

●  三大咖啡连锁：COSTA、Starbucks、
    Caffè Nero

●  常见快餐：McDonald’s（汉堡）、
    KFC（炸鸡） 、 Nando’s（烤鸡）、
    Five  Guys（汉堡）、Burger King (汉堡）
    Chicken Cottage（英国本土最知名的炸鸡店）

●  常见三明治连锁：Pret a Manger、EAT.   
    Greggs、Subway 

●  常见披萨外卖连锁：Domino’s、Pizza Hut、
    Papa Johns

●  常见寿司连锁：itsu、Wasabi

虽然英国本土料理常被吐槽，这里却给世界各地的美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 意大利
菜、法国菜、德国菜、西班牙菜、中东菜、印度菜、土耳其烤肉、非洲菜、中餐厅、日本餐
厅、韩国餐厅、泰国餐厅、越南餐厅……你想的到的，想不到的，都能在英国找到。如果你有
一颗中国胃，那更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两年海底捞、鼎泰丰等知名餐厅都接连在英国开业，

餐厅

英国常见的外卖订餐网站及APP

英国常见的咖啡及快餐连锁

英国传统美食

美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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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餐厅评分最高是三星，最低是一星，由米其林轮胎公司每年进行评选，被誉为“美食圣

经”，世界各地的大厨们都以摘下这颗星星为荣。英国有着非常多的米其林餐厅，2019年英

国拥有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一共有五家，分别是Alain Ducasse at The Dorchester、Gordon 

Ramsay、The Fat Duck、The Araki和Waterside Inn。当然，星级越高，价格就越贵，位

置也越难预定，入门级别可以先从一星开始，再挑战终极三星，我们有总结过《米其林餐厅从

订到吃全流程》大家可以参考。想查看2019年英国米其林餐厅完整名单，大家可以点击这里。

英国的酒吧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大大小小的酒吧遍布英国的大街小巷，足以看出英国人有多
喜欢酒吧。来到英国一定要体验一把地道的英式“酒吧文化”。根据英国的法律规定，只有18
岁以上才能够在酒吧买酒，大家记得买酒一定要随身携带ID哦，点击这里查看哪些证件可以作
为有效的ID。

米其林餐厅

酒吧

中餐的选择更是多样，各种火锅、烧烤、凉皮、烤鸭、羊肉泡馍、麻辣香锅、韭菜盒子、小笼

包、豆花、羊脑等等全都有。委员们都是非常热衷美食的吃货，虽然有着不同的口味，但是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帮大家发掘英国好吃的食物，比如许多小伙伴都反映说想在英国吃到

正宗的火锅，所以我们就专门评选出了英国最受欢迎的火锅店；离不开奶茶作伴的宝宝，我们

也有英国最受欢迎的奶茶店评选；大家喜欢吃中餐，委员就整理了伦敦中餐厅最全盘点；有人

抱怨餐厅的菜单太难懂，点餐就要半个小时，我们就专门写了一篇英文点餐攻略。

每个月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伦敦新开的餐厅盘点，委员也在持续为大家探店伦敦好吃的餐厅，

吃货朋友们一定要关注红领巾网站餐厅页面的定期更新哦。此外，在美食篇的最后委员还为大

家附上了2019年由红领巾的粉丝们评选出来的伦敦Top 20和外伦敦Top 25的餐厅，大家也可

以跟着吃起来了！

英国的酒吧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有传统的连锁酒吧，有比较现代的鸡尾酒酒吧，也有沿河景色
优美的酒吧、有露天酒吧，也有同性恋酒吧。去酒吧点酒是有技巧的，比如要了解各种酒的种

美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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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下午茶也是英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

要代表。标配是三层瓷盘装盛的各式甜品

和咸味三明治，刚出炉的英式点心司康饼

（Scone）搭配着一壶刚沏好的红茶，抹上

奶油（Clotted Cream）和草莓酱…… 

委员建议大家来到英国至少要尝试一次下午

茶，和朋友度过一段惬意的午后时光。英国

最知名的下午茶餐厅我们已经为大家整理

好了。

● 平价超市：Morrisons、Lidl、Aldi、Iceland、The Co-operative Food
● 大众超市：Tesco、Sainsbury’s、ASDA
● 高端超市：Marks & Spencer、Waitrose、Whole Foods Market
● 线上超市（没有实体店）：Ocado、Amazon Fresh

除了英国本土的超市，中、日、韩超市在英国也都有： 
    ● 中国超市   ● 日本超市    ● 韩国超市 

在英国，超市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管是买食材自己做饭，还是买零食酒水
带回国送给亲朋好友，都需要好好了解一下英国超市里什么值得买。英国的超市有很多连锁品
牌，每一家还根据超市规模大小，在产品种类和开业时间上有明显的区别。下面我们就给大家
列出英国几大知名超市品牌：

类和英文如何表达，以及有什么常见的“下酒菜”，像各种口味的薯片、坚果、墨西哥玉米片
（Nachos）、炸猪皮（Pork Scratchings）和各式鸡翅都是酒吧常见的。

下午茶

英国常见的超市及产品推荐

美食篇

由于东西方的巨大差异，很多小伙伴在刚来英国时去超市采购可能会觉得很迷茫，好不容易鼓
起勇气尝试了一下从没见过的东西，可能会难吃/难用到欲哭无泪。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
我们把英国超市里能买到的东西分门别类，为大家一一推荐，委员多年精心整理的超市选购攻
略建议大家收藏，包括英国超市里有哪些不能错过的甜品、必囤的好吃又便宜的小零食、有
哪些适合我们中国口味的食物，还有牛奶、酸奶、鸡蛋、醋、瓶装水、面包、下饭菜、薯片、
泡面、冰淇淋、罐头等各种产品的盘点和推荐，尤其适合刚来英国的朋友，在逛超市前做好攻
略，就不用担心“踩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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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篇

ASSA Korean 
Restaurant

Dozo

Eat Tokyo

Flat Iron

Burger & Lobster

Duck & Waffle

Feng Wei Shi Tang 
风味食堂

Four Seasons 
文兴酒家

£
23 Romilly St, London 
W1D 5AG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 £££
32 Old Compton Street, 
London W1D 4TP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伦敦老牌韩国餐厅，离UCL，LSE都特别近，推荐火锅和
石锅拌饭。不接受预定，饭点去会排队。

老牌日本餐厅，分店多，菜品实惠可口，日本人超多，
被许多留学生称为“食堂”，在伦敦有多家分店。

装修风格为日式田园风，是一家很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
餐厅，口味适合中国人。食材新鲜，白吞拿鱼是从日本
空运来的。需要提前预约。

主打石板牛排，每桌配一把“小菜刀”，以吃法粗犷著
称，极具风格。不接受预定，餐点会排大长队，要早点
去。

伦敦著名的美式餐厅，主打龙虾和汉堡，可以吃到整只
焗烤的大龙虾和用新鲜龙虾肉制成的龙虾卷。

价格实惠的中餐厅，有火锅、烤串和炒菜，味道正宗且
分量大，可以点外卖，有”家的味道“。

伦敦最好的观景餐厅之一，主打华夫饼配鸭肉，餐厅位
于”小黄瓜”上40层高空，能俯瞰伦敦，深夜也在营
业。

粤菜餐厅，伦敦最好吃的烧鸭，猪肚汤超好喝。主打菜
是文兴烧鸭，胡椒猪肚鸡是伦敦首创，非常受欢迎。

££ - £££
在全英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 £££
46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D 5QH

££££
110 Bishopsgate, London 
EC2N 4AY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www.assakorean.com

eattokyo.co.uk

www.dozosushi.co.uk

flatironsteak.co.uk

burgerandlobster.com

duckandwaffle.com

fs-restaurants.co.uk

2019年伦敦最好吃餐厅评选TOP 20 下一章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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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篇

Jinli 锦里

Kintan Japanese 
BBQ

On the Bab

San Xia 三峡人家

££ - £££
4 Leicester Street, Leicester 
Square, London WC2H 7BL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 £££
29 Goodge Street, London 
W1T 2PP

主打川菜，非常受伦敦留学生的欢迎，烤鱼、香锅和冒
菜是他们家的招牌，位于中国城内。

主打韩国街头小吃，虽然是“街头”但其实无论是店内
装潢还是食品摆盘都很小清新。

日本居酒屋式餐厅，主打日式烧烤,秉承“真心”的餐饮
理念。周六日和特殊节日会有优惠套餐。

主打川菜和湖北风味的三峡人家被称为“UCL第一食
堂”，麻辣田鸡腿香锅，酸辣鸡胗都是必点。

烤鱼是柿子酒馆的招牌，两斤左右的整条海鲈鱼，端上
来就是占据半个桌子的节奏。除了烤鱼之外，松鼠鱼，
麻辣诱惑蛙，红糖糍粑，桂花冰粉也都是人气菜式。

主打地道广式点心，在伦敦一共有6家店，贝克街那家十
二年的老店经过四个月的重新装修成为了皇朝旗舰店。
豉汁排骨，香脆蛋挞，蟹黄烧卖都是特色。

特色北京挂炉烤鸭，高级中餐厅，从窗户可以看到海德
公园。吃烤鸭的话需要提前预定。

网红汉堡店Shake Shack从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小吃推车
一蹿而红，它家的汉堡夹着大片生菜和cheese、厚厚的
肉饼，料足味美，吃起来确实过瘾。锯齿波浪薯条也是
人气小食。

chinatown.co.uk/en/
restaurant/jinli

onthebab.com

High Holborn店 Oxford Circus店

sanxia.co.uk

KAKI 柿子酒馆

Min Jiang  岷江

Roya China 皇朝

Shake Shack

££ - £££
125 Caledonian Road, 
Islington, London N1 9RG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2-24 Kensington High 
Street, London W8 4PT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www.kakilondon.com

www.royalchinagroup.co.uk

www.minjiang.co.uk

www.shakeshack.co.uk

2019年伦敦最好吃餐厅评选TOP 20 下一章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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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篇 2019年伦敦最好吃餐厅评选TOP 20

Shu Xiangge 蜀香格

The Ledbury

££ - £££
10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D 5PW

43 New Oxford Street, 
London WC1A 1BH

££££
127 Ledbury Road, Notting 
Hill, London W11 2AQ

伦敦的网红火锅店，吴亦凡、周冬雨、江疏影等很多明
星来伦敦都会去这家店打卡。主打的是九宫格麻辣火
锅，从食材到锅底都蛮正宗的。

米其林二星餐厅，位于伦敦西北的诺丁山，主厨Brett 
Graham吸收多种欧洲元素，以现代法式为主，通过细
腻的技艺，改造传统英式料理。

主打日料，餐厅位于伦敦市中心Piccadilly Circus附
近。自家熏鸭和鳗鱼饭都是人气招牌，也有很多其它餐
厅吃不到的甜品，比如红薯焦糖布丁。

专门做寿喜锅的日本餐厅，主打日本和牛（Wagyu 
beef）和神户牛（Kobe beef），牛肉都是100%从日
本空运来的，可以选择烧烤也可以选择火锅。

www.theledbury.com

So Restaurant

Tokyo Sukiyaki Tei

££ - £££
3-4 Warwick Street, Soho, 
London W1B 5LS

££££
2-24 Kensington High 
Street, London W8 4PT

www.sorestaurant.com

www.tokyosukiyakitei.com

下一章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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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篇 大家还推荐的伦敦餐厅

Arang 

Bentley’s oyster bar 
& grill

Cafe East 

Clos Maggiore 

£
9 Golden Square, Soho, 
London W1F 9HZ

£
100 Redriff Rd, London 
SE16 7LH

££££
11-15 Swallow Street | St 
James, London W1B 4DG

££££
33 King Street, London 
WC2E 8JD

老牌韩国餐厅，号称是伦敦最好吃的韩式烧烤，小泡菜
味道也很正。通风设施是新的，就餐环境比较好。有特
价午餐，整体价格不贵。

主打越南米粉（Pho），价格相对实惠。他们家的Bahn 
Cuon pastry（越南粉卷）很有名，值得一试。

老牌海鲜餐厅，主打生蚝，有挤柠檬汁吃的鲜蚝，也有适合
中国胃的烤生蚝，食材都来自英国本地或爱尔兰。餐厅分
为专门吃海鲜的露台（Oyster Bar）也有楼上的雅座（The 
Grill）。

装潢和气氛都非常优雅的法国餐厅，整间餐厅就像一个
小花园一样，树影重叠，藤萝蔓蔓，曾被评为“伦敦最
浪漫的餐厅”。提供Tasting Menu。

主打西班牙特色小吃Tapas，伦敦有四家分店，在Soho
的那家已经被授予了米其林一星，被认为是伦敦最好的
西班牙餐厅之一。

主打韩料的一家小店，因为各种口味的韩式炸鸡份量大
味道正，在伦敦留学生中越来越有人气。

英国料理和俄国菜的结合，主打惠灵顿牛排，店内装潢
高档，全部为卡座 。

肥鸭主厨的另一家米其林二星，将很多英国历史上已经
失传的菜谱配方进行了创新和还原。

www.arang.co.uk

www.cafeeastpho.co.uk

www.bentleys.org

closmaggiore.com

Barrafina

Bob Bob Ricard

CheeMc

Dinner by Heston 
Blumenthal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310 Walworth Road, 
Walworth, London SE17 
2NA

££ - £££
1 Upper James Street |
Soho, London W1F 9DF

££££
66 Knightsbridge, London 
SW1X 7LA

www.barrafina.co.uk

www.bobbobricard.com

www.crownmelbourne.com.
au/restaurants/premium/
dinner-by-h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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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Inn Club 
龙门客栈

Granger & Co.

