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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1 魅力歐洲～英格蘭蘇格蘭(北高地)絕美湖區全覽 13 天 
～尼斯湖、雙景觀火車、雙米其林、雙大學城、溫莎古堡～ 

NT:127,900 元/人 含稅(不含導領小費) 
◎本行程為聯營團體，將以魅力歐洲名義出團。 

    

英格蘭～輝煌的大不列顛，永遠的日不落國帝國 

倫敦的霧，聞名世界，霧都之名不逕而走，建都九百多年的倫敦，歷代王室留下了無數的名勝古

跡，而牛津、劍橋大學更是為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幾許的文化氣息... 

 
 

蘇格蘭～風笛手與格子花紋蘇格蘭裙的故鄉 

位於大不列顛島北半部，境內風光浪漫迷人，依山傍水素有”北方的雅典”之稱。這裡的歷史、神

話和傳奇定會讓遊客終身難忘！愛丁堡的城市風景引人入勝；各種博物館、畫廊、大學和節日都在

展現這個充滿生機的現代藝術文化都市的風采。高地郡首府伊凡尼斯，各種酒吧和酒館提供多姿多

彩的夜生活，加上時尚的購物中心，令此地成爲最佳旅遊中心… 

 

 
 

 



【獨家安排蘇格蘭北高地深度之旅】 
『高地』是在冰河時期形成的優美湖泊沿著峽谷散布著，在這裡可觀賞到蘇格蘭獨特的雄偉大自然景

觀，非一般 9~10 天英國團體能夠安排此處！ 

 
 

蘇格蘭北高地必走七大景點： 
第一大景點【史特林】：電影『英雄本色』裡主角威廉華萊士的活躍地，這裡是上高地的對外門戶、

擁有優雅風光的寧靜小鎮。而其中的史特林城堡是蘇格蘭女王瑪麗度過童年的地方。出生後 6 個月

就登基為女王的瑪麗，就在這城堡教堂舉行加冕儀式。 

 

第二大景點【蘇格蘭威士忌酒廠】：獨家安排威士忌酒廠參觀釀造過程，讓您親身體驗世界級威士忌

酒的製作過程。(如遇客滿會改訂其他家酒廠) 

威士忌酒廠~大麥叮  
 

 

 

 

 

 

 

 

 
 

 

 
 



第三大景點【伊凡尼斯】：源自尼斯湖的尼斯河畔發展，高地的中心都市。石造舍沿著幽靜的尼斯河

兩岸綿延，形成優美的街景。 

 

第四大景點【尼斯湖遊船】：迷霧中尼斯湖~尼斯湖最著名的名勝便是水怪傳說之地。安排搭船尋水

怪行蹤。  

 

 

第五大景點：【威廉堡】：位於與尼斯湖串連、細長形的利尼湖尖端的小鎮。這裡也是前往英國最高

峰的尼維新峰及優美的尼維斯峽谷的觀光據點。 

 

 

 

 

 

 

 

 

 

 

第六大景點【北高地景觀火車】：安排梅萊格到威廉堡的蘇格蘭景觀火車 讓您有不同的方式體驗北

高地的美；威廉堡位於與尼斯湖串連細長形的利尼湖尖端的小鎮。這裡也是前往英國最高峰的尼維新

峰及優美的尼維斯峽谷的觀光據點。(如遇蒸汽火車客滿則改一般火車) 

第七大景點【蘿夢湖+露絲小鎮】： 

這是英國最大的淡水湖，連峰的山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我們將欣賞這美麗的湖光山色！我們將安

排前!蘿夢湖畔旁的童話小鎮-露絲小鎮(LUSS) 

 



★全台灣飛往英國最佳的航班：長榮航空 
當您還在忍受外籍航空轉機的辛苦且空服員語言不通、沒有親切的服務時，搭乘世界十大安全航空的

長榮航空是您最佳首選；長榮航空每天早班機飛往英國首都—倫敦，當天即抵達倫敦，免除機上過夜

疲勞(歐洲多住一天)，回程是晚回班機返回台灣，等於多玩一天 十足的晚整 12 天 是其他航空公司

不可取代的。 

 

