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在英倫 8 日(含稅)  

出發日期:04/09、04/23、05/07、05/21     售價:48,888 元 
 

【航班安排】  

★搭乘中華航空班機直飛倫敦，當日抵達。 

★回程晚班機，當天還能安排行程。 

 

【行程特色】 

倫敦眼摩天輪：倫敦最知名景點，泰晤士河畔全新地標，登上倫敦眼將精華景緻一覽無遺。 

註：遇倫敦眼不開放則改為登上碎片塔。 

 



史前巨石群：3000 多年前屹立至今的神秘巨石群。 

 

傳統英式下午茶：來英國怎能不享用一頓三層式下午茶！正統的吃法是：由下往上、由鹹到甜。最下層通常是各式口味的三明

治，中間則是英國最知名的點心 -- 司康 SCONE，吃司康時要切成兩半，先抹上厚厚一層特製濃縮奶油，再隨自己喜好塗上果醬，

然後大口咬下！最上層則是馬卡龍或主廚特製甜點。再配上一壺英國人最愛的茶，享受愜意時光。 

 
註：圖片僅供參考，菜單依餐廳當日提供為準，不含酒精飲品。  

劍橋大學城： 

聞名全世的大學城，在這學術名鎮，您可悠閒地漫步在各具特色、各擁風格的學院間。 



 

牛津大學：英國最古老之大學，既是嚴肅的學術殿堂，也是戲謔人生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的起源處，處處洋溢著濃厚的學

術氣息。 

 
 

溫莎古堡：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愛情傳說，也是哈利王子與梅根大婚之處。 

 



 

科茲窩鄉村巡禮(水上伯頓+拜伯里)：坐擁英格蘭最美田園風景。 

 

碧斯特折扣城：特別安排英國中部著名的購物中心。這裡有您想要的英式時尚款式的各種衣服、精品等，而且價格都不貴，小心

您不要荷包大失血。 

 



巴斯：倫敦西方的古老城鎮，英國最有名的溫泉城，保留了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留下的礦泉浴池，因傳說有一王子因患痲瘋病被

放逐至此，看到豬在熱泥中打滾治病，效法嘗試後居然將病治好，後來興建此城。成為流行溫泉渡假勝地。 

 
 

英國國家美術館(安排專業中文導遊入內解說)：從 13 到 19 世紀，多達 2300 件的藝術珍寶。最知名的有：達文西的《岩間聖

母》、梵谷的《向日葵》、波提切利的《維納斯與戰神》以及許多莫內的畫作。 

 
 

大英博物館(安排專業中文導遊入內解說)。 

 



自然史博物館：她原屬大英博物館的一部分，共有 6800 萬多種標本，館內分成四大區，以藍、橘、綠、紅劃分四主題，每個館皆

有不同主題包含物種起源、隕石等，還有許多可讓遊客互動學習的設計， 

當然中庭的那具高大的藍鯨骨骼，是整館吸睛的焦點！ 

 

炸魚薯條：最道地的國民美食，北海鮮魚配上美味馬鈴薯，英國人可以每天都吃炸魚薯條而不覺得膩。 

 

英式傳統烤肉餐 

 



牛津中西式自助餐 

 

鄉村莊園飯店：CROWNE PLAZA HEYTHROP PARK OXFORD 或 MERCURE WARWICKSHIRE WALTON HALL 或其他莊園飯店。 

註： 

1.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恕無法指定飯店，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2.提醒您莊園飯店主建築房間數有限，部份房間位於側翼或附屬建築仍屬莊園飯店，團體住宿房間由飯店依當日住房狀況分配，敬

請貴賓見諒。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4/09 

〔星期二〕  
CI069  台北(桃園)  蓋威克(倫敦)  08:50  15:50  

2019/04/15 

〔星期ㄧ〕  
CI070  蓋威克(倫敦)  台北(桃園)  21:10  17:55+1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倫敦蓋威克機場(飛行時間約 14 小時～A350 直飛不中轉當天抵達)～倫敦外圍小鎮 

 

懷著浮雲遊子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踏著輕鬆輕快的腳步，搭乘中華航空班機飛往英國，於當天飛抵霧都～倫敦，隨即