Hawksmoor 
Seven Dial

Kanada-ya 金田家

££ - £££
16-18 Upper Tachbrook St, 
Pimlico, London SW1V 1SH

££ - £££
11 Langley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主打川菜的高端中餐厅，开店6个月就赢得最佳新店奖，
亮点为别具一格的古代装修以及龙头川菜火锅，鲜椒烤
鱼也很推荐。

主打西餐，牛排是餐厅的一大特色，连搭配的酱料都很
有讲究。而且餐厅关于海鲜类别的菜式也不少：大龙
虾、海鲷鱼、安康鱼等都能吃到。

澳大利亚餐厅，装修风格让人想起阳光、大海，主打
brunch和早餐。

正宗日本拉面，招牌为Tonkotsu Ramen（豚骨拉面）
，价格实惠，总是大排长龙。

餐厅是帅哥厨师Adam Handling旗下的其中一间，位
于文艺的考文特花园，主打高级英式料理。羊肉惠灵
顿，烟熏鳗鱼，绵密鸭肝等，都是人气菜式。

主打高级日式料理，餐厅位于伦敦中心Mayfair地区。
丰富的生鱼片种类，传统与创新兼具的料理，从美味的
食物到精致的用餐环境，都值得一试。

海底捞终于在伦敦开业了！从菜品到服务再到整个体验
只能用五星来形容。美甲、变脸、捞面表演还有陪伴独
自用餐小伙伴的大熊一个不少！

主打韩国BBQ的人气餐厅，牛肉五花肉等食材很新鲜。
传统的韩式拌饭，大酱汤，泡菜海鲜饼等韩国常见的
菜，这里也都有。

www.dragoninnclub.co.uk

thehawksmoor.com www.ikedarestaurant.com

grangerandco.com

www.kanada-ya.com

Frog by Adam 
Handling

海底捞 Haidilao

Ikeda

Koba

££££
34-35 Southampton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WC2E 7HG

££££
30 Brook Street, Mayfair, 
London W1K 5DJ

££ - £££
Unit 4/5 the Trocadero 
Centre, Piccadilly, London 
W1D 7DH

£
11 Rathbone Street, 
Fitzrovia, London W1T 1NA

www.frogbyadamhandling.com

kobalond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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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samania

Murger Han
韩记凉皮肉夹馍

Signor Sassi

The Breakfast Club

££ - £££
92 Newman Street, 
Fitzrovia, London W1T 3EZ

££££
14 Knightsbridge Green, 
London SW1X 7QL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主打马来西亚风味的一家小店。让人眼花缭乱的餐前小
食，浓郁喷香的经典叻沙汤面，喜欢东南亚风味料理的
宝宝们不要错过。

伦敦老牌意大利餐厅，位于Harrods附近，主打龙虾意
大利面，各路明星都纷纷造访，像是成龙、蕾哈娜、贾
斯汀·比伯都在它家用过餐。

西安正宗肉夹馍凉皮，调料都是从国内空运而来，也有
羊肉泡馍、biangbiang面等西安小吃。

伦敦有名的“网红早餐店”。配有糖浆和香草奶油的
Pancake with Berries或者吃起来味道挺清爽的Avocado 
and Poached Eggs都很推荐。另外大家也可以去吃午餐和
晚餐。

便宜正宗的兰州拉面，很适合作为在唐人街附近不想花
很多钱，快速便宜吃一顿的选择。

网红寿司店，日料遇见北欧风格，风格超美，适合拍
照。三文鱼和鲈鱼都是每天新进的，如果不太爱吃鱼，
还有鸡牛猪和蔬菜的烤串。

主打希腊料理，适合喜欢吃沙拉和小食的宝宝。餐厅环
境很好，周末来吃个健康的brunch是很好的选择哦。

精致点心港式下午茶，米其林一星，餐厅装饰很清新，
适合拍照。备受好评的点心有带子酿烧卖。

laksamania.co.uk

www.signorsassi.co.uk www.sticksnsushi.co.uk

www.murgerhan.com

thebreakfastclubcafes.com

Lanzhou’s Noodles 
Bar 兰州拉面

Opso

Sticks n Sushi 

Yauatcha 唐茶苑

£
33 Cranbourne Street, 
London WC2H 7AD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 £££
10 Paddington Street, 
Marylebone, London W1U 

££ - £££
15-17 Broadwick Street, 
Soho, London W1F 0DL

www.lanzhounoodlebar.com

www.opso.co.uk

yauatc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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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篇

Bao London

Charco Charco

Fancy Crab

HIDE

££ - £££
53 Lexington Street, 
London W1F 9AS

££££
92 Wigmore St, 
Marylebone, London W1U 
3RDWC2H 9JG

££ - £££
83-93 Southampton Row, 
Holborn, London WC1B 4HD

££££
85 Piccadilly, Mayfair, 
London W1J 7NB

主打“刈包”的台湾精致小吃，有很多不同口味的内馅
可选，摆盘精致，盐酥鸡和猪血糕味道也很地道。伦敦
有四家大的店面，Netil Market附近有一家比较小的
BAO Bar，生意都非常火爆。

吃螃蟹的餐厅，主打红色帝王蟹，除此之外也有生
蚝、鱼和壳类海鲜，2018年赢得了“Best Designed 
Casual Dining Restaurant”。

杰伦小公举来伦敦开演唱会亲自pick的餐厅，位于Holborn
附近，主打日料和炭火烧烤。龙虾刺身、海胆天妇罗、A5
顶级和牛、爆浆火山卷、季节限定口味的寿司卷等等，菜色
很丰富。迷妹迷弟们必须去打卡啊。

开业六个月就获得米其林一星的餐厅，共有三层：一层
Ground主打单点A La Carte；二层Above专门提供午餐和
晚餐的定食；地下一层Below则是个更休闲的酒吧，餐厅自
己的酒窖也在地下一层哦。

主打牛排+海鲜的“海陆大餐”，推荐尝尝店里一整只
的帝王蟹（The Whole King Crab）和澳大利亚烤里脊
牛排 （The Australian Chateaubriand）。

主打各式高质量牛排，当日宰杀切割并在店内熟成。
Mayfair、City及Canary Wharf均有分店，跟Burger 
and Lobster一个集团。

Dishroom在伦敦有5家分店，是一家主打孟买风情的
印度网红餐厅，可以试试它家的烤羊排和招牌Chicken 
Tikka。

餐厅深藏在Gloucester Road附近的一条富人街里。主打
高端欧洲菜，菜品是季节性更换，今年获得了三星AA玫瑰
花星级。是英国跳水奥运冠军Tom Daley亲自pick的餐
厅哦。

baolondon.com

fancycrab.co.uk
City店 Canary Wharf店

charcocharco.com www.dishoom.com

Hide Ground店 Hide Above店

Beast

Dishroom

Goodman

Launceston Place

££££
3 Chapel Place, London 
W1G 0BG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1A Launceston Place, 
Kensington, London W8 5RL

www.beastrestaurant.co.uk

www.launcestonplace-
restauran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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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Chinois 

Santa Nata

Sketch

The Foyer & Reading 
Room at Claridge’s

££ - £££
17 Berkeley Street, 
London W1J 8EA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
请参考餐厅官网

£
17 Russell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WC2B 5HP

££ - £££
49 Brook Street, Mayfair, 
London W1K 4HW

Mayfair高档中餐厅，跟yauatcha一家，以1930年代的
大上海为原型设计，主打点心Dim Sum。

由两家餐厅组成，the Gallery和The Lecture Room 
& Library，后者拥有米其林二星，提供单点和Tasting 
Menu。Sketch还提供早餐和下午茶。

主打葡式蛋挞的网红小店，店外的橱窗被明黄色的花花缠绕
装饰着，特别有”私人小花园”的调调。建议大家来杯咖啡
配着吃，中和一下甜腻感。路过外带一盒回家也可以享受蛋
挞的甜美。

龙虾惠灵顿是餐厅的特色招牌。外层的酥皮会做成整只
大龙虾的样子，造型非常别致，份量也很大。

餐厅算是伦敦高档泰餐“老字号”，在伦敦共有6家餐
厅，除此之外在曼谷、新加坡和北京也开有分店。鸡肉
绿咖喱，菠萝海鲜炒饭等都是值得一试的菜色。

位于伦敦中心Mayfair，算是个主题创意餐厅，餐厅里
用了很多鸟和蛋的装饰。餐厅的食物结合了罗马尼亚和
尼日利亚两个国家的特色。

传统英伦上流餐厅，历史可以追溯到1828年，原来是
一家象棋俱乐部，主打惠灵顿牛排，卷福和花生在剧中
也光顾过这家餐厅。

主打生蚝，在这里能吃到从爱尔兰、英国、法国等地的不
同海岸捕捞到的新鲜生蚝，也有实惠的海鲜拼盘可供选
择。总店在Borough Market内。

parkchinois.com

Sketch Gallery

Sketch The Lecture Room & Library www.storkrestaurant.com

santanata.com
www.simpsonsinthestrand.
co.uk

www.claridges.co.uk

Patara

Simpson’s in the strand

Stork

The Wright Brothers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请参
考餐厅官网

££ - £££
13-14 Cork Street, Mayfair, 
London W1S 3NS

££££
100 Strand, London WC2R 
0EW

££ - £££
在伦敦有多家分店，详情请参
考餐厅官网

Soho店

Soho店

South Kensington店

Spitalfields店

Oxford Circus店

South Kensington店

Wimbledon店

Bettersea店

Knightsbridge店

Borough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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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avendish Street, 
Manchester M15 6BN

位于曼彻斯特，餐厅主打烤肉，超高的性价比和地道的
食物味道正是他家广受好评的原因。除了烤肉之外，炒
菜和旋转小火锅也不错。

位于曼城的Ban Di Bul主打韩国料理。适合周末和三五
好友约个热热闹闹的烤肉局，平时下课也可以来这里吃
个简单却满足的Lunch Menu。

£
77 Princess Street, 
Manchester M2 4EG

www.bandibul.co.uk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 

考文垂

曼彻斯特

牛津

川锅香 BBQ Chinese 
Restaurant

Jinseon Korean BBQ 
Restaurant & Bar
£
5, Priory Place, Fairfax Street, 
Coventry CV1 5SQ

££ - £££
45-47 Faulkner Street 
(upper ground floor), 
Manchester M1 4EE

位于考文垂，主打韩式烤肉，充满特色的烤盘除了可以
烤肉肉之外，边上的三个小格子还可以烤芝士玉米，金
针菇，烙鸡蛋饼等等。

川锅香虽然主打火锅烤串，但川菜的味道也是有口
皆碑。

牛津的章记是个明星餐厅——因为韩庚曾经来吃过！虽然
牌匾上写着“东北菜中餐馆”，但其实这里的川菜做得也
不错，口水鸡、麻辣香锅，各种情怀满满的家乡味道都能
满足你们的小肚皮。

www.jinseon.co.uk

章记 Cafe Orient

£
170 Cowley Road, Oxford 
OX4 1UE

东馆 Azuma Ban Di Bul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www.bandibul.co.uk
http://www.jinseo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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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篇 2019年英格兰地区最好吃餐厅TOP 10 下一章 目录

伯明翰

巴斯   

伯明翰 

布莱顿

谢菲尔德

餐厅于1965年开业，食材几乎囊括各种海鲜种类，新鲜度
也很有保证。扇贝、螃蟹、大龙虾、鳕鱼、黑线鳕、比目
鱼等通通都有，烹饪方式也非常丰富：炒、烤、深炸
等等。

££ - £££

131 Kings Road, Brighton 
BN1 2HH

开业时间并不长的雄柒在短时间内就凭实力圈了一波“铁
粉”。炸酥肉被评为“餐前必点”，麻辣牛肉更是一片接
着一片完全停不下来，最后再来份红糖糍粑收个尾，
完美！

这家茶餐厅最出名的要属Sally Lunn Bun了，口感像是
面包又像是蛋糕，个头很大很蓬松，配着热茶，绝对是
充满英式风情的午后享受。

位于谢菲尔德，主打粤菜：晶莹剔透的虾饺，金黄煊软
的流沙包，软糯入味的豆豉排骨，能吃到种类丰富的港
式点心。

theregencyrestaurant.co.uk

£
1B, Hurst Street, 
Birmingham B5 4TD

餐厅在伯明翰的中国城附近，标配烤牛羊肉串，鸡胗，
鱿鱼，蘑菇以及等等等等，食材还挺全的。除了烤串之
外，很多“硬菜”比如猪肚鸡也是吃货宝宝的强力
推荐！

煌庭 Wong Ting

££ - £££
6-8 Matilda Street, 
Sheffield S1 4QD

雄柒 Xiong Qi Hot Pot
££ - £££
41 Essex Street, 
Birmingham B5 4TR

胡椒大厨 Pepper Chef Regency Restaurant

Sally Lunn’s
££ - £££
4 North Parade Passage, 
Bath BA1 1NX

www.sallylunns.co.uk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theregencyrestaurant.co.uk
http://www.sallylunn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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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 Meats Bread
£
104 St Vincent Street, 
Glasgow G2 5UB

西式汉堡店，层叠的肉肉，和一般汉堡肉饼不同的是，
它家的肉能看到丝丝纹理，加上流沙感的cheese，让你
一次“腐败”到底！

餐厅完美地结合了中国火锅和韩式烤肉，是在苏格兰读
书的留学生中非常受欢迎的一家餐厅。

苏格兰调情 Jay’s Grill Bar

££ - £££
141 Elderslie Street, 
Glasgow G3 7AW

https://jaysgrillbar.business.sitebreadmeatsbread.com

格拉斯哥

爱丁堡 

爱丁堡 

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

Kim’s Mini Meals

香巴辣火锅 Xiang Bala
Hotpot
£
63 Dalry Road, Edinburgh EH11 
2BZ

££ - £££

5 Buccleuch Street, Edinburgh 
EH8 9JN

位于爱丁堡，是一家自助火锅店，特色在于自助的食材里还
有很多海鲜可以选择。店家还有自制的酱牛排、羊排等，
也是在自助范围内，最主要的是价格很有吸引力，性价比
非常高。

位于爱丁堡的Kim’s主打韩料，都是正宗的韩国味道。
关键是，这家小小的家庭自营餐厅已经连续3年入选米其
林推荐指南了！

龙凤的港式早茶和点心备受格拉小伙伴的好评。广式烤
鸭极其正宗，还有甜点杏仁豆腐，入口香滑！

www.xiangbala.co.uk

龙凤 Loon Fung
£
Sauchiehall Street, City 
Centre, Glasgow G2 3LG

美食篇 2019年苏格兰地区最好吃餐厅TOP 5 下一章 目录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s://jaysgrillbar.business.site/
http://breadmeatsbre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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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

