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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天 旅 遊 
英國、愛爾蘭－英倫風華、莊園飯店、古詩巡禮 經典14日 

（含蘇、愛、北愛） 

英國、愛爾蘭完整之旅，兩個截然衝突卻又相鄰的國家，來到這兒最難的就是什麼也不做，只有

凝視!包裝在英國優雅之下的天生反骨、愛爾蘭狂野之下的豪放意志，從中感受兩個國家、迥異不

同的性格，帶給您截然不同的旅遊對比感受。 

《英國》擁有最傳統的養分與最前衛的叛逆，您絕對不能忽略英國所代表的老傳統有多麼堅

強，這是一個到21世紀還在講究紳士的地方，褲管下，看不見繫鞋帶的方式，依舊定義一個人的

身分地位。它從18世紀開始就一直向全世界注入最叛逆與創新的力量，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是

街頭龐克的精隨、是批判反省英式搖滾樂的靈魂所在，在這些既古老又傳統的窠臼中，一探大不

列顛的精神所在，Bold，前衛又突出的英勇精神，英國大無畏! 

《愛爾蘭》在世界另一頭的綠色島國－這個面積不大的翡翠島國擁有壯美的自然美景，綠色

的草原與山脈、愛爾蘭民間傳說中穿一身綠衣抓著一鍋金幣的矮人精靈，獨特的腔調以及純樸的

熱情，要嘛聽懂特別的愛爾蘭腔調，要嘛就隨著愛爾蘭傳統手風琴和風笛音樂的搖晃感，無論什

麼都可以脫口而出了。當地的人總說：「人生有無數的煩惱，何不暫時忘記它們並當下把酒狂歡

呢？」，在酒色之下的愛爾蘭是樂觀熱情以及對自然的尊重，既獨特又迷人! 

【行程特色】 
 英國首都倫敦連泊兩晚，樂活慢遊：特別安排連泊入住兩晚於這個擁有叛逆靈魂的所在

的首都倫敦，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嚴選把關住宿的最佳地理位置，讓您能夠細細感受這個

前衛的衝突性美感！ 
 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住宿一晚，深度探訪：這是一座同時誕生了作家和酒鬼的城市，也歷

盡歷史衝突的滄桑，在過去與現在的時光脈絡交錯之下，編織出現在活力四射、蓄滿盎

然綠意的深意，特別安排在此住宿一晚，體會維京式的粗曠情懷。 
 蘇格蘭的必訪雙城－格拉斯哥與愛丁堡：帶您深度遊覽既是工業革命重鎮也是第一大城

的格拉斯哥擁有「商人之都」的美稱以及有著新舊城區街道交錯與似真又假的鬼故事愛

丁堡，漫步在這兩座城市中，彷若時空交錯般真假難辨。 
 愛爾蘭墨黑斷崖，最真實的自然科學實踐教室：亞特蘭大西海洋連續八公里垂直 200 公

尺高的壯麗斷崖景觀，經過百萬年來地形變動與不斷衝擊的結果而形成的特殊地貌，更

是電影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的取景地。 
 北愛爾蘭唯一入列的世界自然遺產，巨人堤道：當地流傳的神話愛情故事，巨人愛上愛

爾蘭女孩串起這壯觀的大西洋北海岸線風光，由總計約四萬根六角形石柱組成八公里的

海岸，呈階梯狀延伸入海，石柱連綿不絕如同地毯般鋪成這份愛情，永垂不朽。 
 特別安排被評為全球第三美的貴族莊園，寶爾勢格莊園：曾被《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

全球第三美的花園，莊園內有著充滿芳豔欲滴的花藝與各具巧思的庭園建築相甫匹配，

最美的是花，爭奇鬥艷、芬芳滿溢 ; 最顯赫的貴族血統、卻歷經百轉千迴的滄桑，這裡

是愛爾蘭末代貴族的隱士棲所。 
 雙英倫學院－牛橋，不容錯過：晴天旅遊為您安排擁有悠久歷史的大學發源地—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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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及徐志摩筆下書香飄散的—劍橋大學城，預留足夠的時間讓您擁有別於他人的悠閒時光，

感受學院的迷人魅力。 
 坐擁英格蘭最美的田園風景－科茲窩丘陵區：此區為著名的石灰岩丘陵帶，因土壤不利

耕種故苦思發展其他產業，最終成為了以羊毛紡織業維生的丘陵區古鎮群，我們將帶您

尋訪其中一座最具代表性同時被譽為英國最美的村落－比伯利。 
 英國首都自由活動時間，完整保留：倫敦以獨特的方式展現與眾不同的風采，它的雋永

像是英式長篇小說，有前文後理，點滴醞釀，晴天旅遊特別為您保留自由活動時間，讓

您可以探訪心目中的倫敦。 
 航班雙點進出，行程最順暢：精選外籍航空的航班優勢，由科克進、倫敦出，搭配專業

操作經驗所設計出的行車路線，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拉車時間，讓您在各景點的參觀時間

