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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歐洲】Hello UK 英倫 7天(超值親子團) 
∼牛津大學城、華威克城堡、哈利波特影視城、杜莎夫人蠟像館、海洋生物

館、倫敦眼∼ 

7/29 NT:63,9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 

8/16、8/25 NT:57,9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 
  

英格蘭∼輝煌的大不列顛；永遠的日不落國帝國 

如果厭倦了倫敦，就是厭倦了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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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同遊英國 5大特別企劃∼ 
企劃 1：『全台灣飛往英國最佳的航班』∼長榮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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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天住宿)，回程

是晚回班機，返回台灣當天還可以安排行程，完全滿足您的寶貴時間。 

企劃 2：帶小朋友來參訪長大海外求學的第一志願『牛津大學城』∼ 
想像漫步於哈利波特就讀的霍格華茲魔法學校－參訪聞名世界的牛津大學城。 

 
企劃 3：最棒的親子寓教育樂 

1. 哈利波特影視城 

  



2. 華維克城堡 

 
3. 杜莎夫人蠟像館 

  
4. 海洋生物水族館 

 
 

企劃 4：暢遊英倫時尚購物必走朝聖之地 
※萊斯特廣場 



  
於 2016 年新開幕全球最大的「樂高旗艦店」，除了各主題的樂高積木外，由樂高排成的倫敦縮影及地

鐵試乘區更是受遊客喜愛。「M&M 巧克力城」更可自己選擇搭配喜愛的 MM 巧克力，相關的週邊商品更

是玲瑯滿目。 

 

※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 
在英國或是倫敦購物，一個不能不提的地方就是比斯特小鎮（Bicest Village），大約在倫敦向西一個小時車

程的一個小鎮，離牛津不遠，這裡有一條街，匯集了一些世界主要名牌的折扣店（OUTLETS），主要有 DUNHILL，

BURBERRY，ZEGNA，PAUL SMITH，BOSS，VERSACE，CK，POLO，ELTEE LAUDER，CHARKS 等店，LV，CHANEL，GIVENCHY

等品牌在這裡沒有店。 此外如果你想買大牌，而又不想花太多的錢（不論是自己用還是送人，不論是出於對

品質的追求還是虛榮心的滿足），這裡是個上好的選擇。同樣品牌、同樣品質的東西要比在邦德街和哈羅德里

的便宜不少，便宜的主要原因絕對不是品質上的差異，只是城裏的專賣店要上一些新貨，相對老一點的款就來

到了這裡，其實有些貨品和城裏的完全一樣，只是沒有最新的樣子。BURBERRY 有時也有打折的風衣，經典的

款式只要 200 鎊，不過這得碰運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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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牛津街(Oxford St) 

牛津街是倫敦重要的購物街，長 1.25 英里的街道兩旁佈滿樂 18 世紀末期的精美建築。超過 300 家的

世界品牌店及大型商場雲集於此。在街的起點靠近地鐵 Marble Arch 站的地方，就能看到時尚前衛

的代表 Selfridges 百貨公司。Nike Town、Topshop、Gap、H&M 的大型旗艦店，Zara、MNG、Kookai、

Next、無印良品等紅極一時的大眾時尚品牌店，各類服飾都可以在這裡找到。除眾多的高級品店外，

那些面向年輕人的隨意輕鬆風格的店舖也很引人注目，在這裡可以了解到倫敦最前衛的時尚風向。這

條購物街，被譽為“歐洲最繁忙的街道”。當然街上的東西絕對不便宜，因為這裡的租金高居世界第

三，緊隨美國紐約第五大道和香港銅鑼灣之後。 

※ 英國購物小常識：您到英國瞎拼可要記得享有退稅優惠歐！只要您在同一商家當天消費滿 30~5 

0 鎊，即可申辦購物退稅，可享用 8~12%的退稅優惠！但要提醒您記得要在機場辦好退稅手續，我們

的隨團領隊會協助您的辦理。 

 

企劃 5：倫敦眼摩天輪 London Eye  
位於泰晤士河畔的「倫敦眼 London Eye」，高達 135 公尺，是世界上最大等級的摩天輪。這座英國為了迎接千

禧年而建的建築，無疑已成為泰晤士河畔最引人注目的地標，更是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整座摩天輪共有 32

個造型前衛的玻璃包廂，每個包廂可乘載 25 人，遊客可從包廂內 360 度俯瞰倫敦市區街景。隨著摩天輪緩緩

攀升，國會大廈、大鵬鐘、西敏寺…等倫敦著名景點盡入眼簾，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倫敦，更顯與眾不同。 



 

(若身體不適或個人因素而無法搭乘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領先市場最貼心】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全程安排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導覽機，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

欲聆聽導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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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時間 

第一天 09:10 19:20 桃園 / 倫敦 長榮航空 BR-067 16 小時 10 分 

第六天 21:20 21:45+1 倫敦 / 桃園 長榮航空 BR-068 15 小時 20 分 

＊ 以上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仍需確認以當團之班機為主 ＊ 

 
 

行程內容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 (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經過 

第 01 天 台北／倫敦(英國)                           
今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班機飛往英國，於當晚飛抵哈利波特的故鄉，霧都—倫敦，

今晚在抵達倫敦國際機場通過海關證照查驗後，專車接往飯店休息以調整時差，貯藏次日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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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 PARK INN HEATHROW 或同級 

 