卡迪夫  

斯旺西 

斯旺西

斯旺西

美食篇 2019年威尔士地区最好吃餐厅TOP 5

位于28层楼高的餐厅被落地窗环绕，可以俯瞰整个斯旺
西的景色，尤其是晚上的时候，闪亮夜景尽收眼底。适
合周末来一次有情调的约会。

Grape & Olive
££ - £££
The Tower, Trawler Road, 
Swansea SA1 1JW

好相逢 Happy Gathering

味出东方 Star Restaurant

£
Green Dragon Lane, Swansea 
SA1 1DG5SQ

£
233 Cowbridge Road E, Cardiff 
CF11 9AL

主打火锅的味出东方，滋味十足的汤底，种类丰富的食
材，加上无可挑剔的新鲜度，火锅达人们都为它疯狂打
call。除了火锅之外，炒菜也值得试试。

位于卡迪夫，主打港式点心，超棒的肠粉，虾饺，鸡
爪，奶黄包；也有其它超级下饭的“硬菜”。

斯旺西的品四川主打川菜，份量大，价格可爱，味道没
得挑，餐厅最重要的三大要素全占齐了。

品四川  Sichuan Savour
£
34 Walter Road, Swansea 
SA1 5NW

www.sabrain.com

sichuansavour.co.ukwww.happygatheringcardiff.co.uk

真味小厨 Authentic 
Chinese Cuisine Bar
£
67 St Helen’s Road, 
Swansea SA1 4BE

真味小厨的老板和老板娘分别来自兰州和四川，所以地
道的西北风味和川菜都能在这里尝到。

下一章 目录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www.sabrain.com
http://sichuansavour.co.uk
http://www.happygatheringcardiff.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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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

美食篇 2019年北爱尔兰地区最好吃餐厅TOP 5

听雨轩 3 Levels

££ - £££
31 University Road, Belfast 
BT7 1NA

主打亚洲风味（Asian Fusion）的餐厅，除了种类丰富
的中餐之外，三楼还有日式铁板烧，现点现做，而且是
大厨在你面前亲自秀技的那种！

一家港式餐厅，紧实的烧卖啊，外糯里Q的虾饺啊，白
软流沙的奶黄包啊，都能在这里吃到。

Lee Garden
££ - £££
14-18 Botanic Avenue, Belfast 
BT7 1JQ

Maggie Mays

新喜悦 
Same Happy

££ - £££
40B Donegall Pass, Belfast 
BT7 1BS

£
有多家分店，详情请参考餐厅
官网

主打广东菜，粤式风味的盖饭种类丰富，也有一些泰餐
可以选择。

有“贝法网红店”之称，走小咖啡馆的风格，很适合空
闲的时候和闺蜜来吃个Brunch。要说他家最出名的招
牌，应该是被大家提名无数次的特色奶昔了！

这是一家有火锅，有烤肉，还有炒菜的神仙餐厅，每
一种菜系都好评满满。是可以边吃火锅边喝奶茶的餐
厅哦。

Steamboat

££ - £££
15 Donegal Pass, Belfast 
BT7 1BS

www.leegardenbelfast.com

maggiemaysbelfastcafe.co.uk

下一章 目录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www.leegardenbelfast.com
http://maggiemaysbelfastcaf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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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www.binbin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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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篇

英国每个城市都有主要的购物街区，号称购物天堂的伦敦，最知名的就有Oxford Street（
牛津街）、Regent Street（摄政街）、Carnaby Street、Covent Garden（考文特花园）
、Bond Street、Brick Lane（红砖巷）等等，还有大型购物中心Westfield。此外其他小型
购物地点更是多到数也数不过来。在其他中小型城市，如果见到以“High Street”命名的街
道，通常就是走到了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而且，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至少一个较大的购物中
心。除了商店，伦敦还有非常好逛的各种市集。

如果你是来英国短期旅游，在实体店购物是最好
的选择，还可以开退税单（关于退税请参考本篇
章第五点）。英国有很多百货商场可以逛，不
但选择多，而且退税单也只需要开一次，比较省
事。再者，回国之后退货不便，购买之前最好还
是要现场试一下。大家可以在出行前就跟着委员
做做攻略，了解一下中英衣服鞋码尺寸有什么差
别，英国有什么值得买，提前把逛街的时间安排
到你的行程里。对于游客或者经常坐飞机的朋友
来说，机场免税店也是买买买的好去处，价格比
普通商场里要便宜。

如果你会在英国生活一阵子，那么网购是最适合如今快节奏生活年轻人的方式了，几
乎英国所有品牌都可以在线购买，很多还提供免邮。网购除了快和方便以外，网店还
会经常做各种折扣促销，比如英国6月份的Summer Sale、11月的双十一、黑色星期
五、12月的Boxing Day圣诞促销，即使是品牌当季的新品也可能有很大的折扣，抓紧
机会下手你会觉得越买越省钱，不买就亏了一个亿。想要随时获得英国最新折扣信息，
大家请关注：
 
红领巾折扣页面：www.honglingjin.co.uk/deals
购物委员微博：@红领巾购物委员
购物委员微信：红领巾购物委员
APP：英国红领巾

英国购物

yeah
!

1.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95829.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34714.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670.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72208.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86686.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17641.html
http://www.honglingjin.co.uk/deals
http://www.awin1.com/cread.php?awinaffid=183309&awinmid=3539&clickref=UKLG19&p=%5B%5Bhttps%3A%2F%2Fwww.selfridges.com%2FGB%2Fen%2Fcat%2Fwomens%2Fnewin%2F%5D%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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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篇

英国的网购和中国的网购还有一点区别是，在国内我们习惯“一站式”购买，只需要去一个平

台就可以搜寻全世界的产品。在英国，每一个独立的牌子都会自营自己的在线商店，有时这些

在线商店里还会有“Online Exclusive”（在线专属）的产品或者折扣及送礼福利。所以在

英国购物首先要了解的就是牌子，如果你不认识英国有哪些品牌，买起东西就会比较吃力。当

然，像H&M，Zara，Uniqlo优衣库这种在国内就已经耳熟能详的品牌，在英国也随处可见，

但是英国的品牌可不仅限于这些国际品牌，委员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开发“购物新大陆”，把英

国最棒的品牌和产品跟大家分享。本章最后附加了64个最受欢迎的品牌列表，此外大家还可以

上红领巾网站的品牌页面来了解更多品牌信息和实时折扣。
 

在开启英国网购第一单之前，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大家提前了解。比如，英国的热门购物网

站有哪些？如何查询网站邮寄信息和追踪包裹？如何使用这些购物网站和折扣码？如何支付？

相关信息如何填写？不满意的话怎么退换货？以上所有问题的详细解答，我们都已经为大家整

理好，就在这篇《红领巾英国网购指南》里。

越来越多的英国品牌现在提供直邮中国以及

接受支付宝付款，回国不再意味着跟英国品

牌说再见。即使身处国内的小伙伴们，也可

以享受英国的优惠和折扣了。对海淘感到陌

生？没关系，委员这里有《红领巾英国网购

海淘教程》、《英国海淘及英国直邮中国网

站大汇总》，以及《英国可以支付宝付款的

海淘购物网站大全》为大家答疑解惑。

英镑汇率的降低使得英国的奢侈品价格越来越亲民了，伦敦有许多可以购买奢侈品的地方，

比如适合购买奢侈品的大型百货商场就有 Selfridges, Harrods, Harvey Nichols, Liberty, 

Fenwick。

英国奢侈品购物2.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s://click.linksynergy.com/deeplink?id=098AIb9uIZY&mid=43250&u1=UKLG19&murl=https%3A%2F%2Fwww2.hm.com%2Fen_gb%2Findex.html
https://www.zara.com/uk/
http://www.awin1.com/cread.php?awinaffid=183309&awinmid=6771&clickref=UKLG19&p=https%3A%2F%2Fwww.uniqlo.com%2Fuk%2Fen%2Fhome%2F
https://www.honglingjin.co.uk/brands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47409.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92821.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92821.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93137.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93137.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53937.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53937.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112351.html
http://www.awin1.com/cread.php?awinaffid=183309&awinmid=3539&clickref=UKLG19&p=https%3A%2F%2Fwww.selfridges.com%2FGB%2Fen%2F
https://click.linksynergy.com/deeplink?id=098AIb9uIZY&mid=36666&u1=UKLG19&murl=https%3A%2F%2Fwww.harrods.com%2Fen-gb
https://click.linksynergy.com/deeplink?id=098AIb9uIZY&mid=39654&u1=UKLG19&murl=https%3A%2F%2Fwww.harveynichols.com%2F
https://click.linksynergy.com/deeplink?id=098AIb9uIZY&mid=41662&u1=UKLG19&murl=https%3A%2F%2Fwww.libertylondon.com%2F
https://www.fenwick.co.uk/
https://click.linksynergy.com/deeplink?id=098AIb9uIZY&mid=41148&u1=UKLG19&murl=https%3A%2F%2Fwww.missoma.co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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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奥特莱斯

购物篇

无论是到英国旅游探亲，还是来留学，大家都免不了要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们带一些伴手礼。英

国虽然是个小小岛国，但辉煌的历史还是给予了这片土地不少值得购买的东西。饮食方面有历

史已超三百年的老牌精品百货Fortnum & Mason，他家的果酱、茶叶、饼干等都是英国顶级

水准，甚至颇受王室钟爱。老牌苏格兰黄油酥饼 Walkers、口碑茶叶品牌Whittard of 

Chelsea，以及英国本土巧克力都是物美价廉的优质之选。护肤美妆方面， 英国本土护肤品

Eve Lom和平价品牌The Body Shop、Lush都很受欢迎。

时尚方面，在国内就很知名的英国本土品牌Clarks其乐鞋和英伦代表Burberry，在英国购买的

价格要优惠不少。

英国礼物选购推荐

英国最知名的奥特莱斯 —— 比斯特购

物村（Bicester Village）就坐落在离伦

敦不远的牛津郡，从伦敦Marylebone 

Station乘火车可直达，不到1个小时就

能“入村”，从伯明翰也可以直接坐火车

抵达。比斯特购物村拥有超过130个精品

店，包括Burberry、Gucci等多家奢侈大

牌在内，一些几乎不打折的品牌如Ce-

line、Dior在这里也有店面，比斯特几乎

家家都有中文导购，持银联卡还有额外9

折。除比斯特之外，英国还有以下几个相

对知名的奥特莱斯可供大家选择。

另外两条奢侈品云集的街New Bond Street和Sloane Street也有很多大牌精品。大部分英国

的奢侈品商店现在都有华人销售，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语言障碍。奢侈品打折的情况比较少，但

是每年Summer Sale和Boxing Day Sale还是会有相当诱人的折扣。而且，各类奢侈大牌不

定期举行的Sample Sale也是入手奢侈品的好机会。想及时得到更多关于英国奢侈品购物的信

息，欢迎关注红领巾，能帮大家以最低价格买到自己心水的好物。

3.

4.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s://www.honglingjin.co.uk/46147.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06665.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06665.html
http://www.awin1.com/cread.php?awinaffid=183309&awinmid=3355&clickref=UKLG19&p=https%3A%2F%2Fwww.whittard.co.uk%2F
http://www.awin1.com/cread.php?awinaffid=183309&awinmid=3355&clickref=UKLG19&p=https%3A%2F%2Fwww.whittard.co.uk%2F
https://www.honglingjin.co.uk/40856.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124950.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10085.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76674.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70405.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43064.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43064.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32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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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 & Barrett的保健品是送给长辈的贴心礼物，而皇家铸币局The Royal Mint 出品的

精美纪念币也是很棒的礼物选择。更多归国伴手礼的推荐可以参考红领巾为大家整理出的文

章，点击这里即可查看。在英国生活的同学们，红领巾有专门的礼物推荐栏目，为大家提供情

人节、春节、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等礼物挑选的灵感。

在英国购物的时候，结算的价格里都会包含一项税费叫做VAT，也就是增值税（Value Added 

Tax），自2011年1月4号开始已经增长到了20%。对于将要离开英国的朋友们来说，这笔钱

是可以退还的，因此“退税”这个概念对于有过海外购物经验的人们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那

么，在英国购物怎么退税呢？红领巾为大家准备了超级详细的购物退税指南。从希思罗机场离

境的朋友们，希思罗机场退税攻略委员也双手奉上。需要长期留在英国境内的宝宝们，从国内

寄东西来被税了怎么办？委员这里有过来人的经验分享。

英国退税

购物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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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原名24 Sèvres）

Boots

Harvey Nichols & Co Ltd

Luisa Via Roma (UK)

直邮中国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24S是由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打造的全新电商，原
名：24 Sèvres。网站除了提供150+时尚品牌除常见奢侈品
牌外，还能在这里找到难寻的限量版和24S与各大品牌的联
名款。网站提供300镑欧洲直邮。

Harvey Nichols是英国高级百货公司，在英国享有盛
誉。公司主要经营男女时尚服饰，美妆护肤和高档酒
水等产品，不仅有一线大牌奢侈品，还销售时尚小众
品牌。

Boots是英国分店最多的“个人护理商店”（类似屈臣氏），品
牌有自有品牌No.7等，且Chanel，Dior，Lancome等国际大牌
在这里也能买到，产品种类横跨美妆护肤，日常清洁，电子保健
等多个领域。还可以在这里找到注射疫苗、买处方药、配眼镜等
服务。品牌在冬，夏有两次大型促销活动，还时常有3FOR2等
优惠。

Luisa Via Roma是意大利知名电商品牌，品牌所有产品
均从弗罗伦萨发货至全球200余个国家。品牌网站专营男
女时尚服饰，饰品，鞋履及时尚家居等。在这里可以找
到当季最新的走秀款，设计师合作款和时髦小众设计师
品牌。