專車接往旅館休息，以調整時差、舒解長途飛行之辛勞。  

貼心的建議： 

1.航班時間長，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餐 食： (早餐) 溫暖家中 (午餐) 機上 (晚餐) 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 宿： Heston Hyde Hotel 或 Leonardo Heathrow Airport 或 Renaissance Heathrow Airport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倫敦～(123KM)史前巨石群～(54KM)巴斯～西部小鎮 

 

史前巨石群：位於英格蘭威爾特郡，每年都有超過百萬遊客從世界各地慕名前來參觀。巨石陣是英國

最著名的史前建築遺跡，它的建造起因和方法至今在考古界仍是個不解之謎。巨石陣也叫做圓形石

林，位於英國離倫敦大約 120 公里一個叫做埃姆斯伯里的地方，那裡的幾十塊巨石圍成一個大圓圈，

其中一些石塊足有六米之高。據估計，圓形石林已經在這個一馬平川的平原上矗立了幾千年。1986

年，巨石陣、埃夫伯里和相關遺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整個巨石陣的結構是由環狀列石及環狀溝所組成，環狀溝的直徑將近 100 公尺，再距離巨石陣入口處外側約 30 公尺的地方，有

一塊被稱為《席爾》的石頭單獨立在地上，如果從環狀溝向這塊石頭望去，剛好是夏至當天太陽升起的位置，因此部分的學者認

為古代民族用巨石陣來記錄太陽的運行。 

現為了保護這群史前巨石，以繩索加以隔離，只能在外圍觀看。  

【入內參觀】史前巨石群 

【特別安排】英式傳統烤肉餐  

巴斯：保留了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留下的礦泉浴池。因傳說有一王子因患痲瘋病被放逐至此，看到豬在熱泥中打滾治病，效法嘗

試後居然將病治好，後來興建此城。成為流行溫泉渡假勝地。現今巴斯建築物多為西元 18、19 世紀所建。普特尼橋、皇家新月

樓廣場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下車拍照】羅馬浴場、普特尼橋、皇家新月樓廣場。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英式傳統烤肉餐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 宿： 
Hilton Garden Inn Bristol City Centre 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Bristol North 或 Jurys Inn Swindon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西部小鎮～柯茲窩鄉村巡禮【最美小鎮水上伯頓+拜伯里】～(53KM)牛津～(23KM)碧斯特折扣城

【鄉村莊園飯店】 

 

早餐後前往充滿英格蘭田園風光的科玆窩地區(Cotswold)，以蜂蜜色石材建成的傳統建築，構成一座座

迷人的鄉間小鎮，點綴在一片翠綠的山丘中，不時可見的可愛羊群、緩緩流過的小溪、純樸的小鎮風

情，成為英國人的心靈故鄉。首先來到英格蘭的世外桃源—水上伯頓，在高度工業化的英國大城環繞

間，這裡依舊保持著小橋流水、慵懶平靜的氣息，Woodrush River 從小鎮中央緩緩流過，跨過石橋兩

側，是可愛的住家及商店，可讓您好好沉澱享受，放慢腳步。緊接著前往被藝術家威廉•莫里斯稱為

「英格蘭最美麗的村莊」的拜伯里(Bibury)，一賭世界知名的阿靈頓排屋。這阿靈頓排屋始建於西元 1380 年，當初正是以羊毛店

聞名，後 17 世紀才改成現在的織紡店。  

【下車拍照】水上伯頓、拜伯里、阿靈頓排屋  

牛津大學：英國最古老的大學所在地，既是嚴肅的學術殿堂，也是戲謔人生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的起源處，處處洋溢著濃

厚的學術氣息。基督教堂學院是牛津最大、建築最壯觀的學院，當然也因哈利波特的關係，是牛津人潮最洶湧的觀光勝地。而且

這學院最引以為傲之處，就是在近代 200 年內產生了 16 位英國首相！真是人才濟濟。此城處處洋溢著濃厚的學術氣息，如：萬

靈學院，以及著名參觀景點瑞德克利夫拱頂、波德里安圖書館等都值得您細細品味。  



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英國中部著名的購物中心，這裡有您想要的英式及歐洲時尚款式的各種衣服、精品、童裝