第 02 天 倫敦─華威克城堡─牛津大學城─英格蘭中部 
早餐後首先前往★華威克城堡英格蘭最壯觀的堡壘，座落於雅芳河轉彎處的砂岩懸崖上，1068 年在

征服者威廉命令下，將此座堡壘改建為城堡，成為英國皇室的居所，由中世紀至今保存完整的城牆、

城門、地牢、武器庫等，充滿濃厚的貴族氣息，城堡內各廳堂展示著由杜莎夫人公司所製作栩栩如生

的人物蠟像，唯妙唯肖地重現昔日貴族生活情景，傳述歐洲嚴峻歷史的遺物。爾後驅車前往心儀已久，

聞名世界的大學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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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萬靈學院、◎大學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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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精選料理 

宿：NOVOTEL 或 MERCURE BRANDON HALL 或 CHESFORD GRANGE 或同級 



 

第 03 天  英格蘭中部－碧思特折扣城－哈利波特影視城－倫敦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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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及歐洲時尚款式的各種衣服、精品、童裝等，而且價格都不貴，小心您不要荷包大失血ㄡ！接著前

往倫敦熱門景點之一的★哈利波特影城，轟動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電影就是在這座影城中拍攝完成，

長達十年的拍攝期間，留下無數令哈利波特迷懷念的場景與道具，在此您可走進電影拍攝場景中，造

訪鄧不利多的辦公室、斜角巷、霍格華玆學校大廳…等，親眼目睹電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分類帽、葛

萊芬多之劍、飛天車、變形雙層公車…等道具，留下難忘的回憶。結束後返回倫敦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宿: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 PARK INN HEATHROW 或同級 

 

第 04 天  倫敦(大鵬鐘、西敏寺、大英博物館、皮卡迪利圓環、柯芬園) 
今天起帶您認識倫敦！倫敦市是歐洲最著名的觀光城市之一，集中在市中心分為 6大旅遊區，首先帶

您參觀西敏寺區，這裡是英國歷史及政治的樞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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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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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再前往歷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美麗的歌德式外觀，是英

國皇室貴族舉行結婚典禮的聖地。接著前往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稱世界三大博物館的

★大英博物館參觀，館內蒐集之文物珍品縱橫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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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華埠-◎皮卡迪利圓環，倫敦最有

名的圓形廣場，興建於 1819 年，早期是英國零售商店所在地，今日為英國倫敦市中心購物街道的圓

心點，有五條主要道路交錯於此。攝政街是倫敦人愛來的購物聖地。來英國沒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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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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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飲茶餐           晚餐：唐人街龍蝦漢堡餐+可樂  

宿: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 PARK INN HEATHROW 或同級 

 

第 05 天 倫敦(倫敦眼、杜莎夫人蠟像館、海洋生物館、牛津街、龐德街) 
今天起帶您認識倫敦！倫敦市是歐洲最著名的觀光城市之一，集中在市中心分為 6大旅遊區，首先帶

您安排★倫敦眼摩天輪，位於泰晤士河畔的「倫敦眼 London Eye」，高達 135 公尺，是世界上最大等

級的摩天輪。這座英國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的建築，無疑已成為泰晤士河畔最引人注目的地標，更是

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整座摩天輪共有 32 個造型前衛的玻璃包廂，每個包廂可乘載 25 人，遊客可從

包廂內 360 度俯瞰倫敦市區街景。隨著摩天輪緩緩攀升，國會大廈、大鵬鐘、西敏寺…等倫敦著名景

點盡入眼簾，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倫敦，更顯與眾不同。接著來到★杜莎夫人蠟像館展開探索之旅，觀

賞巧妙精刻的雕塑。館內有 300 多個蠟像，在保特旁邊準備全速疾跑，手握麥克風站在 One 

Direction 身旁，並在伊莉莎白二世跟前屈膝行禮。在倫敦★海洋生物水族館探入水底世界。看著活

潑可愛的企鵝搖擺而行，穿越隧道欣賞周遭緩緩暢游的魚兒及兇猛鯊魚，並在這個世界級水族館的 14 

個主題區盡覽所有彩麗珊瑚及熱帶海洋生物。◎牛津街(Oxford St) ◎龐德街是您來到倫敦購物一定

要到的朝聖之地，各大世界品牌的旗鑑店都座落在此 在這裡所有年輕時尚流行的商品都是從這開始

萌芽的。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宿: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 PARK INN HEATHROW 或同級 

 

第 06 天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國王十字車站、萊斯特廣場)／台北   
今天要繼續帶給您更多的感動在倫敦！早餐後先帶您參觀★自然史博物館，她原屬大英博物館的一部

分，館內分成四大區，以藍、橘、綠、紅劃分四主題，當然中庭的那具高大的梁龍骨骼，是整館吸睛

的焦點！◎國王十字車站(KING’S CROSS STATION)，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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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潮流名店的◎萊斯特廣場 於 2016 年新開幕全球最大的「樂高旗艦



店」，除了各主題的樂高積木外，由樂高排成的倫敦縮影及地鐵試乘區更是受遊客喜愛。「M&M 巧克力

城」更可自己選擇搭配喜愛的 MM 巧克力，相關的週邊商品更是玲瑯滿目。 

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今日整理行囊後，前往機場帶回意外的喜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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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敬請自理   

宿：豪華客機 

 

第 07 天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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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充滿知性

與感性的歐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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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