 

 

 

 

 

 

 

 

 

★特別安排英國內陸班機 
倫敦安排搭飛機前往愛丁堡，長達近 700 公里的拉車之苦我們替您解決了！市場有標榜搭國鐵省車

程，其實他的速度比自強號還慢，況且只是英國中部到愛丁堡，並不能完全解決拉車之苦的。      

 
★英國最佳的住宿體驗： 
＃.在英格蘭及蘇格蘭特別安排入住莊園風格飯店，讓您親身體驗中世紀英國皇室的尊貴！

【 08/03-08/25 2018 卡蘇格蘭軍樂節（Edinburgh Military Tattoo），如遇滿房會以其他 3~4 星飯

店替代】 

 

DOUBLETREE BY HILTON DUNBLANE 或 AIRTH CASTLE & SPA RESORT HOTEL 或同級莊園飯店 

AIRTH CASTLE & SPA RESORT HOTEL  

DOUBLETREE BY HILTON DUNBLANE   

 

 

 

 

 

 

 

 

 

http://www.airthcastlehotel.com/information/travel-info/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airthcastlehotel.com/information/travel-info/
http://doubletree.hilton.co.uk/dunblane


 

CROWNE PLAZA HEYTHROP PARK 或 MERCURE BRANDON HALL 或同級 

   
 

＃.倫敦最後 2 晚安排 HILTON WEMBLEY 或 HILTON DOCKLANDS 或 CROWNE PLAZA EALING 或

同等級，讓您擁有最優質的住宿品質，盡情享受旅程中的美好！ 

註：如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英國深度之旅不可或缺的 6 好禮： 
好禮 1：溫特蜜爾湖區必走行程～遊艇遊湖+古董蒸汽火車 
湖區~是指英格蘭西北部坎伯蘭一帶，散佈著東西寬 20 里、南北長 30 公里的大小湖泊，因而得名，

這些湖泊就如同群山之中晶瑩寶石般優雅而美麗波光粼粼寧靜如畫，彷彿在樹林探出頭來！我們特

別挑選了湖區最佳的欣賞方式--遊船，在約 40 分鐘的船程中，溫特蜜爾湖綺麗的湖光山色讓您飽覽

無遺！至於古董蒸汽火車，雖然只有短短的 18 分鐘，但您將會親身體驗到英式的人文體驗！ 

  
 

好禮 2：巴斯古羅馬浴池 
巴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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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羅馬浴池喝一口據說可以治百病。 

 

  



好禮 3：史前巨石群 
一般估計史前巨石群大約於 4000 多年前出現，這些石圈形成的目的到現在至今仍是謎，考古學家曾提出的說

法包含天文觀測工具及宗教祭祀場所，而最近的研究推論可能是一處墓地。據說每到夏至太陽會從中間那顆

石頭升起來，然後照射整個祭壇，據以推斷這是用來觀測天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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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禮 4：劍橋撐篙船 

撐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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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４０分鐘﹞ 

  
 

好禮 5：英式下午茶 
下午茶的發展在以嚴謹禮儀要求著稱的英國，下午茶逐漸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禮節要求與習慣。並成

爲英國上流社會中每日必不可少的社交環節之一。(下午茶將會在溫莎、劍橋或科茲窩一帶安排) 

 
 

好禮 6：溫莎古堡 
安排入內參觀"不愛江山，愛美人"－溫莎古堡。溫莎古堡在喬治四世在位時將城堡改為宮殿仍為王室

所用整座城堡延伸範圍廣闊，是世界最大的古堡，20 世紀初，愛德華八世為執著自己選擇的愛情於

1936 年毅然決然地摘下王冠，由一國之君降為溫莎公爵，偕同愛妻住在溫莎使得溫莎古堡自此聲名

遠播，憑添一份羅曼蒂克的氣息。 

http://www.punting-in-cambridge.co.uk/


★英國餐食全面升級 
來到英國旅遊您最擔心的就是用餐沒有特色、不合口味；我們特別在當地風味主菜做多樣化的安

排，也在英國各地嚴選了各地最佳的華人餐館(當地人也常吃的)、也搭配了安排次中式自助餐+飲料

及倫敦中國城港式飲茶。最後在首都倫敦，我們為您安排了： 

 