等，匯集一些世界主要名牌的折扣店，主要有 DUNHILL，BURBERRY，ZEGNA，PAUL SMITH，BOSS，VERSACE，CK，

POLO，ELTEE LAUDER，CHARKS，極度乾燥 等名店。這裡無論是正裝，還是休閒裝或是毛衣、化粧品都有不錯的選擇，物美

價廉。小心您不要荷包大失血ㄡ！ 

https://www.bicestervillage.com  

【特別安排】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 

【下車拍照】基督教堂學院、萬靈學院、瑞德克利夫拱頂、波德里安圖書館。 

【特別安排】中西式自助餐 

【特別安排】英式莊園飯店。 

 

註：今日體驗英式傳統莊園風情，莊園飯店容易有不同棟房型落差、無電梯設備、無冷氣等問題，敬請見諒。(若飯店無電梯則

將提供行李員搬運行李)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西式自助餐 (晚餐) 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住 宿： 
Crowne Plaza Heythrop Park - Oxford 或 Mercure Warwickshire Walton Hall Hotel &Spa 或 Mercure 

Brandon Hall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莊園飯店～(138KM)劍橋～(105KM)倫敦 

 

劍橋：聞名全世的大學城，在這學術名鎮，您可悠閒地漫步在各具特色、各擁風格的學院間：國王學

院是劍橋大學最著名的學院，學院內的國王禮拜堂是劍橋建築的一大代表，也是中世紀晚期英國建築

的重要典範。三一學院是劍橋大學最大的學院，三一教堂外，有一棵從牛頓家鄉移植來的蘋果樹，以

紀念這位萬有引力之父。當然也別忘了循著徐志摩的足跡，懷舊緬懷一番。您可自費乘坐撐篙船，漫

遊在這學術勝地。 

 

【下車拍照】國王學院、三一學院、三一教堂  

倫敦塔：位於泰晤士河畔，曾是英國王室的居所、寶庫、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可見到塔上長久以來居住於此的一群烏鴉，尖厲的

叫聲，增添倫敦塔的神秘淒冷，令您回想起當年許多當權得勢的王侯后妃一旦失寵，便會淪為倫敦塔的階下囚。 

 

倫敦塔橋：倫敦最經典的地標之一，哥德式外觀的建築於 1894 年完工。想看塔橋升起的景像嗎？您可得碰碰運氣ㄡ！  

柯芬園廣場：分為北中南三區，除了有多種英國商品包括像小古玩、衣服、手工藝品、小禮品，還有兩個古物市集 APPLE 

MARKET 和 JUBILEE MARKET，廣場中央則是街頭藝人大顯身手的舞台！從 12 世紀的菜園，到 17 世紀轉為民眾日常的果菜市

場，柯芬園隨著時間的演變，今日發展成為創意小舖及流行商店齊聚的購物市集，奧斯卡獎經典電影《窈窕淑女》也在此拍攝，

使得柯芬園聲名大噪。  

【下車拍照】倫敦塔、倫敦塔橋、科芬園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 宿： 
Heston Hyde hotel 或 Leonardo Hotel London Heathrow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Hotel 或 同級旅

館 

第 5 天 倫敦(市區觀光、大英博物館、國家美術館) 

 

早餐後先前往位於泰晤士河畔，沿著泰晤士河畔進入市中心參觀世界議會制度起源地的英國國會及國

會右側的一座石造鐘塔～大笨鐘，國會開會期間會放出閃耀的光芒景象壯觀，鐘塔每小時報時一次，

倫敦市區每個角落的居民都能聽見。 

註：大笨鐘預計維修至 2021 年，在此之前一年只會敲響兩次，分別為 1/1 的 00:00，一次為 11/11 的

11:11。 

 

之後再前往歷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有著美麗歌德式外觀是英國皇室貴族舉行結婚典禮的聖地；參觀完後，再前往英國皇室

居所～白金漢宮，若運氣好的話更可見到雄糾糾氣昂昂造型特殊的御林軍進行交接儀式，感受英國王室的驕傲與光榮。  

炸魚薯條：最道地的國民美食，北海鮮魚配上美味馬鈴薯，英國人可以每天都吃炸魚薯條而不覺得膩。 

 

大英博物館：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稱《世界三大博物館》。館內蒐集的文物珍品縱橫東西方，包羅萬象令您大開

