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剑桥大学半日游旅游配套：
(A) 27/8/16（星期六）上午 10 时至下午 12 时 30 分
集合时间：9 时 30 分
集合地点： 剑桥大学市中心 (City Centre)
步行参观景点 1 个小时半：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including Newton’s Apple tree), 评议会大
楼(the Senate House), 国王学院及礼拜堂 (The front of King’s college and Chapel), 圣体钟(the
Corpus Chronophage), the Eagle (discovery of DNA) etc. 及乘坐平底船（Punting） 1 个小时 游览
学院后院（the Backs）

(B) 28/8/16（星期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1 时
集合时间：8 时 30 分
集合地点： 剑桥大学 Queen’s Green
乘坐旅巴参观景点 3 个小时：





参观以上(A)景点；
接着游览剑桥北部的小镇 Ely （伊离），路经大教堂（Cathedral）及主教宫（Bishop’s
Palace）；
在 Riverside 有很多咖啡馆及酒吧，将停留 30 分钟享用茶点，同时欣赏停放河边的
houseboats。（注：所有餐饮必须自行付费。）
乘坐平底船（Punting） 1 个小时 游览学院后院（the Backs）

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圣体钟(the Corpus Chronophage)

评议会大楼(the Senate Hse.)

the Eagle (discovery of DNA)

剑桥北部小镇 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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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行 – 自行安排
剑桥大学景点介绍：
剑桥大学有近 600 年历史，共有 31 个学院，科学和工业是剑桥最引以为傲的学术。剑桥大学孕育出的杰
出人才有牛顿、培根、6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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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几个主要景点介绍：

(A) 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成立于 1441 年，由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设立创建，因而得名“国王”学
院。
最初创立时只有 1 名院长和 70 名学生，全部来自伊顿公学。当时国王学院是专门为亨利六世所创的伊顿
公学的毕业生而建立的，不收其他学生。
为了显示国王的雄厚财力，学院建立之初就追求宏伟壮观的建筑，而其建筑群中最著名的当属国王学院
礼拜堂，它耸入云霄的尖塔和恢弘的哥特建筑风格已经成为整个剑桥市的标志和荣耀。

学院礼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

国王学院正门，新哥特风格。

(B) 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是剑桥大学
第二大学院，在学生人数上仅次
于三一学院，学院的创办人是王
太后玛格丽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女士。学院原来是 13
世纪时修建的剑桥圣约翰医院，
到 16 世纪初时医院已经破旧不堪。
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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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于是向亨利七世的母亲、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
创办人玛格丽特·博福特女士建议在医院的原址上兴建
一所新的学院，获得其允诺。1509 年博福特在学院的
蓝图还未规划好之前就去世了，费舍尔之后又花了 2
年时间才取得国王和大主教对学院的支持，并最终于
1511 年 4 月 9 日创办了这所圣约翰学院。圣约翰学院
最著名的一座桥是连接第三庭院与新庭院的叹息桥（原
名新桥），由于其造型与威尼斯的叹息桥相似而得名。
圣约翰学院—叹息桥(Bridge of Sighs)。

(C) 纪念徐志摩-《再別康橋》诗碑
2008 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国王学院，在剑河之滨的
一块草地上，为中国诗人/散文家徐志摩立了一块白色大
理石的诗碑。徐志摩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

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这块诗碑，如今已
成剑桥一景。镌刻诗句的石碑，被切出两个平面，徐志摩
《再别康桥》的前两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
来”，和后两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被
放在参差错落的两个平面上。这两个参差错落的平面或许
是当作省略号，意在指出这相隔的 4 句诗之间还有很多字
句，很多故事。

(D) 剑桥市集广场（Market Square）
剑桥是一个市场城市，自中世纪开始
就有很多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市集广
场摆摊做生意。这些摊位售卖的商品
种类繁多，包括书籍、音乐、电影、
服装、珠宝首饰、新鲜的食物、二手
自行车、植物、手机及配件等等；摊
位摆卖时间：每逢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周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则以当地美食及创
意市集为主日例如艺术和工艺品市场，
售卖来自当地农民的有机农产品和一些具有才华的艺术家、工匠、窑匠、雕刻家和摄影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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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康河上游茶园（The Orchard at Grantchester）
位于剑桥西南小镇格兰彻斯特（Grantchester）的 The Orchard，
始于 1898 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成为果树茶园纯属偶然。
据说当年一位长袖善舞的剑桥学生罗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
为了逃离校园繁忙的社交圈而搬到格兰彻斯特，没想到不但他没
闲下来，更打乱了小乡村的宁静，把小说家维吉尼亚 · 沃尔芙
（Virginia Woolf）、诗人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哲
学 家 罗 素 （ Bertrand Russell ） 、 维 特 根 斯 坦 （ Ludwig
Wittgenstein），经济学家凯恩斯（Maynard Keynes）等等文人
都引来这里。他和这些人一起组建了遐迩闻名的“格兰切斯特小组”
（Grantchester Group），与伦敦的“布卢姆斯伯
里小组”（Bloomsbury Group）相映成趣。
不言而喻，格兰切斯特也成了剑桥学子及游客心
中的净土。大家或沐浴着夕照步行而来，或迎着
轻风骑车而来，或沿着剑河撑船而来。远离剑桥
城中辉煌的建筑和如潮的人流，来到小镇格兰彻
斯特寻找片刻的安宁。果园里往往坐满了品茶、
吃饭的食客。果园林木茂密，一眼望不到头。树
丛中、草地上，散落着绿色的帆布椅和粗木桌。
不高的果树四处散落，足以给你遮阳，却又挡不
住一片蓝天。一切都自然而然，一切都恰到好处。

(F) 若欲自行安排游览上述景点或其他的旅游景点，可参考下列链接：

http://gwydir.demon.co.uk/jo/walks/river3.htm
(G) 英国重要联络电话号：
英国友会会长-李鹏抟学长：

国际电话拨+447867673208
+60164022985/ +6012408 2985

当地电话拨 07867673208

华会筹委会委员 Ms. Adeline Goh: 国际电话拨+447717138930

当地电话拨 0771713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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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景点位置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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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机场到剑桥大学的交通，请参阅：
(A)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London Heathrow Airport)到剑桥大学
(i)
National Express 长途巴士




Heathrow
机场车站



剑桥市中心
(快车：2 小时 40 分钟)
(慢车：3 小时 20 分钟)

(ii)
Underground -Piccadilly Line

Heathrow
地铁站

(全程：快车 45 分钟)

National Rail 火车

伦敦地铁站
国王十字火站
(King‟s Cross
Stations)

(全程：快车 45 分钟)

(B) 从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London Stansted Airport)到剑桥大学
(i)
National Rail 火车




Stansted
机场火车站



剑桥火车站
(快车：30 分钟)
(慢车：50 分钟)

(ii)
National Express 长途巴士






Stansted
机场火车站

剑桥市中心
(全程：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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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