＃倫敦特別安排米其林一星餐廳享用美食 

頂級味蕾饗宴，您可能會留下無限遺憾…… 

本商品特別安排享用倫敦市米其林一星餐廳，讓您擁有最浪漫的用餐體驗！ 

 

＃於巴斯老城安排米其林推薦餐，繼續挑動您的味蕾～ 

 

＃.倫敦安排當地傳統特色的英式酒館餐廳，讓您用餐不再單調！(若遇公休或客滿將安排其他餐廳) 

YE OLDE COCK TAVERN 

 

 

★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VILLAGE) 
下午特別安排英國中部著名的購物中心－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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ㄡ！    

 

【特別提醒：搭乘歐陸段航班，托運行李為每人一件限重約 20-23 公斤，隨身行李會限制大小及材

質，限重約 7-10 公斤，各航空公司均有不同規定，請依照航空公司規定辦理登機手續；如有不清楚

之處，請出團前向領隊人員詢問，以免被收加重費。】 

 



參考航班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01天 0900 1920 桃園／曼谷／倫敦 長榮航空 BR-067 

第12天 2135 2110+1 倫敦／曼谷／桃園 長榮航空 BR-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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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符號說明：★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或行車經過 

第 01 天  桃園／曼谷／倫敦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隨後搭乘長榮航空豪華客機飛往英國首都：抵達倫

敦後由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HILTON T5 或 RENAISSANCE 或同級 

 

第 02 天  倫敦(劍橋大學城)／愛丁堡～英國最受歡迎的城市                                           

今日專車前往心儀已久，聞名世界的大學城－劍橋。抵達後映入眼簾的是蜿蜒清澈的康河，及康河上

最美的一座橋◎數學橋，沿著康河漫步，到處綠草如萻、楊柳垂提，河上的小船在您面前來回穿梭，

這時才能真正體會出，徐志摩先生：「再別康橋」及「我所知的康橋」文中對劍橋所描述的景況是多

麼的真，多麼的美。也才能一圓您心中多年的夢想，在漫長的歷史洪流中，康河畔增建了許多美麗的

大學校舍如◎國王學院、◎皇后學院都是您不可錯過的焦點。我們特別贈送您乘坐康河★撐篙船，讓

您從河上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爾後早上安排搭乘英國內陸班機前往蘇格蘭最具文化氣息的都會、也

是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飲料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風味 

宿：DOUBLETREE BY HILTON DUNBLANE 或 AIRTH CASTLE & SPA RESORT HOTEL 或同級英式

莊園飯店 

  

第 03 天  愛丁堡(愛丁堡城堡、荷理路德王宮、蘇格蘭國家藝廊、卡爾頓山丘)                                          

雄偉的 13 世紀城堡、穿著格子裙的風笛手、聞名國際的愛丁堡藝術節以及哈利波特故事的發生地，

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人口剛好五十萬，遠不及倫敦的繁華，卻擁有古都獨特的優雅氣質，被譽為歐

洲最美的城市之一，也是英國最受歡迎的觀光城市。幾乎每個初到愛丁堡的人總會愛上她古典優雅的

城市建築，熱情純樸的居民，和整年不斷的各種慶典活動，讓人想就此在這個迷人友善的城市裏住下

來；抵達後首先前往新城區的◎卡爾頓山丘，她是愛丁堡的置高點，在此山上看的的景色一直是許多

名信片或繪畫上的優美景點，站在山頂西望，愛丁堡城堡巍然矗立，守護著寧靜的小城，景色非常美

麗。而向東眺望，則可以看到蔚藍的大西洋和福思灣上的點點白帆。風和日麗的時候，總能看到當地

人成群結隊地來到卡爾頓山，在草坪上野餐、曬太陽。卡爾頓山上有兩座紀念碑，◎國家紀念碑、◎

納爾遜紀念碑也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接著參觀最有價值的十二世紀古堡★愛丁堡城堡，愛丁堡城堡