眼界，尤其是二樓的木乃伊室，珍藏著遠自埃及運來的數十具木乃伊更是您不可錯過之重點。  



英國國家美術館：從 13 到 19 世紀，多達 2300 件的藝術珍寶。最知名的有：達文西的《岩間聖母》、梵谷的《向日葵》、波提

切利的《維納斯與戰神》以及許多莫內的畫作。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國家美術館。 

【下車拍照】英國國會、大笨鐘、西敏寺、白金漢宮。 

【特別安排】炸魚薯條。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炸魚薯條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 宿： 
Heston Hyde Hotel 或 Leonardo Hotel London Heathrow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Hotel 或 同級

旅館 

第 6 天 倫敦(全日自由活動，請自理交通及午晚餐) 

 

全日自由活動，交通餐食請自理(建議您可自行前往以下景點或是參加領隊的自費項目)  

倫敦最古老美食市集 Borough Market: 

Borough Market 外觀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古老的市集~說它古老可不是開玩笑，這個市集從 13 世紀就開始了，原本就是生鮮

市場來著的，翻成普通話叫做菜市場。Borough Market 的攤位是經過設計規劃的，雖然有現場煮食的攤位，但整潔度卻是一級

棒！市場裡面販售美酒、起司、調味料、生鮮，還有倫敦各地的美食攤位。 

 

地鐵：貝克街 Baker Street 

●偵探迷千萬不能錯過的貝克街 221B 號上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一睹福爾摩斯的風采。 

 

地鐵：龐德街站 Bond Street】 

●Selfridge 百貨：牛津街上百年傳奇百貨公司，內部陳設極簡時尚，是最主流的百貨公司。 

●Piccadilly Circus：滿足各式需求的購物商圈。 

●Fortnum&Mason：皇室最愛百年極品紅茶。 

●Bond Street：倫敦香榭麗舍及第五大道。 

 

【地鐵：塔丘站 Tower Hill】 

●倫敦市政廳：扭曲球體造型的前衛建築。 

●莎翁環球劇院：重現 17 世紀莎翁劇場風貌。 

●泰德美術館：世界規模最大的現代藝術殿堂。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 宿： Heston Hyde 或 Leonardo Hotel London Heathrow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倫敦～(42KM)溫莎【傳統英式下午茶】～蓋威克機場／桃園(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45 分鐘～A350

直飛不中轉) 

 

國王十字車站：倫敦五大火車站之一，在車站內您會看到許多魔法迷，努力尋找 9 3/4 月台。站方為了

滿足麻瓜們的幻想，非常 KUSO 的在第 9 月台裝了半個鑲入的牆壁中的推車！  

自然史博物館：她原屬大英博物館的一部分，共有 6800 萬多種標本，館內分成四大區，以藍、橘、

綠、紅劃分四主題，每個館皆有不同主題包含物種起源、隕石等，還有許多可讓遊客互動學習的設

計， 

當然中庭的那具高大的藍鯨骨骼，是整館吸睛的焦點！  

傳統英式下午茶：來英國怎能不享用一頓三層式下午茶！正統的吃法是：由下往上、由鹹到甜。最下層通常是各式口味的三明

治，中間則是英國最知名的點心 -- 司康 SCONE，吃司康時要切成兩半，先抹上厚厚一層特製濃縮奶油，再隨自己喜好塗上果

醬，然後大口咬下！最上層則是馬卡龍或主廚特製甜點。再配上一壺英國人最愛的茶，享受愜意時光。  

溫莎古堡：位於英國英格蘭東南部區域伯克郡溫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鎮溫莎，目前是英國王室溫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現

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個。溫莎城堡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威廉一世時期，城堡的地板面積大約有 45,000 平方公尺。

與倫敦的白金漢宮、愛丁堡的聖十字宮一樣，溫莎城堡也是英國君主主要的行政官邸。現任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每年有相當

多的時間在溫莎城堡度過，在這裡進行國家或是私人的娛樂活動。您可自由購票入場，古堡內提供中文耳機導覽。  

傍晚專車前往機場，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的英國旅程。夜宿機上。 

 



【入內參觀】自然史博物館。 

【下車拍照】國王十字車站、溫莎古堡。 

【特別安排】傳統英式下午茶。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英式下午茶 (晚餐) 機場退稅，敬請自理 

住 宿： 夜宿機上 

第 8 天 桃園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忘的歐洲之旅。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