亚马逊（Amazon）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线上零售商之一，
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亚马逊品类较为齐全，无论是生活必
需品、服饰美妆、电子科技还是生鲜都可以在上面买到，还
可以在美亚或者日亚上购买物品寄送到英国。

John Lewis是英国高档连锁百货商店，也是英国王室御
用的日用百货供应商。商店销售包括男女服饰、护肤美
妆、生活用品、厨房用品等。因为良好的售后服务和购物
体验深受英国中产阶级的喜爱，在全英有多家分店，提供
欧洲直邮服务。

Harrods（哈罗德）是全世界最富盛名的奢侈品百货公司之
一，位于伦敦骑士桥。金碧辉煌的埃及风，时尚大气。汇集
了大量的奢侈品牌，品牌的良好服务和会员制度更为顾客提
供超一流的购物体验。除了时尚男女服饰和百货外，
Harrods还提供专属下午茶、餐厅、预定私人购物等服务。

NET-A-PORTER颇特女士是世界领先的奢侈品电商之一，网
站汇集大量的一线奢侈大牌，大牌独家款和品牌合作款，主
要售卖女装服饰，包包，鞋履，美妆护肤和保健产品等。旗
下还有针对男士的MR PORTER、折扣网站THE OUTNET等
多个衍生网站，还拥有自己的时尚杂志。

www.24s.com/en-gb

www.harveynichols.com www.johnlewis.com

www.boots.com www.harrods.com

www.luisaviaroma.com

Amazon

Harrods

John Lewis & Partners

NET-A-PORTER 颇特女士

www.amazon.co.uk

www.net-a-porter.com/g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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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s

The Royal Mint

Allbeauty

Crabtree & Evelyn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综合购物

综合购物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Philips飞利浦成立于荷兰，主要销售提高生活品质的家用电
子，也是近些年备受消费者关注的产品。包括“钻石电动牙
刷”，高品质“全水洗电动剃须刀”等等。全世界的消费者
都可以通过官网买到飞利浦的明星产品。品牌针对英国消费
者提供30天免费退换服务，满30镑免运费服务。

Allbeauty是一个美妆护肤综合网站，提供各品牌男女护
肤、美妆、香氛产品。种类丰富，产品齐全，无论是开架
品牌还是高档品牌皆有涉及。网站时常有折扣活动，还支
持支付宝付款直邮全球，并提供免费60天退换政策，备受
海淘党欢迎。

The Royal Mint即英国皇家铸币局，总部设在英国南
部的威尔士，是英国官方的铸币公司，制作工艺世界
一流。铸币局会不时推出一些限量纪念币进行公开售卖，
非常有收藏价值。中国农历新年时还会有生肖纪
念币呢。

Crabtree & Evelyn瑰柏翠是来自英国的天然护理品牌，从一个
香皂世家发展而来。现在的品牌产品线包括了护肤、香氛、精
油、家居还有天然食物等等。品牌的理念是坚持自然和环境保
护，用植物的力量作为产品的原动力。产品包装风格也精致典
雅。它们的护手霜、沐浴露、香皂等都非常受欢迎。

Selfridges是英国最著名的高档百货商场之一，旗舰店位
于伦敦牛津街，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产品种类齐全，风格
时尚多变，从美妆护肤、时装服饰，到包包鞋子、实用家
居等应有尽有，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Beauty Expert是英国零售巨头The Hut旗下的知名美容
护肤网站，网站主打美容院线品牌，品牌线全，囊括了
全球护肤产品，走中高端路线，打造精致女性。Beauty 
Expert支持全球直邮，网站会长期推出促销折扣，不定
期更新。

TK Maxx是英国最知名的连锁折扣商场之一，在这里能花
最低的价格淘到许多大牌好物，从衣物美妆到家居产品，
应有尽有。

La Mer（海蓝之谜）是雅诗兰黛集团旗下顶级化妆品品
牌，被众多消费者称为“贵妇牌”。品牌的面霜更是因为
其极佳的修复能力，被消费者称为“神奇面霜”。品牌除
护肤产品还开发了美妆系列，也备受关注。

www.philips.co.uk

www.allbeauty.com www.beautyexpert.com

www.royalmint.com www.tkmaxx.com

www.crabtree-evelyn.com/
uk/en

Selfridges

TK Maxx

Beauty Expert

Creme de la Mer UK

www.selfridges.com

www.cremedelame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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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body

Estee Lauder UK

Feelunique

Grow Gorgeous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支持线下购买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CurrentBody是专卖高科技家用美容设备的电商网站，总
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与欧莱雅、NuFACE、FOREO、Ilu-
minage、L’Oreal以及飞利浦等超过40个知名品牌都有合
作。网站销售的所有产品都是由厂家直供。可直邮中国，并
接受微信和支付宝付款。

Feelunique是英国本土的一个在线零售商，产品线除了
顶级的美容护肤产品外，香氛和SPA产品也有涉及。还能
买到一些保健品和纯天然的有机食品。网站产品更新速度
快，经常有新品更新。网站提供消费满£20免运费服务。

Estee Lauder（雅诗兰黛）是美国高档美妆品牌品牌，
产品以抗衰老护肤为主，涵盖了彩妆护肤等产品，旗下红
石榴系列、奢宠白金系列等都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护肤系
列，是有抗衰老需求的消费者值得信赖选购的
品牌。

Grow Gorgeous主打头发头皮的护理产品。公司开发了一系
列产品来激活，保护，洁净和滋养头发，采用创新和独特的
混合滋养成分，以满足头发的需求，增加头皮血液循环和优
化头发的增长潜力。明星产品是Hair Growth Serum。品牌
官网提供全球直邮服务，方便海淘党购买。

Escentual是英国著名美妆护肤产品网站，包括彩妆，
护肤，美发等产品。主营法国药妆品牌，如Avene雅
漾、Caudalie大葡萄、Vichy薇姿等。也包含一些一线美
妆品牌，像是Dior、Benefit等。官网消费满£30英国境
内包邮。

Foreo是来自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电动清洁品牌，Luna
洁面仪采取医用硅胶和超声波清洁技术，横扫多项大奖，
外形可爱，体积小，方便消费者携带。低价mini洁面仪版
本，Issa电动牙刷也深受消费者欢迎。

Fabled by Marie Claire是英国知名美妆护肤零售商，网
站除了美妆护肤大牌外也有不少小众精品护肤可供选择。
香氛品类也非常齐全，像是Bella Freud的香薰蜡烛也可
以在这里找到。网站同时还提供男士护肤产品。消费£15
以上有境内免邮，方便快捷。

Jo Malone London祖玛珑是来自英国的著名香氛品牌，
隶属于雅诗兰黛集团，其香水以简单而纯粹的特点为诸多
明星喜爱。质朴的包装，透露着浓厚的英伦风情。

www.currentbody.com

www.feelunique.com www.foreo.com

www.esteelauder.co.uk fabled.com

www.growgorgeous.co.uk

Escentual

Fabled by Marie Claire

Foreo International

Jo Malone London

www.escentual.com

www.jomalon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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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ome

Mankind

Rodial

AllSaints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服饰鞋包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美妆护肤

服饰鞋包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Lancome（兰蔻）是诞生于法国的世界知名品牌。品
牌以玫瑰花作为标志，包含美容护肤，彩妆，香氛等产
品。“粉水”以及睫毛美妆产品是品牌最为人知的产品
之一。

Rodial是英国天然有机品牌，由希腊版《Vogue》前美容
编辑Maria Hatzistefanis创建。Rodial致力于汲取大自
然的神奇力量，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天然高效护肤产品，
有针对性的特别护理方案，强效解决皱纹、老年斑、脂肪
团及妊娠纹等肌肤问题。

Mankind是一家英国男士护肤保健品网站，隶属英国电商巨
头The Hut旗下。除了提供男士的护保养品之外，也有不少
女士护肤品在售，比如Aēsop、Perricone MD等药妆品牌。
另外衣物配饰、电子产品等在内的日用品也有所涉及，甚至
还有专门的潮流指南和穿搭指导板块。

AllSaints是英国设计师品牌，号称平价版“西太后”-
Vivienne Westwood，酷劲十足，略带暗黑的中性风
格，近年也逐渐开始有一些女性元素的柔和设计。

Lookfantastic是The Hut旗下知名综合美妆护肤网站，
品牌和产品非常之多，除著名国际彩妆护肤品牌外，也
可以找到小众美妆护肤品牌。每月的Beauty Box也很划
算，常有折扣。

Space NK是英国知名美妆护肤网站，以“简而精”为宗
旨，主营高端小众品牌，包括Chantecaille、
Hourglass、EVE LOM、无瑕粉妆Laura Mercier等等。
全英有超过60家店。

悦木之源是雅诗兰黛旗下的植物护肤品牌，坚持将天然
原料和先进的护肤科技相结合，创造出适用于各类人群
的优质护肤品。

Bally创立于1851年，以高级皮鞋著称。除皮鞋外，Bally
的箱包也广受好评，曾被《英国独立报》评为全球最好的
50个箱包中的品牌之一。Bally的风格一直经典、优雅，
直到近年来开始有了更多现代化的设计，也更适合年轻人
穿着了。

www.lancome.co.uk

www.rodial.co.uk www.spacenk.com/uk

www.mankind.co.uk www.origins.co.uk

www.allsaints.com

lookfantastic UK

Origins

Space NK UK

Bally UK

www.lookfantastic.com

www.bally.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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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 (UK)

Clarks UK

Coggles

Farfetch UK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Burberry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奢侈品牌，经典的三色格
子和风衣是品牌的标志，品牌同时售卖鞋子，包包等产
品。品牌还开发了美妆系列。最新系列偏向年轻化和街头
潮流的设计定位，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Coggles是英国知名电商网站，与Lookfantatic，
Beauty Expert等隶属于The Hut Group旗下。网站产品
种类丰富，包含女装、男装，以及走低奢质感风的家居用
品等等，款式多元，风格时尚，是一个高性价比的中高端
综合类购物网站。

Clarks其乐是英国拥有200年历史的鞋类品牌。品牌经
营男女，儿童鞋履。品牌设计大方，品质极佳，号码
齐全，舒适度令人满意。网站对鞋子的分类更是十分细
致，鞋子的宽度也可以选择。是给父母作为礼物的必选
品牌。

Farfetch是一家全球性的时尚奢侈品网站，搜集了全球大部
分的品牌和买手店的时尚品牌，包括男女时装，儿童服饰，
包包，鞋饰，等产品。除了耳熟能详的大牌奢侈品，日韩小
众设计的品牌也能在这里找到。品牌提供中国直邮，方便中
国消费者挑选购买。

有着“小CK”之称的新加坡国民品牌，是由Charles Wong
和Keith Wong兄弟在1996年创立的，几年之内凭借着时髦
的设计、飞快的上新速度以及亲民的价格迅速的成为一枚时
尚界的网红。 他们家的鞋款根据亚洲女性的脚型所设计，好
看又好穿， 包款和配件设计风格多变，从休闲随性到动感明
快的风格都找得到。

匡威是创立于美国的鞋类品牌，以其休闲自由、无拘无束
的风格与设计风靡世界，创造出了许多经典。

Coach蔻驰是美国纽约奢侈品品牌，自1941年起始终以
其优质工艺著称。品牌的设计洋溢着美式帅气与率性，可
爱的印花和随性的曲线勾勒出年轻洋溢的美国形象。品牌
的性价比也很高，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Monnier Frères是法国知名奢侈品电商网站，网站与一
百多个时尚奢侈品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紧跟时尚潮
流，销售个性化，时髦，前卫的商品，从服饰，箱包，珠
宝，配饰等等，应有尽有。

uk.burberry.com

www.coggles.com www.converse.com

www.clarks.co.uk uk.coach.com

www.farfetch.com/uk

Charles & Keith

Coach Stores Limited

Converse

Monnier Frères UK

www.charleskeith.co.uk/en

www.monnierfrere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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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bag

Nike

Stylebop

The Cambridge Satchel 
Company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服饰鞋包

支持线下购买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英国The Hut旗下的Mybag是一家专注箱包、女士手袋
和饰品的在线电商，出了名的质量好，价格低。它家的商
品囊括男女式包、太阳镜、丝巾、皮带等领域。热门商
品有正宗英伦范儿的剑桥包、兔子包Grafea、Michael 
Kors等大热品牌产品。

Stylebop是全球知名时尚电商，创办于德国慕尼黑，产
品横跨服饰、鞋包和配饰几个大类，各类一线大牌和时尚
潮牌都能在这里找到，常有折扣。

耐克是知名运动品牌，世界第一大运动品生产商，名字源
于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为多个世界顶级赛事提供赞助
和支持。

The Cambridge Satchel Company是一个英国手工制
作皮包品牌，销售钱包，手提包，斜挎包等等配件，其中
最为风靡并被消费者熟知的是主打复古优雅英伦校园风的
剑桥包。

MyTheresa是著名德国奢侈品电商品牌，网站售卖众多
一线奢侈品大牌包包，服饰，鞋履，首饰等。网站还不定
时与大牌发售合作款式。

Ted Baker是英国本土轻奢品牌，深受英国本地中产阶级
的喜爱，细节精致，材质过硬，是英国高端品牌中性价比
很高的选择，产品包括男女服饰、香氛、腕表、配饰、行
李箱等众多领域，为生命中的每一处细节带来狂放不羁的
色彩。

Stuart Weitzman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鞋类产品设计生产公
司，其产品都是俏皮迷人的现代美式风格，深受各年龄段
时尚女鞋控的青睐。其中长筒靴和一字带凉鞋作为品牌经
典款式一度引领风潮。

UNIQLO（优衣库）是全球知名的日本快时尚服饰品牌，
主营休闲服饰，以“低价良品，品质保证”的经营理念广
受好评。优衣库倡导简单但精致的设计，同时在面料上不
断做出创新，以达到更高的穿着幸福感，性价比极高。

www.mybag.com

www.stylebop.com www.tedbaker.com

www.nike.com eu.stuartweitzman.com

www.cambridgesatchel.com

Mytheresa

Stuart Weitzman

Ted Baker UK

Uniqlo

www.mytheresa.com

www.uniql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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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ento