違建在一死火山的花崗岩核心，目前是皇家蘇格蘭軍團總部，可參觀包括宮殿、總督府、阿吉爾砲台

及在 18，19 世紀英法戰爭時監禁戰俘的地窖。午後利用時間漫步在由四條古老街道構成的◎皇家哩

大道，在此大道上您將可感受到本市的中世紀歷史，其中著名的◎聖吉爾斯大教堂。前往英國女皇在

蘇格蘭的正式官邸－★荷理路德王宮(HOLYROOD HOUSE)，欣賞華麗的皇室居家擺飾，接著參觀★

蘇格蘭國家藝廊，欣賞印象派畫家的畫作，並前往雅致的新城區逛逛名店林立的◎王子街及◎皇后

街，您可利用時間自由的逛街及購物。（荷理路德王宮不開放參觀，改去皇家植物園，敬請諒解！）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愛丁堡老城豬排+約克布丁+飲料   

宿：DOUBLETREE BY HILTON DUNBLANE 或 AIRTH CASTLE & SPA RESORT HOTEL 或同級英式

http://www.airthcastlehotel.com/information/travel-info/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airthcastlehotel.com/information/travel-info/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莊園飯店 

  

第 04 天  愛丁堡－史特林－威士忌酒廠－北高地 
早餐後接著專車前往電影『英雄本色』裡主角威廉華萊士的活躍地－史特林參觀。故事發生在十三世

紀末，英格蘭王兼併蘇格蘭，蘇格蘭為了脫離英格蘭國王愛德華的專制暴政，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率領了蘇格蘭的鄉親們揭竿起義，爭取自由，最後卻成為悲劇英雄的故事。造訪威廉華萊

士當年在蘇格蘭獨立戰爭中一戰揚名的◎史特林橋，以及遠眺◎威廉華萊士紀念碑，隨後前往參觀

英國五大城堡之一的★史特林城堡，有別於英格蘭式城堡的華麗，史特林城堡充分顯現蘇格蘭式城

堡的堅強防禦工事及精緻的石造屋宇。午餐後特別安排參觀蘇格蘭★威士忌酒廠，參觀威士忌釀造過

程，讓您親身體驗世界級威士忌酒的製作過程。今天安排入住蘇格蘭北高地飯店。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史特林烤豬風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風味   

宿：HILTON COYLUMBRIDGE AVIEMORE 或 COLUMBA 或同級 

 

第 05 天  北高地－尼斯湖－梅萊格++蘇格蘭觀光火車++威廉堡－北高地 
早餐後前往相傳有水怪出現的◎尼斯湖，湖不寬但很縱深達 240 公尺，當地傳說湖底有許多洞穴，

裡面藏著像隻恐龍，又像蛇的水怪，偶而會出其不意出現在你眼前！特地安排搭乘★遊船暢遊尼斯

湖。接著前往濱海小鎮梅萊格(MALLAIG)搭乘★北高地景觀火車到威廉堡。威廉堡是蘇格蘭高地的重

要樞紐、地處蘇格蘭高地和低地的交界處，是蘇格蘭高地旅遊路線上的一個重鎮，通往蘇格蘭西部高

地的門戶。小鎮的人口雖然只有一萬左右，但卻是繼伊凡尼斯之後蘇格蘭地區最大的城鎮。威廉堡

是一個寧靜安詳、景色秀美的小鎮：這個小鎮近幾年已經成了電影的熱門拍攝地，『英雄本色』的另

一個主要拍攝地，《哈利波特》中蒸汽火車的高架鐵路也曾開過這裡。它曾是電影《鐵血英雄》重要

取景場地，……如今，親身到電影的場地感受一番，已經成了許多人的向往。我們參觀蘇格蘭著名

工程師太爾福特所設計的◎海神閘門，這是卡樂多尼亞運河中高低落差最大的一段。夜宿北高地。

(如遇蒸汽火車客滿則改一般火車)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北高地烘烤鮭魚風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風味   