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見諒。 

餐 食： (早餐) 機上 (午餐) 機上 

住 宿： 溫暖的家 

 

【自費活動】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倫敦 
倫敦泰晤士河

遊船 

帶您搭乘泰晤士河遊船，將河兩岸的風光盡收眼底，國會

大廈、大笨鐘、倫敦眼摩天輪等，讓您從不同的角度欣賞

這美麗而偉大的城市。 

   

活動時間： 約 40 分鐘 

報名方式： 在國外向領隊報名 

費用包含： 含車費、船票、訂位費、小費 

特別說明： 人數須達 16 人以上 

營業時間： 09:30-16:00 
 

幣別：英磅 

大人：25 

小孩：25 

倫敦 劍橋撐篙船 

撐篙船是用一根長桿控制平底船的行進，大多由當地學生

來工作，撐篙者多半操著優美的道地英國口音，沿途介紹

劍橋康河的歷史美景。穿梭在古老的學院建築間，親身感

受徐志摩詩中描述的浪漫意境。 

   

活動時間： 40 分鐘 

報名方式： 在國外向領隊報名 

費用包含： 船資、小費、訂票費 

特別說明： 人數須達 10 人以上 

營業時間： 不定 
 

幣別：英磅 

大人：20 

小孩：20 

倫敦 
米其林一星餐

廳體驗 

米其林指南是餐飲界的聖經，而能獲得星星的餐廳或廚

師，更將此當成莫大榮耀，帶您體驗米其林一星餐廳。 

   

活動時間： 1.5 小時 

報名方式： 盡早向領隊報名 

費用包含： 米其林一星餐廳午餐、訂位費、車資、小費 

特別說明： 米其林餐廳需提前預訂，請盡早向領隊報名 

營業時間： 12:00-14:00 
 

幣別：英鎊 

大人：70 

小孩：70 

倫敦 倫敦一日遊 

泰晤士河遊船～美食市集 Borough Market～海德公園

Hyde Park～攝政街自由購物。 (1)泰晤士河遊船，將

河兩岸的風光盡收眼底，國會大廈、大笨鐘、倫敦眼摩天

輪等，讓您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這美麗而偉大的城市。 (2)

倫敦最古老美食市集 Borough Market: Borough 

Market 外觀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古老的市集~說它古

老可不是開玩笑，這個市集從 13 世紀就開始了，原本就

是生鮮市場來著的，翻成普通話叫做菜市場。Borough 

Market 的攤位是經過設計規劃的，雖然有現場煮食的攤

位，但整潔度卻是一級棒！市場裡面販售美酒、起司、調

味料、生鮮，還有倫敦各地的美食攤位。 (3)海德公園:

海德公園（Hyde Park）是英國最知名、最大的皇家公

園。公園佔地 2.5 平方公里。繁華都市裡難得沒有邊際的

幣別：英磅 

大人：70 

小孩：70 



綠野，演說者之角、騎馬道和戴安娜王妃紀念噴泉是公園

裡比較熱門的小景點。 18 世紀以前，海德公園是英王的

狩鹿場，1851 年，維多利亞女王首次在這裡舉辦倫敦國

際博覽會，公園裡還有騎馬專用道，有機會看到騎著西洋

大馬的人經過，帶給您無限驚喜。 (4)攝政街：位於倫敦

市中心，攝政街可以說是全英最有名的街道。攝政街擁有

獨一無二的購物體驗和生活方式。每一年都有超過 7.5 億

訪客到訪攝政街，不僅僅是購物，這裡還擁有許多餐廳和

咖啡廳供您選擇。 

   

活動時間： 10 小時 

報名方式： 在國外向領隊報名 

費用包含： 
泰晤士河遊船船票、中式午餐、一日車資、

導覽費、小費 

特別說明： 人數須達 16 人以上 

營業時間： 倫敦一日遊 
 

 

【行程規定】 

以上表列行程，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 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

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見諒。 若有特殊餐食、兒童餐者，請您在報名

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少請於出發前七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以利為您處理。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

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

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因大床房型數量有限，若遇旅遊旺季期間，有時遇飯店無法提供，敬請見諒。 若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有些飯店無法保證會有 3 人房型，酒店通常是以房內多擺一張行軍床或折疊床來安排，或無法加床時，請恕