Swarovski Crystal

Manuka Doctor

Vitamin Planet

配饰手表

配饰手表

食品&保健品

食品&保健品

配饰手表

食品&保健品

食品&保健品

食品&保健品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支持线下购买 | 直邮中国

Argento是英国最大的珠宝首饰零售商之一。
Pandora、Olivia Burton、Vivienne Westwood等超过
20多个知名品牌在这里都能买到。网站时常有优惠活动，
常有打折珠宝首饰供大家挑选。消费满20镑包邮，90日
免费退换。

Manuka Doctor是来自新西兰的保健品牌。被消费者熟
知的产品是号称有抗菌消炎功效的麦卢卡蜂蜜。品牌除了
保健蜂蜜，还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天然护肤品，
也因为品牌的天然成分和良好的使用感受，备受消费者
欢迎。

Swarovski（施华洛世奇）1895年诞生于奥地利，以全球
先进的精确切割技术和璀璨夺目的仿水晶产品闻名于世，
深受广大女性的喜爱。施华洛世奇官方网上商城，精心甄
选迷人的闪耀首饰、时尚配饰、腕表和装饰摆件，及包含
浓浓情意的礼品。

Vitamin Planet是英国最大的网上保健品零售商之一，主营产品
包括各类纯天然保健营养品，例如维生素、鱼肝油，关节润滑、
大蒜精、蛋白粉、减肥瘦身以及美容养颜产品等。品牌产品严
格按欧洲标准，选用天然原料，由英国专家研发，在英国生产，
原汁原味。拥有Perfectace护肤药妆，Hair Radiance护发营养
品，平价La Mer Jivesse面霜系列等等明星产品。

Monica Vinader是英国轻奢珠宝品牌，个性十足而又富
有艺术气息。无论是时髦平价的时尚首饰还是高贵奢华的
高级珠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品牌因为其时髦大气的设
计风格被大表姐刘雯、Olivia Palermo和凯特王妃等在内
的明星名流所喜爱。

UKCNSHOP（优西商城）是一家主要提供亚洲食品、中
日韩小零食、日用品、小家电等商品的综合性便民网上商
城。商城产品种类丰富，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家乡的味道；
物流完善快捷，覆盖欧洲全线，英国大部分地区提供次日
达服务。网站满50镑包邮。

Holland & Barrett（荷柏瑞）是英国知名的保健品经销
商，除了各类保健瘦身产品之外，品牌还提供成分天然的
护肤和有机保健食品。热销品包含麦卢卡蜂蜜，鱼油等。
网站还提供£20镑免基本运费，£60镑次日到达。

Whittard of Chelsea是英国著名百年茶庄，在英国备受
喜爱，不论是自己喝还是送礼都是极好的选择。
Whittard Original Blends是它家著名的热销混合茶产
品。除茶叶外，品牌同时还售卖咖啡，茶点，茶具等相关
产品。

www.argento.com

www.manukadoctor.co.uk

www.ukcnshop.com

www.swarovski.com www.hollandandbarrett.com

www.vitaminplanet.co.uk

Monica Vinader

Holland & Barrett

UKCNSHOP

Whittard of Chelsea

www.monicavinader.com

www.whittar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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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g

LOCO2

Opentable UK

Ticketmaster

生活娱乐

生活娱乐

生活娱乐

生活娱乐

生活娱乐

生活娱乐

生活娱乐

生活娱乐

Booking.com几乎是每个旅行者必备的酒店预订网站。总部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大的全球性线上住宿预定平台。
网站支持40多种语言，有着将近60万多家住所，遍布全球210
个国家，平均每秒钟大约有9个晚上的住宿通过这个网站被预
定。Booking一站式不仅可以找到酒店，还可以预定当地交通、
查询当地餐厅和旅行攻略等等。

创立于1998年的专业订餐平台，服务遍及全球多个国
家和地区。也是英国最受欢迎的餐厅预定平台，通过
Opentable可以轻松预定超过40000家餐厅，只需要简
单选择日期、几人就餐以及就餐时段就可以锁定心仪
餐厅。

LOCO2是一个简单快捷的火车票搜索引擎，该网站由一
群充满热情的火车旅行者于2012年推出，大家可以买到
英国和欧洲的火车票。品牌名字意味着“low CO2”（低
二氧化碳），通过简化预订流程，帮助旅行者乘坐火车旅
行，践行一个低碳环保的旅程。

Ticketmaster是全球领先的票务公司，公司承包销售音乐
会，演唱会，艺术节，体育赛事等等各类票务。同时网站
还提供演出支持服务，也鼓励粉丝线下交流。无论是演绎
团队还是粉丝群体都能从公司获得良好的服务
体验。

Groupon是美国创立的全球最大的团购折扣网站。每天
都会根据地点提供更新超多低价折扣，涵盖饮食、休闲、
健身、旅行等方方面面。只需要输入所在地点就可以查看
所在地点的全部团购活动和折扣信息，省钱又
方便。

来英国必备的火车优惠卡，有多种类型选择：Young 
Person Railcard针对16-25岁人群，还有26-30 
Railcard、Two-Together Railcard等等。通常对标准
火车票价有1/3的折扣，这张卡还会定期推出不同的旅
游、休闲、吃、喝等优惠。

London Theatre Direct是英国领先的票务网站。公司成立
于1999年，主要出售伦敦剧院演出门票，包括音乐剧，戏
剧，歌剧，芭蕾舞剧等等，在业内持有良好的口碑。网站票
务种类多，并且时常推出折扣，同时也能买到伦敦特色景点
比如伦敦塔桥，泰晤士河，哈利波特拍摄点等的游览票。

Wowcher是英国很有名的团购网站，涵盖了美食、门
票、时尚、美妆等各个方面。精选餐厅的下午茶，度假酒
店的限时折扣还有各种室内外活动项目都可以用优惠价格
拿下，覆盖全英各大城市，不知道怎么周末安排的时候，
逛逛Wowcher总有惊喜。

www.booking.com/index.
en-gb.html

www.opentable.com www.railcard.co.uk

loco2.com/en-gb
honglingjin.londontheatredi-
rect.com

www.ticketmaster.co.uk

Groupon

London Theatre Direct

Railcard

Wowcher

www.groupon.co.uk

www.wowche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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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rdoezrs.net/links/7342022/type/dlg/https://www.wowcher.co.uk/deals/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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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作为世界上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这里有不少知名景点：大本钟、大英博物馆、白金

汉宫、伦敦眼、塔桥等等…… 这些景点常年人气爆棚，游人如织。如果你对这种“大众景点”

不感兴趣的话，伦敦也有很多小众独特的去处，比如各种露天集市、公园、博物馆、文艺街

区……可以很好地体验地道的英伦文化。红领巾已经把伦敦值得去的地方全部整理出来了，方

便大家随时随地查询。

英国虽然不大，但有着很多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色。首都伦敦自不必多说，是每个来英国的人必

到的地方，但如果你只停留在这里，那委员只能遗憾地说，你真的错过了太多好风景。华兹华

斯笔下静谧梦幻的湖区，拥有天空岛和尼斯湖的纯净高地，悠闲舒适的沿海度假小城，北爱尔

兰绵延无际的优美海岸线，无论哪一个，都能成为你此生无法忘怀的回忆。既然来到这里，就

千万不要浪费了好机会。如果你想知道英国都有哪些值得去的地方，比如来英国必去的景区和

城市都有哪些，那你可是问对人了！委员这里有超多的英国自由行攻略可以跟你分享。除此之

另外，在伦敦旅游一定要记得购买一张Oyster 

Card（牡蛎卡）交通卡，乘坐伦敦地铁

Underground、公共汽车Bus、电车Trams、

伦敦码头区轻轨DLR、伦敦1-9区之内的火车，

甚至O2附近观景缆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都可以

使用。当然学会如何乘坐伦敦的地铁，也是一件

非常实用的技能。如果想细逛伦敦景点，大家还

可以考虑入手一张London Pass（伦敦一卡通）

，这张卡可是伦敦旅游必备的观光神器，持卡可

免费进入伦敦及周边知名的60多个景点，还能让

你免除排队的困扰直接进入一些主要景点。为了

方便出行，还可以选购伦敦一卡通+牡蛎旅行卡

套餐。

英国旅游

伦敦旅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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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们还为大家整理了非常多的旅行专题，比

如来英国旅游要花多少钱，每年去哪里看樱花和

薰衣草，英国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等等。点击这

里就可以查看红领巾全部的旅游专题。
 

在英国境内旅游，最推荐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

了，学会如何在英国乘坐火车以及了解火车有

什么优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大家在英国

3人至9人结伴出行，即可获得Groupsave的折

扣，可以节省1/3的Off Peak（非高峰期）火

车费用，记得一定要一起去一起回才可以使用

这个折扣。如果你的年龄在16-25岁之间，可

以申请16-25 railcard（也称为Young Person 

Card），如果你超过25岁但是全职学生，也可

以申请16-25 railcard获得1/3的优惠。如果

你的年龄在26-30岁之间，则可以申请26-30 

Railcard，同样可以享受1/3的优惠。还有另外一种火车折扣卡适合两人共同出行，叫做Two 

Together Railcard。这几种卡都是日常出行的省钱利器，全都可以在Railcard官网上找到。

来到英国，不仅要玩遍英国，周边的欧洲国家也是出游的好选择呀。毕竟离得都很近，交通也

很方便！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捷克等都是热门的欧洲国家。由于中国护照还

不能直接出入欧洲国家，所以我们需要提前申请申根签证（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接受申根签

证，申根国一共26个，如果不接受的话则需要单独申请该国家签证）。如果你持有英国长期签

证（超过6个月），就可以在英国申请申根签证；如果你只是来英国短期旅游，需在国内把申

根签证办理好，才可以从英国直接过去。
 

为了方便需要在英国办理申根签证的朋友们，红领巾网站上为大家准备了超级详细的签证攻

略，并且会定期更新。这里推荐两篇非常值得收藏的文章，第一篇《签证前必读 | 几大申根签

证热门问题详解》，第二篇《签证前必读 | 热门欧洲旅游国家申根签证信息》。更多详细的欧

欧洲旅游

旅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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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目的地是哪里，我们肯定都需要提前预定酒店和机票。英国知名酒店预定网站有Booking.

com。交通方面，机票有Skyscanner；火车有National Rail和Trainline；欧洲火车有Eurail

和Interrail火车通票、欧洲之星，还可以选择游轮出游。

酒店、交通预定

在英国不仅能办理英国和欧洲签证，只要持有超过6个月的英国长期签证，欧洲以外国家的签

证也可以在英国直接办理。比较热门的国家有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等。更多详细全

面的签证攻略及信息，大家可以收藏好红领巾的签证页面。

欧洲以外国家旅游

国家签证攻略欢迎大家点击这里查阅。
 

另外再给大家提供一份《中国驻欧洲热门国家使馆信息》。如果遇到证件丢失、证件补办或者

其他的紧急情况，大家可以求助当地中国大使馆。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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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伦敦及周边最受欢迎的景点推荐

London Dungeon 
伦敦地牢

Madame Tussauds 
London 伦敦杜莎夫人

Hop on Hop off Bus Tour 
观光巴士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官网/购票链接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

传说中世界上最阴森恐怖的景点，真实地还原了伦敦历史
中黑暗的一面，许多和伦敦有关的经典恐怖场景都在这里
重现，比如开膛手杰克、理发师陶德等等，这些角色都由
真人演员扮演，他们还会和游客进行互动，把恐怖气氛推
到真实的极致。

对于想舒适快捷地观赏伦敦各大景点的人们来讲，观光巴
士是个很好的选择。巴士行驶线路是专为游客精心设计
的，车体是典型的伦敦风格，顶层的敞篷又免去了大巴车
的闷热，可以尽情享受微风和阳光。

世界知名的蜡像馆，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国内也有分
部，但每一个蜡像馆里展览的蜡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想
和“王室成员”们合影的话，就得在伦敦这家了。蜡像全
部是按真人比例精细制作，非常逼真。

英国标志性的宫殿、要塞，也曾是关押犯人的监狱，位于
泰晤士河畔。关于伦敦塔有不少恐怖的传说，但仍无法阻
止人们前去参观的脚步，其魅力可见一斑。

伦敦地标性建筑，矗立在泰晤士河畔的巨型摩天轮，又名
千禧之轮。高135米，旋转一圈大概半个小时，是观赏伦
敦全景的绝佳之处，尤其是在夜晚。

著名的皇家居所，威廉王子夫妇现在就住在这里，戴安娜
王妃也曾在此居住。女王公寓是当中的最重要的景点，丰
富而华丽的王室收藏也让人大开眼界。

位于伦敦郊区的哈利波特制片厂，是哈迷们重温记忆的好
去处。在这里能参观邓布利多的办公室，拍摄骑行扫把的
照片，还能去对角巷尝尝黄油啤酒，在魔法世界里感受一
下巫师们的生活。

全世界最古老的科学动物园，有“世界上第一家现代动物
园”的美誉，至今已有快两百年历史，物种丰富程度远超
英国其他动物园，狮子、猩猩、狐猴、企鹅、长颈鹿等都
能在这里看到，夏季还有夜游活动，非常有趣。

London Eye 
伦敦眼

Warner Bros. Studio Tour 
London –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制片厂

Kensington Palace 
肯辛顿宫

London Zoo 
伦敦动物园

下一章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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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w Garden 
邱园

St.Paul’s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

Shrek’s Adventure 
史莱克大冒险

Big Ben 
大本钟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

官网/购票链接官网/购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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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园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是通过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认
证的美丽园林，园内共有五万多种植物，还有一个野生动
物保护区，无论是想增长见识还是观赏美景，这里都是一
个很棒的选择。