宿：LOCH FYNE HOTEL &SPA 或 ISLES OF GLENCOE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北高地－葛連柯峽谷─蘿夢湖(露絲小鎮)－格拉斯哥 
早餐後途經電影『英雄本色』的主要拍攝地之一的葛連柯峽谷，欣賞壯闊的山景水色，還可遠眺經冰

河侵蝕後所遺留的瀑布、山谷、谿壑襯托出獨特景致的英國最高峰－尼維斯峰。接續前往北高地風光

最美麗的蘿夢湖畔欣賞，這是英國最大的淡水湖，連峰的山＋滿爭奇鬥艷花朵的庭園，因為花草攀牆

而出，引得遊人伸頸擺頭，就為一探究竟。接續前往北高地風光最美麗的蘿夢湖畔欣賞，這是英國最

大的淡水湖，連峰的山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爾後造訪蘿夢湖畔旁的童話小鎮-◎露絲小鎮，因為一

部英國連續劇「Take the High Road」而成名的露絲小鎮，大概已成為遊客對英國小鎮印象的樣版─

櫛比麟次的石牆屋、開滿爭奇鬥艷花朵的庭園，因為花草攀牆而出，引得遊人伸頸擺頭，就為一探

究竟。爾後前往蘇格蘭第一大城及商業文化中心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在 Celtic 語裡頭意指「親愛的綠

地」，由於濱臨海灣、水深港闊的優良條件，使格拉斯哥在 17 世紀成為貿易樞紐，擁有極佳賞景與充

滿活力的富裕城市。來到格拉斯哥幾乎都會被氣勢獨特的建築給吸引住，因為許多的建築物都是用紅

色和褐色的岩石砌成，十分的大器，也是英國至今還保有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物的城市，喜歡

建築欣賞的人千萬不能錯過。◎喬治廣場，位於格拉斯哥市中心市政廳正前，1781 年建成，以英王

喬治三世命名，◎布坎南街，著名的購物中心商業街，街道鋪設為花崗岩步道，兩側為氣派的維多利

亞式建築。◎格拉斯哥大教堂，蘇格蘭僅有的中世紀大教堂。◎皇家交易所廣場，以現代藝術館為中

心，擁有不少高檔咖啡廳和餐廳。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蘇格蘭家庭式牛排風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 HILTON GARDEN INN CITY CENTRE 或 CROWNE PLAZA GLASGOW 或同級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digs-dalmahoy-a-marriott-hotel-and-countr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united-kingdom/hilton-coylumbridge-hotel-INVCOHN/index.html
http://www.bespokehotels.com/
http://www.crerarhotels.com/ourhotels/loch_fyne_hotel/
http://www.akkeronhotels.com/Hotels/Scottish-Highlands/Highland-Collectio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6%8B%89%E6%96%AF%E5%93%A5%E5%B8%82%E6%94%BF%E5%8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BB%E4%B8%89%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5%9D%8E%E5%8D%97%E8%A1%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6%8B%89%E6%96%AF%E5%93%A5%E5%A4%A7%E6%95%99%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A%87%E5%AE%B6%E4%BA%A4%E6%98%93%E6%89%80%E5%B9%BF%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第 07 天  格拉斯哥－溫特蜜爾湖區(遊湖、古董蒸汽小火車)－利物浦 
今日前往位於康布蘭高原上、大不列顛著名的溫特蜜爾湖區。此地為英格蘭境內首區一指之自然景