見諒。 因本行程不提供行李員之服務，所以您可省下進出房間的行李小費，和等候送行李的時間 2003 年元月歐盟公告”自即日起

遊客進入歐盟國家，不得攜帶肉類及乳類物品或加工品入境 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

資料為準。 高北高接駁：純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力協助訂位，但不保證一定有機位，接駁費用另計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

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8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

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

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

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

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小費說明】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 英鎊*8 天=80 英鎊  
 

【旅遊錦囊】 

電壓：英國的電壓為 220V，三角孔插座，如有需要請自備變壓器及轉換插頭。 時差：夏季期間英國比台灣慢七小時。冬季期間比

台灣慢八小時。 幣值：英國仍使用英磅，歐元及美金並不流通，建議您出國直接兌換英磅最為方便，在商店中購物普遍上信用卡

也都可以被接受。 住宿：以三～四星級旅館為主，旅館內無牙刷、牙膏，吹風機亦不是每家旅館都有，並另請自備拖鞋。 

特別注意：由於歐洲部份城市的旅館，由於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供應沐浴的方式；於是，如果同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

易產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或不均的狀況。 

● 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 分鐘至 60 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 

● 盡量避開大家熱門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 

● 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安全：上、下遊覽車或遊覽觀光區時，慎防搶劫

或扒手，錢財或護照等貴重物品務必慎重保管。離開飯店或遊覽車時，請仔細檢查隨身物品以免遺失。 

歐洲地區保險法規明定，旅遊團體所使用的遊覽車對車內的旅客（依團體名單）人身保有意外險，但對旅客所存放的行李或私人

物件，不附遺失或損壞之賠償。在住宿的旅店中，若旅客離開房間，對置放於房內之行李或物品亦不附帶保管的責任。 購物：歐

洲有世界一流的名牌服飾、皮件購物重點，如西服，布料等。（歐洲地區如遇國定假日與週日，商店均休息不開店） 禁忌：前往

歐洲旅遊，教堂是不可錯過的重點，但請注意服裝，著短褲、迷你短裙及露背裝是禁止入內的。在參觀博物館或美術館或教堂

時，拍照或攝影有時是可以的，通常不可使用閃光燈。 電話：在歐洲境內，使用電話卡打國際電話非常方便，一般在公共電話即

可利用。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00+886+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 00+886+932........(0932....不需撥 0)。 飲水：歐洲大多數國家人民均生飲自來水習慣，因此旅館房

間少有熱水提供，若有需要，請自備電湯匙、變壓器及容器等或自購礦泉水飲用。 新制：2003 年元月歐盟公告，自即日起遊客進

入歐盟國家，不得攜帶肉類及乳類 物品或加工品入境。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請於班機起飛

前二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領隊將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後將護照

發還給團員。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

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

全鎖，以策安全；使用浴室時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發生危險；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房間內吸煙，聽到警

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前往海邊

戲水請務必穿著救生衣，並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

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等，易增加身體負擔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搭車時請勿任意更

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團體需一起活

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

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錢幣：台灣出境 

》台幣：現金不超過 100,000 元。 

》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

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國人旅遊購物免稅額規定： 

 

1.每人可攜回新台幣 2 萬元免稅額購物商品。海關查出逾額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2.每人可再攜回五部 3C 產品為上限，海關查出未申報超出量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檢疫須知： 哪些東西不能帶？為了您通關順利，請勿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禁止旅客攜帶的動物及其

產品： 

》活動物：犬、貓、兔、禽鳥、鼠等。 

》動物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肉類及其製品（如香腸、肉乾、貢丸、餛飩、烤鴨等）、含肉加工品（速食麵、雞湯、含肉晶粉

等）、蛋品、鹿茸、血清等生物樣材等，包含已煮熟、乾燥、加工、真空包裝處理之產品。 

》新鮮水果。土壤、附著土壤或有害活生物之植物。活昆蟲或有害生物。自疫區轉運之植物及植物產品。 自 97 年 10 月 1 日起，

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如未主動向關稅局申報或未向本局申請檢疫而被查獲者，除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罰鍰外，如有違

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 下機至出關途中請旅客主動將動植物產品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配合檢疫偵測犬隊執行行李檢查。 

旅客檢疫相關規定，可參考網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出入境旅客檢疫注意事項」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