怪物史莱克主题公园，游客在这里可以亲身体验经典电影
《怪物史莱克》中的各种场景，还可以乘坐4D互动探险
车，刺激又有趣。

世界第五大教堂，英国第一大教堂，第二大圆顶教堂，伦
敦地标建筑，在公园604年就建立，几经毁坏后重建，建
筑风格为华丽的巴洛克风格。戴安娜王妃的王室婚礼在这
里举行，英国史上著名人物如威灵顿将军和撒切尔夫人也
安葬于此，可以说是见证英国历史的地点。

大本钟作为英国标志性的象征，几乎已经成了英国，尤其
是伦敦的代名词。钟楼始建于1858年，坐落于泰晤士河
畔，与伦敦眼隔江而望，塔楼高95米，每十五分钟敲响
一次。

全世界最富盛名的天文台之一，“本初子午线”（Prime 
meridian）就经过这里，它又被称为0度经线，其东西两
边分别定为东经和西经，横跨本初子午线拍照非常炫酷，
是到过格林威治的人们必做的事情之一。

有“英国凡尔赛”之称的汉普顿宫是一所富丽堂皇的都铎
式建筑，其华丽奢靡暴露了修筑者沃尔西主教的财富，为
他引来了杀身之祸，随后被王室接管。汉普顿宫的花园、
内饰、收藏，无一不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泰晤士河是伦敦最重要的景点之一，游览泰晤士河的最
佳方式就是乘坐泰晤士河游船了，沿途会经过许多伦敦
著名地标如大本钟、塔桥等，船舱里还有区域可供客人
小酌一杯，非常享受。

白金汉宫是英国著名皇家府邸，现任女王伊丽莎白殿下常
在此办公，召见首相或是大臣，举行国家庆典或是宴请外
宾。每日清晨在白金汉宫门前举行的禁卫军交接典礼是英
国王室文化不可错过的景点。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 
格林威治天文台

Thames Cruise 
泰晤士河游船

Hampton Court Palace 
汉普顿宫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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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伦敦及周边最受欢迎的景点推荐

官网/购票链接官网/购票链接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索桥支撑着伦敦日益繁重的交通，
见证了伦敦从二战后的经济萧条到如今飞速发展的摩登
都市。

摄政公园不仅拥有伦敦观景野餐的好去处Primrose Hill、最
大的玫瑰花园Queen Mary’s Garden和ZSL动物园，这里
同时也是伦敦中心区最大的户外活动场地，各种活动器材应
有尽有，每年夏季的时候公园里的露天剧院还会举行戏剧和
电影活动，是伦敦人民放松赏花的好去处。

Tower Bridge
伦敦塔桥

Regent’s Park 
摄政公园

考文特花园位于伦敦的最繁华的西一区，作为伦敦的热门
旅游区域之一，以其热闹的街头艺人表演，品牌汇聚的店
铺以及保存良好的历史建筑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
此一游。这里是萧伯纳笔下《茶花女》卖花的地方，也是
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窈窕淑女》的取景地。

碎片大厦还有个更优雅的名字，叫“摘星楼”，是由意大利著名
设计师伦佐·皮亚诺（ Renzo Piano ）设计建造的，整座建筑由
11,000个玻璃薄片组成，要是把这些碎片都平铺的话，总面积
相当于8个足球场那么大。可用层数总共是72层，如果再加上塔
顶的话，一共是95层，总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

景点详细介绍

官网/购票链接 

The Shard
碎片大厦

Covent Garden 
考文特花园

官网/购票链接

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详细介绍

官网/购票链接

海德公园是英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区。18世纪以前这里是皇家专属狩鹿场；19世纪之后，
公园逐渐成为颇受游人喜爱的休闲之地。每年夏天这里都
会举办“无座音乐会”。

Hyde Park 
伦敦海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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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Cornwall 
康沃尔

Isle of Wight 
怀特岛

Bristol
布里斯托

Highland 
苏格兰高地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位于英国西南，英国的“天涯海角”（Land’s End）就
位于此处，海岸线壮丽非常，是非常受英国人欢迎的度假
胜地，也是许多影视剧作品的取景地。

布里斯托被誉为“英国的博物馆城市”，历史悠久，建筑
风格优美，人文气息浓郁，被称作“涂鸦教父”的班克西
（Banksy）就来自这里。每年夏季，这里还会举行举世
闻名的热气球节，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看。

怀特岛是英国群岛中阳光最为充足的一个，以多样的地貌、悠久
的历史以及充沛的阳光吸引了无数来此观光和度假的游客，还有
很多在此养老的英国居民。岛上既有峭壁，也有平缓的沙滩，无
论是踏青、远足、登山、游艇、冲浪，哪怕只是晒晒太阳，只要
你想做的，怀特岛都能满足你度假的梦想。

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的西北部山地都称为“高地”，地壳
运动给这片地域带来了独特的地理风貌，它的景区比较分
散，最理想的是自驾游，三四个朋友，租辆车，见着景点
就停车、拍照，十分惬意。

英国著名的旅游胜地，由于罗马人在此发现了优质温泉而
命名为巴斯（Bath）。除了温泉以外，巴斯小城优美的
街道和高贵的建筑也为人称道。

作为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同时也是英国著名的历史文化
名城，新城和旧城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
产。爱丁堡城堡、亚瑟王座、荷里路德宫都是著名景点。

湖区位于英国西北部，这里有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湖光山色
和最宁静惬意的田园风光；同时这个秀美的世外桃源也孕
育出了众多文人墨客，其中就有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湖畔派
诗人华兹华斯和风靡世界的童话故事彼得兔的作者碧翠
丝·波特。

英国文化古城，发源于此的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最古老的
大学，也赋予了这座小城独特的文化气质。悠久的历史
给了牛津遍布全城的古迹，著名的比斯特购物村也在牛
津郡内。

Bath 
巴斯

Lake District
湖区

Edinburgh 
爱丁堡

Oxford 
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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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英国景点推荐

Cambridge 
剑桥

LEGO Land 
乐高乐园

Liverpool
利物浦

Swansea 
斯旺西

城市自由行攻略 

官网/购票链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拥有世界顶尖名校剑桥大学的文化名城，徐志摩的《再别
康桥》就描述了剑桥的美丽和优雅，泛舟河上，感受城市
的书香与古色，迷人非常。

如果要说到英格兰那些知名的港口城市，利物浦一定要首
当其冲。要说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除了有悠久的历
史，另外闻名于世界的无疑是这里的传统英式摇滚乐，和
这里最狂热的足球。

LEGO Land是用乐高积木搭建的主题公园，温莎这家是
全球第二家乐高公园，以欧洲各地的标志性建筑为主，也
有很多其他的娱乐设施，是亲子旅行的理想目的地。

又译“天鹅海”，威尔士南部城市，以沙滩著名，被人称
作“威尔士最快乐的城市”，是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地
方，Rhossili Bay被评选为全英最美的海湾。

从伦敦的Waterloo乘火车到温莎不到1个小时。女王奶
奶最爱的王室城堡——温莎城堡就坐落在此。另外，它
还与伊顿公学所在的伊顿小镇毗邻。

英国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位于英格兰南海岸，连乔
治四世都在这里修建了行宫。拥有英国所有海滨城市中最
多的晴天和别致的鹅卵石沙滩。

坐落于乌斯河畔（Ouse River）的英国古城，乔治六世
曾说：“约克的历史，就是英格兰的历史。”拥有著名的
约克大教堂，《哈利波特》中的对角巷也坐落于此。

北爱尔兰的首府，也是北爱尔兰的最大海港，著名的泰坦
尼克号就是在这里建造的，境内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是
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景色壮丽，著名景点“巨人
之路”一路延伸，是英国最值得观赏的海岸线之一。

Windsor 
温莎

York
约克

Brighton 
布莱顿

Belfast 
贝尔法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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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欧洲景点推荐

Paris 
法国巴黎

Vienna 
维也纳

Iceland 
冰岛

Venice 
意大利威尼斯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无论是复活假期、圣诞长假，还是half-term的周假，巴
黎永远是旅游热门地的选择之一。作为世界的浪漫之都、
艺术之都、时尚之都，巴黎的随性与慵懒、潇洒与骄傲、
优雅与格调更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人。

身为北欧五国之一的冰岛地处北极圈边缘，也是世界范围
内仅有的全境可见极光的国家。四季温度适宜，即使是在
冬季，平均气温也只有零下1度。因此，这也是冰岛每年
会有无数游客络绎而来的原因。

位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曾经是神圣的罗马帝国、奥地利帝
国、奥匈帝国的都城，如今作为奥地利的首都，却更以“
音乐之都”闻名于世界。即便对古典音乐不那么感冒，维
也纳美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辉煌的建筑
艺术，也都是一生必去的城市之一。

水城威尼斯面积不大，却岛屿众多。常常听到报道说全球
变暖、水位上升，威尼斯极有可能在几十年后被海水淹
没，那还不赶快趁现在去坐一坐威尼斯的贡多拉！

柏林是德国首都，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经过了各种战争、分裂
的苦难，这座曾经千疮百孔的城市如今又重新有了生机。柏林的
建筑和艺术不仅备具古典之美，现在更加重视创意与个性表达，
已经成了独立艺术界的重要据点之一。柏林人友好热情甚至还很
奔放，去过一次柏林一定会成为“回头客”。

在所有欧洲的地中海国家中，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以其悠久
的历史文明被誉为“永恒之城”（Roma Aeterna），更
在《罗马假日》问世后成为了世界无数少女心目中与巴黎
齐名的浪漫之都。

教科书里的布拉格充满了革命自由的气息，旅行指南里的
布拉格是一个古老而艺术的金色之城，米兰昆德拉笔下的
布拉格则是一片被暴力摧残的悲情而美丽的土地。只有亲
自去看看被历史刷洗的石板巷道，徜徉在艺术氤氲的建筑
之间，才能真正地体会布拉格真实的样子。

除了罗马、威尼斯，在意大利西北海岸的五渔村
（Cinque Terre）有着更胜一筹的自然风光，五彩缤纷
的房屋和宝蓝色的海湾是无数摄影师争相拍摄大片的旅游
胜地。而且五渔村离米兰很近，从米兰出发去五渔村可以
当天往返。

Berlin 
德国柏林

Prague 
捷克布拉格

Rome 
意大利罗马

Cinque Terre 
意大利五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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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欧洲景点推荐

Amsterdam  
荷兰阿姆斯特丹

Switzerland 
瑞士

Copenhagen 
丹麦哥本哈根

Budapest 
匈牙利布达佩斯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城市自由行攻略 

提到阿姆斯特丹，有些人的印象大概是挂历上的郁金香、
风车和五颜六色的木鞋，另一些人或许会想到灯红酒绿的
红灯区和敢为世界之先的同性恋和合法化。从小渔村发展
成为荷兰第一大城市的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荷兰历史的缩
影，也是许多人心中包容自由的象征。

首都哥本哈根位于丹麦西兰岛东部，是丹麦最大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北欧最大的城市。哥本哈根以
其极具“幸福感和舒适度”的城市生活而闻名，且曾被联
合国人居署评选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和“最佳设计城
市”。

多瑙河穿过这座安静而幽沉的东欧名城，将布达佩斯分为
东西两岸，西为布达（Buda），东为佩斯（Pest），一
起构成了这颗无数文艺青年无比神往的“多瑙河
明珠”。

复古的金黄，自在的调调，充满浪漫气息的盛夏，全部都
是巴塞罗那的味道。热爱足球的人为巴塞罗那的激情与狂
野澎湃，热爱沙滩的人流连于她的海风与晴朗，热爱艺术
的人为这座高迪之城迷醉。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欧洲古国，比利时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数
令人记忆深刻的关键词：巧克力、欧盟总部、蓝精灵、薯
条，还有不计其数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古堡。人们几乎可以
在比利时的每个城市轻易地捕捉到这些充盈着历史气息的建
筑，无声地见证着这个国家的成长与繁荣。

蓝顶白墙的独门小栋，圆润小巧的拱门，习习海风中看着
湛蓝明澈的爱琴海，享受着精心烹制的海鲜，在圣托里
尼，总觉得自己能拥抱整个地中海。

Barcelona 
西班牙巴塞罗那

Santorini
希腊圣托里尼

Belgium 
比利时

瑞士风光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个“全”字。面积不大的国度
容纳着数量惊人的湖泊、河流、森林、雪山，因此每位游客
都不禁会被它明信片似的独到风景所感染，沉醉在自然风光
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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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g

Skyscanner 

Railcards 

官网链接

官网链接

官网链接

官网链接

官网链接官网链接

全球规模最大的旅游电子商务公司之一，在全世界有超过
200家办公室，近150万家住宿合作伙伴遍布全球200多
个国家及地区，预定无需手续费，价格也非常优惠，支
持中文。

英国必备的火车折扣卡，一年期年费30镑，但凭此
卡买火车票每次可获得大约1/3的折扣，总体来说
非常划算。有16-25岁的青年卡，双人卡和家庭卡
可供选择。

全球领先的旅游搜索网站，提供对上百万条航线以及汽车
租赁和酒店预定的即时在线价格比较。提供30种以上不
同语言的航班、酒店和租车搜索，还可选择不同的货币单
位来查询和付款。

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住宿供应商，总部位于美国，
但在欧洲多处均设有办事处，为顾客提供最丰富的
住宿选择，提供一站式服务。

简单快捷的火车票搜索引擎，该网站由一群充满热情的
火车旅行者于2012年推出，大家可以买到英国和欧洲的
火车票，包括欧洲之星。付款方式接受Visa，Master 
Card和PayPal等。

英国数一数二的Coach大巴公司，1200余个站点遍布整
个英国境内。在一些主要的英国机场都有站点。Nation-
al Express还经常和大型活动强强联合，为大家去一些远
离市中心的野外活动提供方便。

Hotels.com 

National Express

LOCO2

旅游篇 旅行预订网站推荐

Eurorail & Interrail 

Airbnb 

Eurorail 官网链接

Interrail 官网链接

官网链接

官网链接

官网链接

Eurail和Interrail都是欧洲铁路通票，购买后凭票就可以
在对应时间内自由乘火车在目标国家内旅行，无需固定行
程，覆盖的国家范围也非常之广。购买通票也是一个非常
有效的欧洲行省钱手段。