觀風景區，由溫特蜜爾湖、色米爾湖、葛拉斯米爾湖、萊德湖組成湖區的主要部份，又以溫特蜜爾

面積最大，沿途山坡起伏、林地點綴、綠草如茵、風景如畫，縱身湖區著實令人心醉。我們特別安

排★遊艇遊湖及★古董蒸汽小火車，讓您充分感受大自然山水之美！閒暇之餘可於湖區的觀景步道

健行，輕鬆漫步於綠波蕩漾的湖邊，享受自然清新的空氣，人生一大享受莫過於此！下午前往披頭四

的故鄉－利物浦，帶你造訪 1960 年代當代巨星的故鄉。約翰藍儂的樂音彷彿飄於空中，◎馬修街您

不可錯過。隨後來到墨西河畔的◎亞伯特船塢區，參觀由一級古蹟舊式建築所生機重現後現今已為

畫廊、新潮商店、美食與人氣聚集之地。其中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THREE GRACES，皇家

利物、卡納、碼頭大樓是利物浦風景明信片最常出現的註冊商標！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湖區鱒魚風味      晚餐：托比 TOBY CARVERY 英式餐廳+飲料 

宿：CROWN PLAZA AIRPORT 或 RADISSON BLU LIVERPOOL 或同級 

 

第 08 天 利物浦－契斯特－史特拉福(莎士比亞故鄉、英式下午茶)－英格蘭中部 
早餐後專車前往英格蘭北部的契斯特，諾曼王朝時代，用紅砂岩砌成環狀的城牆，部份則延用羅馬人

所築的城牆加以修建，城內多半是都鐸式半木結構的建築（英國在 16 世紀非常流行半木結構的屋宅，外

牆先用木材構架成各種規律或不規律形狀之格子，再用磚或灰泥填滿，漆成黑柱白牆。因為盛行於都鐸王朝，

故稱都鐸式）。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您可從容地在完整的◎古羅馬城牆上散步，其中有◎鐘塔的東門，

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就位 60 週年所建，期間穿過歷史悠久，外觀典雅的◎契斯特大教堂。另一迷人

特色為◎契斯特排屋區，木質黑白相間的建築及有拱廊之購物商店街，很多可愛小巧的商店，老闆都

是和善的英國老先生或老太太。 

爾後前往位於四面垂柳、天鵝悠遊的雅芳河畔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史特拉福。史特拉福原來是

一個鄉間小鎮，至今也不過兩萬多居民，位於牛津及伯明罕之間，小鎮環境清幽，農舍茅屋點綴於農

田牧場之間，一派典型的英格蘭田園風光，是科滋窩丘陵地一帶最富盛名的地方。我們將沿著亨利

街，兩旁是傳統英式老房的商店街，來到★莎翁故居。接著到◎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前之廣場景緻極

佳，如能沿亞芳河漫步至◎聖三一教堂，則心神將更為舒暢，大文豪莎士比亞誕生於 1564 年，1616

年死後便是安息於此一教堂。我們在這特別安排享用★英式下午茶(如遇客滿將會在溫莎安排)。今日

安排入住英式莊園飯店。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飲料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風味 

宿：CROWNE PLAZA HEYTHROP PARK 或 MERCURE BRANDON HALL 或同級英式莊園飯店 

 

第 09 天 英格蘭中部－水上伯頓－巴斯－史前巨石群－英格蘭中西部 
早餐後車行於科滋窩丘陵區，科滋窩伸展於一片美麗、悠遊的大自然之中，處處散佈古老房舍的小鎮

和村莊，這裡是泰晤士河的發源地，出產有名的蜜糖色建築石材，沿岸多有豐富的歷史古蹟及英格蘭

最漂亮的鄉間景色，美得如風景名信片般的水畔之城，◎水上伯頓便是其中著名的小鎮之一。隨後前

往遊覽以古溫泉聞名之城市－巴斯。位於西方的古老城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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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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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安排入內參觀★羅馬浴池博物館，讓您懷想古帝國