Airbnb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民宿网站，空房的种类很多样，
不管是公寓、别墅、城堡，甚至连树屋都有，游客可以了解到
有意房间房东的基本信息以及其他住客的评价来更好的做出
选择，通过网络、手机预定自己喜欢的或者具有当地特色的住
所，体验异乡文化。

Trainline是英国最主要的网络订票网站之一，英国各个火
车公司的票基本都会覆盖。在App上可以直接查询时间以
及价格，进行比较，得到最满意的选择，而且通过
Trainline订购的票可以直接到火车站取票，非常方便。

在线旅行预订网站，最大的特色和名字一样，是“最后一秒”
的预订，比如机票，在临近起飞日期时有一些座位还没售出，
航空公司就会低价将这些机票卖出，因此可以以超低的价格买
到，酒店也是一样，非常划算。对于临时需要出行的人来讲，
这也是个很好的预订网站。

Trainline 

lastmin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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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旅行预订网站推荐

Travelodge 

Holiday Inn Marriott 

Ibis 

Crowne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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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odge最初成立于美国，是一个汽车连锁酒店品牌，目前在
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爱尔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有
Travelodge的酒店，目前在英拥有超过500家酒店，范围覆盖各
大城市的中心地区。评价没有Premier Inn好，但是同等价格对比
上Travelodge绝对比Premier Inn更划算。

Holiday Inn Express属于ING集团，这个集团旗下有很多酒
店品牌，从五星级酒店到经济型酒店一应俱全，因为选择面
广，所以加入它家会员是非常划算的。加入会员会有更多优
惠，比如免费升级客房、餐饮打折等。

Marriott时同名万豪国际集团下的奢华酒店品牌，万豪是全球
首屈一指的酒店管理公司，现在旗下已经有30多个品牌了，
包括奢华(Luxury)、高级（Premium）和精选（Select），
喜来登、丽思卡尔顿、艾美等都是旗下的奢华酒店品牌。

Ibis是来自法国雅高酒店集团下的品牌，它和ING集团也一
样，旗下有众多品牌，比如索菲特、雅高美爵、汉庭酒店
等。Ibis在Booking上预订的价格会更便宜，甚至比其他
经济型连锁酒店更划算。

皇冠假日酒店是全球连锁酒店集团IHG旗下的高级酒店品牌在
伦敦有五家酒店，基本都沿河而建，有河景房间。皇冠酒店特
别在意为商务人士服务的办公配套设施，包括办公空间、会议
室、无线网络和便利电源等等。酒店特色的“安睡计划”还为
客人提供芳疗和高级寝具，以及叫醒服务，相当贴心。

Premier Inn可谓是英国经济型酒店品牌中的佼佼者，也是英
国最大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全英超过700家，基本上覆盖了所
有的大城市和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也是棒棒哒，曾经被评选为
顾客满意度最高的经济型酒店之一。

Sofitel酒店属于雅高集团旗下，在全球有98家酒店，每家都
是融合了当地文化精髓和精致法式生活艺术的的豪华酒店，内
设餐厅、酒吧和健身理疗设施，而且对孩子特别友好，入住时
可收到特制的“小王子”欢迎礼包。伦敦共有四家索菲特酒
店，其中有一家在St James附近。

丽笙酒店（Radisson Blu）历史可以追溯到1909年，以著名
法国探险家Pierre Radisson 的名字命名，在全球 73 个国家/
地区设有 420 多家酒店。丽笙酒店率先提出用户忠诚度这一
概念，伦敦现在有十几家丽笙酒店，其中位于Mayfair的为五
星奢华酒店，装修风格很有异域风情。

希尔顿旗下的Doubletree酒店位于伦敦金融城，离伦敦塔还
有“小黄瓜”特别近。四星级酒店的设施同样维持了希尔顿的
水准，标准间配备落地窗，12层有Sky Lounge可以看到伦敦
的夜景，提供大尺寸平板电视。独立浴室配有防雾镜和名牌洗
浴用品等等。

Novotel隶属于法国雅高集团，算是快捷酒店中的高端。目
前在全有拥有400多家酒店，并且在有些国家是度假村的档
次。Novotel提倡现在简约的住宿体验，让你在商务的氛围
中，也能轻松享受舒适的环境。并且，Novotel的酒店设施也
是相当到位，部分酒店从健身房到游泳池都一应俱全。

Premier Inn

Sofitel Radisson Blu

Doubletree by Hilton

Nov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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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伦敦高级酒店推荐

The Dorchester 

The Ritz 

The Langham 

Four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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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rchester和王室有着深厚的渊源，伊丽莎白二世宣布订
婚前一天就在多切斯特酒店举行的晚宴，后来酒店重装开业，前
来剪彩的也是菲利普亲王。多切斯特酒店里拥有米其林3星餐厅
Alain Ducasse at the Dorchester。多切斯特集团下的酒店不
多，可每家都是精品，目前在伦敦、巴黎、米兰、日内瓦等城市
都有设立，但全球总数不超过10家。

丽兹大酒店位于伦敦皮卡迪利街，是世界最为知名的酒店之一，
也是一座英国二级保护建筑。酒店开业于1906年，多年以来，一
直都是王室贵族、名流政要的下榻之地。入住丽兹酒店套房的客
人还可以享受劳斯莱斯幻影的免费接机服务，还有全天候的管家
贴心服务。

朗廷酒店集团旗下的高端酒店品牌，位于摄政街，是欧洲
第一家大型酒店，开业于1865年，100多年来，酒店接待
了无数重要宾客，酒店里的spa也经常获得业界殊荣。

四季酒店从多伦多一家小小的汽车旅店发展为现在的国际豪华
连锁酒店集团，在世界各地都有酒店及度假村。伦敦店位于海
德公园旁，距离白金汉宫只有几步之遥。酒店内的装修也非常
具有艺术情调，整体低调又不失优雅，入住酒店的客人在2英
里的范围内可免费使用酒店劳斯莱斯礼车。

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从外到内都弥漫着一派优雅和奢华的诱人
气息，酒店里拥有世界一流的餐厅以及精致的水疗（很多王室成
员也会光顾哦）。酒店房间里可以俯瞰标志性的海德公园和骑士
桥景致。值得一说的是酒店里的宴会厅，是采用24 K镀金设计，
内部设施十分华丽。

Mandarin Oriental

The Sa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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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voy是举世闻名的标志性酒店之一，玻璃吊灯、丝绸装
饰、意大利床单和大理石地板继承了英式爱德华风格美学，历史
悠久的壁炉也是一大亮点。酒店最初于1889年开业，并凭借曾经
接待过王室成员、世界领袖和影视明星的非凡经历而在历史中享
有重要地位。

The Waldorf Hilton酒店位于伦敦市的西区（West 
End），本身就是一座国家二级保护建筑，四分钟就可以
到Covent Garden，刷剧逛街都很方便。酒店内部配备餐
厅和14米长的豪华泳池，桑拿室和健身中心。

香格里拉酒店是亚洲地区最大的豪华连锁酒店，位于全球著名地
标建筑The Shard（碎片大厦）的第34至52层，地理位置及其优
越。酒店共设202间豪华客房和套房，三间极具风格特色的餐厅酒
廊，三间会议室全部面向泰晤士河；无边际泳池和全天候健身中
心则位于大厦52层。

喜来登旗下的五星级W酒店就在伦敦唐人街旁边，附近有很多
电影院和剧院，离牛津街也很近，逛街或是看剧都很方便。酒
店内部的客房配备的都是设计师定制橱柜配备，另外还有温泉
spa等供客人使用。

Claridge’s酒店属于英国豪华酒店运营集团Maybourne，位于
Mayfair的中心地带，距离牛津街、邦德街仅有3分钟左右的步行
路程。酒店内的装饰华丽无比，浴室均用大理石打造，还有私人
的庭院景观。值得一说的是酒店的下午茶，名气要胜过酒店，提
供50多种茶叶选择，并且提供非常精美可口的糕点。

The Waldorf Hilton 

Shangri-La Hotel

W London 

Cla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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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全年都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我们也一直鼓励大家，应该多多积极参与其中，不但可
以增加对英国的了解，也能丰富自己的旅行和生活。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到英国，都有很多值得期
待的活动等着你去参加。为了方便让大家了解英国都有哪些不能错过的活动，红领巾的玩乐页面
一定要收藏好：音乐剧、户外活动、团购优惠等各种精选娱乐讯息应有尽有。除此之外，我们还
会总结每月的英国大型活动，方便大家提前安排自己的时间，不错过任何值得去体验的机会！ 

伦敦西区（West End）是与纽约的百老汇齐名的世界两大戏剧中心之一，聚集着大量的戏院，这
里的舞台剧举世闻名，来到英国一定要感受一下现场观剧的震撼。在伦敦西区剧院的表演最大的
两个分类为“Musical”和“Play”。从字面上的意思看，Musical指的是音乐剧，比如家喻户晓
的《悲惨世界》、《歌剧魅影》、《妈妈咪呀》等，在欣赏音乐剧的时候，除了故事本身之外，
歌曲、舞美等都是很值得关注的方面；而“Play”就类似于话剧，比较有名的是《战马》、《捕
鼠器》等，擅长以文本动人。大型节日期间，比如圣诞节，还会有限定的圣诞主题音乐剧。大家
可以去红领巾看剧指南页面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在英国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所有最新上映的英文
电影，英国的电影院票价在高峰期和非高峰期会有所
不同，学生、青少年和老年人还享有优惠。另外，不
同地理位置的电影院价格也会不同。如果每个月看好
几场电影，荷包可能会有些吃不住，所以委员建议，
如果你在英国生活，又非常热衷于看电影，最好申请
一张可以无限看电影的会员卡。英国两个最大的电影
院连锁品牌Cineworld和Odeon都有提供。

Cineworld这张电影卡叫“Unlimited Card” （每
月18.40镑起）；Odeon的卡叫“Limitless Card” 
（每月17.99镑起）。这两张卡的申请方式和用法都
很相似。除此之外，英国还有许多其他的连锁电影院
和文艺的独立电影院，都是享受电影的好去处。

世界知名的舞台剧

英文原版电影

娱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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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篇

除了去电影院看电影，英国也有许多网络电视可以选择，比如最受欢迎的Netflix、Amazon 
Prime Video、Now TV等都可以按月付费观看海量英文电视剧、电影和娱乐节目。委员提
醒：如果大家要在英国看电视的话，记得一定要先购买TV Licence哦。

英国是许多明星们巡演的热门目的地，仅2019年在英国开唱的就有“休叔”Hugh Jack-
man、“戳爷”Troye Sivan、西城男孩、辣妹组合、“A妹”Ariana Grande等多位国际大牌
明星。咱们熟悉的亚洲明星也会经常在英国开唱：周杰伦、陈奕迅、莫文蔚、Blackpink、BTS
防弹少年团……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的爱豆呢？当然，这些热门演唱会的票可是要抢的，而且
好位置的价格也不便宜。演唱会的票务通常会很早就公布开售，如果不想错过就要记住以下这
个英国知名的售票网站 —— Ticketmaster。想知道接下来有谁会来英国开演唱会，请收藏好
委员这篇英国演唱会盘点文章。

为了让大家摒弃“英国就是个恪守陈规，死板无
聊国度”的观念，委员帮大家盘点了一篇英国每
年必去节日活动大攻略，包括英国各大重要节日和
庆典，比如伦敦新年欢乐游行、地球上最快乐的
“彩色跑”The Colour Run、“基情满满的”同
志大游行Gay Pride、以及Bank Holiday公共假日
的放假信息。除此之外，英国的圣诞季可以说是
大小老少一年中最期待的节日了。英国不但有热
闹温馨的圣诞集市，还有专门为圣诞季准备的冬
季嘉年华，举办地点就在著名的海德公园。

演唱会

年度大型活动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足球也是英国人最热衷的一项体育活动。很多国内的朋友也都是英

国球队的球迷，非常关注英超比赛（Premier League），只要有机会来到英国，不管是旅游还

足球比赛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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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篇

详细的英国看球赛攻略比如怎么买英超门票，怎么买球衣等相关信息，委员都为你们整理好啦。 

如果你热衷户外运动，喜欢挑战极限，英国有很多户外活动供大家选择：骑马、开卡丁车、彩弹
射击、水上运动（帆船、帆板、独木舟、皮划艇）、自行车骑行等等。如果觉得这些还不够刺激
的话，那么跳伞、蹦极、乘热气球听上去怎么样？是不是听到这些活动就已经按耐不住想马上去
买票玩起来啦？那就收好这篇《英国好玩儿的户外运动大盘点》吧。

● 买球票，一定要到各球队官网上买，英国黄牛也很普遍，小心遇到骗子；

● 购买球票之前建议先购买会员（Membership），比赛放票（General Sale）通常都会先开
放给会员，再给非会员。如果想获得Ticket Exchange或者Ticket Transfer也是会员才有的专

利，成为会员还可以收到球队送的小礼品杂志什么的；

● 如果想经常去看你支持的球队踢球，建议购买Season Ticket（季票），如果预算很宽裕，
可以考虑购买Hospitality Season Ticket（单独的Match Day也可以购买Hospitality套餐，
价格都要在几百镑左右，大部分可以在线购买），不仅可以去所有英超比赛、FA Cup（英格
兰足总杯）等，还可以选择包间（可提前入场）、好位置及额外的服务，比如包几道菜的餐

饮、无限酒水、预留停车位、半场休息提供茶水等；

● 每个球队推出的会员和季票套餐都不同，大家可以到球队官网详细了解每个套餐都包含哪些

福利和价格；

● 有的球队或比赛会限制每人购票数量；

● 很多知名球队驻扎的体育场在不举办比赛的时候还可以购票进行参观。

户外运动

很多小伙伴一提起夜店，就觉得那是个很混乱的场所。其实，英国年轻人去夜店（Club）就和
咱们去KTV一样普遍，在夜店喝酒跳舞是英国年轻人最常见的娱乐放松方式之一。去酒吧也一
样，到了傍晚，你就能看见大批穿着正装的白领们拿着啤酒站在酒吧门口，一看就是刚下班赶过
来的。在英国有很多适合蹦迪的地方；当然，有着“腐国”之称的大英帝国，还有很多不错的同
性恋夜店，但是委员要提醒大家，这些场所都是必须要满18岁才可以进入的，所以一定要携带
ID哦。

夜店

是学习工作，亲临球场看一场比赛，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都是件让球迷激动的事。因此，常常

有人在微博上询问委员如何在英国看球赛。这里先简单跟大家说说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6.

7.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s://www.honglingjin.co.uk/11409.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4668.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151788.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41107.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52403.html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52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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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西区最传奇的音乐剧之一，讲述了一个带有悬疑色彩的
爱情故事。从1986年开始就在伦敦女王陛下剧院上演，至今
仍是西区众多戏剧中当之无愧的人气王，魅影偏执而绝望的
爱情悲剧感动了无数观众。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情和脍炙人口
的唱段之外，舞台设计也极其巧妙，令人印象深刻。《歌剧
魅影》可以说是到伦敦必看的一部音乐剧。

由英国戏剧创作家Catherine Johnson创作的音乐剧，讲
述了少女Sophie在婚礼前寻找亲生父亲而引发的喜剧故
事，氛围轻松欢快，音乐脍炙人口，据说在观剧时观众比
台上的演员还high，会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哼唱甚至跳
舞，非常值得一看。

迪士尼经典动画《狮子王》的音乐剧版，讲述了小狮子辛
巴经历磨难获得成长的故事。这部同名音乐剧的舞台设计
和舞蹈、音乐的编排都极有心意，原汁原味地为观众呈现
出了非洲大草原的风情，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好剧。

为纪念Michael Jackson而推出的经典音乐剧。实际上
Thriller-Live不仅仅是为纪念MJ，也是向Jackson 5致敬
（Jackson 5是MJ早期参与的一个组合，是美国70年代很火
的一个团体）。这部音乐剧自2006年起在英国首次露面后已
经在多国上演，MJ的粉丝们绝对不可错过哦。

改编自著名法国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将个人命运的起伏
跌宕嵌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讲述了
一个感人至深的救赎故事，在伦敦西区自1985年上映至
今，经久不衰，席卷了世界多个重量级大奖。

根据同名儿童小说改编，该剧由Dennis Kelly编剧，Tim 
Minchin作词曲，讲述了一位天资过人的小女孩Matilda，4
岁便读完了家里所有的书，进入小学后遇到了粗暴的校长，
但老师Honey却很善良，聪颖的Matilda很快发现了Honey
的心事，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绿野仙踪》的前传，从原故事中的反派角色坏女巫的角
度展开剧情，启发观众对于善恶真相的思考。这部剧充满
新意，剧请丰满，被《纽约时报》评为“十年来音乐剧的
标杆”。

《摩门经》是一部爆笑音乐剧，虽然上演时间不算长，
但自2011年登上百老汇舞台后就广受好评，门票场场售
罄。这部剧讲述的是两个传教士传教途中的见闻和趣事，
将喜剧元素融入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中，爆笑之余又引
人深思，是西区戏剧中的后起之秀。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

Lion King
狮子王

Mama Mia! 
妈妈咪呀

Thriller Live 
纪念杰克逊

Les Misérables 
悲惨世界

Wicked 
魔法坏女巫

Matilda The Musical 
玛蒂尔达

The Book of 
Mormon 摩门经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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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nglingjin.londontheatredirect.com/musical/990/the-book-of-mormon-ticke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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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nglingjin.co.uk/231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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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烟火表演可以说是伦敦人气最高的活动之一了，同时
也是全球最大的新年庆祝活动之一。夜幕下的泰晤士河北
岸，绚丽的烟花和伦敦眼交相辉映，浪漫满分。

Trooping the Colour不仅是十分壮观的军事活动，也是
所有王室活动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庆典当天，女王
全家都会盛装出席这场年度盛典，如果想要一睹王室风
采，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伦敦时装节是“四大时装周”之一的伦敦时装周的附属活
动，专职为大家提供各类大牌设计师的最新作品秀，同时
还是一个鼓励大家剁手的超大血拼场。当然，这个血拼场
除了包含多达150余个具有知名力度的品牌外，还会有一
些时尚秀以及宣传活动，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时尚人士了
解新的时尚趋向，看到品牌的最新款式走秀。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是由全英俱乐部和英国草地网球协会
于1877年创办，是一项历史悠久而且最有声望的世界性
网球公开赛。

每年1月1日，伦敦都会举行盛大的新年游行活动，来自
世界各地的几千名表演者组成游行方队走过伦敦街头，场
面相当热闹。

每年6、7月被全球同性恋者视为同性恋自豪月，也是他
们举行大规模庆典的月份，贯穿整个夏日的庆祝游行活
动在腐国各个角落热烈上演。这场游行更成为了一项全
民盛事，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群众一起参与这场夏
日狂欢。

切尔西花卉展起源于1862年，由皇家园艺协会举办，每
年都会吸引好几百名全球顶尖的园艺工匠来参加。作为
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展之一，这里每年都能吸引超过15
万游客前来参观，也是英国王室每年必参加的一个活动
之一。

Taste of London是伦敦超有人气的户外美食节，几十
家伦敦顶级餐厅汇集在此，米其林厨师现场烹饪，还能
参加各种和美食制作品鉴有关的课程，是爱美食之人
的天堂。

London’s NYE Fireworks 
伦敦跨年烟火

London Fashion Week 
Festival 伦敦时装节

Trooping the Colour
英国女王生日皇家阅兵庆典

Wimbledon Championships 
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London’s New Year’s Day 
Parade 伦敦新年大游行 

Chelsea Flower Show 
切尔西花卉展

Gay Pride
同志大游行

Taste of London
伦敦之味美食节

目录

http://www.honglingjin.co.uk
https://www.londonfashionweek.co.uk/
http://www.wimbledon.com/index.html
http://lnyd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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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win1.com/cread.php?awinaffid=183309&awinmid=7816&clickref=UKLG19&p=https%3A%2F%2Frhschelsea.seetickets.com%2Fcontent%2Fticket-options
http://london.tastefestivals.com
http://www.honglingjin.co.uk/39338.html
http://www.honglingjin.co.uk/43368.html
http://www.honglingjin.co.uk/236352.html
http://www.honglingjin.co.uk/110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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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年都有的裸骑活动，是环保人士为了抗议环境污
染、倡导绿色生活而展开的，许多人都会在背后写上标语
来展现自己的立场，现在已经成为全英最引人瞩目的活动
之一，多城市都会参与，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活动。

在英国布里斯托，每年的八月份都会举办一个热闹非凡的国
际热气球节，参观免费！这项福利从1979年就开始了，人气
也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英国五大户外盛会之一，同
时也是欧洲最大的热气球盛会，每年会吸引超过50万名游客
和来自全球的上百只热气球驾驶团队“赴会”。

“彩色跑”是一项2011年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被称为“
地球上最快乐的5公里赛跑”。参加者身着白色T恤，跑步
过程中经过不同的彩色站，会被从头到脚抛撒彩色粉末。
活动最初创始人Travis Snyder表示：“彩色跑”旨在鼓
励专业长跑选手和运动新手们共同携手向社会展现运动所
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每年八月末的诺丁山狂欢节可以称为欧洲最盛大的夏日狂
欢盛事，它以加勒比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为主题，是英国多
元文化的象征之一。各种乐队舞蹈演出，队列游行，接连
起伏，一波接着一波，让人眼花缭乱。

每年一到夏天，一波又一波的户外音乐节快把大不列颠岛
嗨翻了。大概每年从五月底六月初开始，全英国大大小
小的音乐节都会陆陆续续开始，把大家的热情一步步推
向高潮。

喜欢动漫的小伙伴们在英国也能一过动漫展的瘾。一般
来说英国的动漫展会在类似会展中心一样的场地举行，
不得不说腐国很多“草根Cosplayer”们一点也不比国内
的差呢。

与一般大型乐团的古典音乐会上常见的正襟危坐的严肃气
氛相比，逍遥音乐会的宗旨正是打破这种传统观念，反而
去鼓励平日里没有太多机会光顾音乐厅的大众劳工阶层来
欣赏拥有一流的音乐质量和艺术水准的音乐会，这也正是
从创办至今，音乐会的票价仍然坚持走亲民路线的原因。

Winter Wonderland是每年冬季海德公园的必备节目，是
伦敦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之一，这是一个超大的露天游乐场，
不仅有游乐设施，还会有许多美食和手工品小摊，让人流连
忘返。除此之外，伦敦圣诞还会有亮灯活动和圣诞集市，冬
季特有的冰场也会在包括萨默塞特宫（Somerset House）
在内的多个地点开放。

World Naked Bike Ride
裸骑

The Colour Run 
彩色跑

Bristol International 
Balloon Fiesta 
布里斯托国际热气球节

Notting Hill Carnival 
诺丁山狂欢节

Music Festival 
户外音乐节 

BBC Proms 
古典逍遥音乐节

Comic Con
动漫展

Winter Wonderland
冬季嘉年华

购票链接

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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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最有名的同性恋夜店，但是对所有人都开放，听名字
就知道到底有多high了，这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也会有不同的驻场嘉宾带来超棒的live show，具体情况
可以去官网查询。

Egg London是一家曾入围“世界百大夜店”的超人气

club，这里汇聚了各种全球重量级的地下人才，除此之外，

一些著名的DJ比如 Pete Tong也曾在这里表演。音乐很棒，

气氛也很好，值得推荐。

号称“世界第二夜店”，可以算是英国最著名的夜店之
一，它建在伦敦地下，是由大型冷冻仓库改造而成的，环
境非常特别，地板是可以震动的，让人一进去就忍不住想
跟着音乐摇摆起来，特别带感。

以超赞的音乐演出闻名的夜店，世界顶级的DJ都会在这
里驻场，位于特别受伦敦年轻人喜爱的Shoreditch，充
满新鲜与活力，可以一直high到凌晨，也被认为是伦敦
的“艳遇胜地”。

Ministry of Sound既是一个国际音乐品牌，也是英国第
一个致力于House Music的夜店。他家的音效系统即使
在世界范围内看都算是顶级的，这也是全英国最受中国同
胞们青睐的一个夜店了，去过的都说好。 

伦敦第一家用仓库改造而成的夜店，分为两个风格迥异的
room，可以随心选择。在这里能听到的音乐种类很多，
也非常前卫，是音乐爱好者们的好去处。

坐落在伦敦著名的红砖巷（Brick Lane）附近，是一个特
别受潮人们喜爱的夜店，乐队很棒，现场的气氛也非常
high，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开party，人气非常旺。

即使是在夜店扎堆的伦敦，Queen of Hoxton也是个中
翘楚，身兼酒吧、画廊和夜店三重身份，它更像是一个文
化中心，将伦敦最时髦的年轻文化汇集于此。

Heaven

Fabric  

Egg London

XOYO

Ministry of Sound

Cargo

Corsica Studios

Queen of Hoxton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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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顶级豪门球队，1886年建队，现已获得13次英格
兰顶级联赛冠军。与切尔西和热刺并列现在的英超“伦
敦三强”，主球场是位于北伦敦的酋长球场（Emirates 
Stadium）。

曼彻斯特城队绰号“蓝月亮”，“曼城双雄”之一，主
场为伊蒂哈德球场（Etihad Stadium）。曾一度徘徊于
英超联赛与英甲联赛之间，但在2008年球队投入大量资
金，引得强援。成为英超一流球队，也收获了联赛冠军与
足总杯冠军。随着球队实力的大幅提升，近年来曼城德比
也成为备受各国球迷关注的英超赛事之一。

莱斯特城俱乐部位于莱斯特城，以皇权球场（King Power 
Stadium）作为主场，绰号“狐狸”，在2015-2016赛季获
得英超联赛冠军。作为前一赛季还未保级而战的球队，莱斯
特城于2015-2016在联赛的出色表现，上演了本世纪足坛的
一大奇迹，成为英超联赛第六支获得冠军的球队。

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于1882年建队，是英格兰第一支
同时获得顶级联赛和足总杯“双冠王”的球队。由于热刺
主场球衣为白色，球队又有“白百合”之绰号。

切尔西是目前伦敦人气最高的球队，英超大豪门，大牌球
星云集，人气爆棚，典型的英超“高富帅”球队，“伦敦
三强”之一。主场是位于伦敦富勒姆区（Fulham）的斯
坦福桥球场（Stamford Bridge Stadium）。

曼彻斯特联队，作为“曼城双雄”另一队，是英国足球
联赛的老牌劲旅，其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Old 
Trafford）是英国最大的足球场之一。曼联的队徽以红黄
色为主，图案是一个拿着钢叉的魔鬼形象，所以曼联又
被球迷叫做“红魔”。

利物浦俱乐部号称“红军”，于1892年建队，主场为安
菲尔德球场（Anfield Stadium）。利物浦在2019年欧
冠决赛中战胜热刺，再登欧洲足坛之巅！

凯尔特人和格拉斯哥流浪者队是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两大球队，合
称“老字号”，垄断苏格兰足球联赛百年之久，互为死敌。凯尔
特人主场是凯尔特人公园球场（Celtic Park），在1967年夺得
欧冠冠军，成为首支夺冠的英国球队，也是欧洲最早获得三冠王
的球队。格拉斯哥流浪者队于1872年建队，主场位于埃布罗克
斯球场（Ibrox Stadium），至今保留着获得本土联赛冠军以及
本土赛事三冠王最多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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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红领巾2019-2020消费手册，如果觉得好，记得分享
给身边有需求的朋友们哦！委员等着你一起来剁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过我们的网站、微博和微信，下面是各种跟委
员搭讪的方法：

门户网站： www.honglingjin.co.uk

折扣网站： www.honglingjin.co.uk/deals

新浪微博： @英国红领巾  @红领巾购物委员  

微信公众号： @英国红领巾 @红领巾购物委员

小红书： 英国红领巾

Instagram： redscarfuk

APP： 英国红领巾

点击这里订阅红领巾每日邮件折扣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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