繁華情景，亦可於幫浦室內自費一飲自然泉水並欣賞特有的長形座鐘。下午參觀神秘的★史前巨石

群，每年吸引百萬遊客前往，此地保存最完整，其存在的原因眾說紛紜，穿鑿附會的傳說非常精采，

古人將巨石排列，令人驚嘆其組合之準確，以及如何辦到的，有待科學家們研究。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巴斯老城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風味 

宿：HILTON SWINDON 或 MERCURE SWINDON SOUTH MARSTON 或同級 

 



第 10 天  英格蘭中西部─牛津大學城－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倫敦 
今日上午爾後專車前往英國著名的牛津大學城。牛津大學是英國最古老之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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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城其

中的◎基督教堂學院 (Christ Church Colle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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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萬靈學院、◎大學學

院，以及著名參觀景點◎瑞德克利夫拱頂等都值得您細細品味。午餐後特別安排英國中部著名的購

物中心－★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這裡有您想要的英式甚至歐洲時尚款式的各種衣

服、精品，像 BURBERRY、GUCCI、PRADA、PANDONA、歐舒丹、POLO、極度乾燥 SUPERDRY

等，而且價格都比新款便宜 5~7 折，小心您不要荷包大失血ㄡ！爾後返回倫敦。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英式炸魚佐薯條風味+飲料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 PARK PLAZA ROYAL 或 HILTON WEMBLEY 或 HILTON DOCKLANDS 或同級 

 

第 11 天 倫敦(倫敦塔、泰晤士河遊船、大英博物館、柯芬園) 
今日展開倫敦之市區觀光，倫敦位於泰晤士河的下游，因為多霧常被稱為「霧都」，著名的景點，大

都分佈在河兩岸，首先前往位於泰晤士河，曾英國王室的居所、寶庫、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倫敦塔

參觀，爾後搭乘★泰晤士河遊船，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河流，“因為它是一部流動的歷

史。”千百年來，泰晤士河默默地流淌，誠實地將倫敦昔日的繁華、落寞和它今天不甘落後的精神

寫在臉上。倫敦在泰晤士河邊誕生、成長、繁榮，最美麗的景觀就在泰晤士河兩岸。我們特別安排

米其林級的午餐饗宴。午餐後前往★大英博物館參觀，館內堡集之文物珍品縱棋東西，包羅萬象令您

大開眼界，尤其是二樓的木乃伊，更是您不可錯過之重點。接著來到著名的◎柯芬園廣場您就落伍

了，她是分為北中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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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一星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 PARK PLAZA ROYAL 或 HILTON WEMBLEY 或 HILTON DOCKLANDS 或同級 

 

第 12 天  倫敦(海德公園、白金漢宮、溫莎古堡)／曼谷／桃園                 

上午我們來到倫敦市區最大的公園－◎海德公園(HYDE PARK)，1851 年的萬國博覽會在此地舉辦，

現在凡遇皇式重大慶祝活動，表示尊榮的 41 槍響就是在這裡開砲。接著前往英國皇室居所－◎白金

漢宮，若運氣好的話更可見到神氣糾糾，造型可愛的御林軍進行交接儀式，感受一下英國王室的驕

傲與光榮！成百上千的鴿群是◎特拉法加廣場的活招牌。午後驅車前往威廉公爵征服英國後所建的★

溫莎古堡。溫莎古堡在喬治四世在位時將城堡改為宮殿仍為王室所用整座城堡延伸範圍廣闊，是世

界最大的古堡，20 世紀初，愛德華八世為執著自己選擇的愛情於 1936 年毅然決然地摘下王冠，由

一國之君降為溫莎公爵，偕同愛妻住在溫莎使得溫莎古堡自此聲名遠播，憑添一份羅曼蒂克的氣

息。行程已近尾聲了，帶著滿滿的回憶與不捨前往倫敦國際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港式飲茶餐                    晚餐：發餐費 10 英鎊 

宿：豪華客機 

 

第 13 天  桃園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這次難忘的英格蘭、蘇格蘭十三天深度之旅。期待下一次再相

逢，祝您健康愉快、萬事順心！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