更長更加悠閒。 
 安排人車共渡的渡輪，跨越英吉利海峽：精選安排搭乘人車共渡渡輪直達對岸蘇格蘭凱

萊恩港口，以最舒適便捷的方式，橫跨英吉利海峽，當渡輪緩緩開往蘇格蘭，放眼望去

白雲與大海，心曠神怡。 
 最多樣化的門票安排，豐富體驗：墨黑斷崖、寶爾勢格莊園、巨人堤道、健力士啤酒廠、

渡輪、英格蘭湖區蒸汽小火車、倫敦眼、牛津基督書院、劍橋國王學院、劍橋撐篙、大

英博物館。 
 經典傳統美饌 佐以 米其林饗宴：用心嚴選在地經典美食，搭配米其林推薦餐廳的精緻料

理，擺脫一般傳統旅行團對於團體餐食的刻板安排，為的就是豐富您的舌尖味蕾，不僅

吃進道地，更要吃進驚喜！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聆聽領隊及導遊的說明事項與盡情地拍照，充份

了解各景點的特色及概況。 
 除了專業服務的隨團領隊，雙首都亦聘請當地中文導遊提供詳細的導覽及解說。 
 每日提供每人一瓶礦泉水；每日午、晚西式餐各贈送一杯佐餐飲料。 
 全程使用五年內歐規大型遊覽巴士，豪華座椅，寬敞舒適。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在地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每間房贈送一台無線網路分享器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on line。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5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愛爾蘭－巨人堤道（1986）；英國－古巨石陣

（1986）、西敏寺（1987）、倫敦塔（1988）、愛丁堡（1995）。 

【寂寞星球全球500大景點】 
 行程參觀 7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墨黑斷崖（378）、三

一學院（468）；大英博物館（15）、湖區國家公園（59）、古巨石陣（62）、倫敦塔

（467）、倫敦塔橋（467）。 
 

第01天 台北✈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荷蘭】✈ 科克Cork【愛爾蘭】 



｜參考行程｜ 好心晴   天天行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業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3 

 

 

KL-808   TPE/AMS   2355/0655+1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飛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經轉機，班機將於隔日抵達愛爾蘭第二

大城科克。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用餐 

 

第02天 科克Cork【愛爾蘭】－莫黑斷崖 Moher Cliffs－高威 Galway 

KL-3171   AMS/ORK   0930/1020 ;（行車：252公里，4小時） 

上午抵達愛爾蘭第二大城－科克，隨即驅車前往瀕臨大西洋最壯麗的海岸－★莫黑斷崖，高約

182米，長將近8公里長之黑色石灰岩，垂直由大西洋海中冒出，突兀的峭壁，海浪的沖擊，形

成令人讚嘆的自然景觀。漫步斷崖邊緣，只覺驚濤拍岸，海鳥鳴叫，猶如來到世界的邊緣。

（此處因受大西洋海風影響風速極強，請小心行走）。在懸崖頂端，高聳著一座▲歐布萊恩塔，

建於19世紀初，位於斷崖最高處，猶如一個勇敢的騎士挺立在山頭。午後驅車前往▲高威－由

最初無名小漁村發展至今，中間經歷12世紀建成軍事城堡、13世紀成鎮並且興建城牆、14世紀

末由14支富商家族領軍邁向了海洋貿易的繁榮之路，時至今日為愛爾蘭人口第四多的城市。我

們將漫步參觀位於舊城中心的★聖尼古拉教堂，傳說哥倫布曾於1477年來此教堂禮拜，市區街

道上有著外牆顏色絢麗的各式商店與城市牆面的創意塗鴉，隨意地舉起相機，快門按下的街景，

有一種特殊的愛爾蘭風情與魔力。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愛爾蘭風味料理               晚餐：愛爾蘭鮭魚餐 

住宿：4* Clayton Hotel Galway 或 4* Radisson Blu Galway 或同級 

驚喜安排1：今日安排參觀墨黑斷崖，斷崖位於愛爾蘭西南邊，濱臨大西洋，綿延8公里長，

在斷崖北邊的歐布萊恩塔為莫黑斷崖的最高處，可達214公尺，在此可看到洶湧

的海浪拍擊斷崖壯麗的畫面，同時也是《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叛》的電影

取景角度。 

驚喜安排2：特別入內參觀聖尼古拉斯教堂，由於海港城鎮－高威信奉羅馬天主教與升天聖母

及聖尼古拉斯庇佑，此為同名之庇佑教堂，隸屬於愛爾蘭教會，建於1320年，

幾世紀以來教堂皆扮演著地區中心的角色，值得一訪。 

 

第03天 高威 Galway－寶爾勢格莊園 Powerscourt Estate－都柏林 Dublin 

（行車：261公里，3.1小時） 

早餐後驅車前往★寶爾勢格莊園，這裡被評價為愛爾蘭不能錯過的十大景點之一，雖沒有宏大

的皇家氣勢，卻格外精緻，是歐洲最好的私人花園之一。午後，驅車前往愛爾蘭首都－都柏林，

都柏林已經發展成高科技的都市，也是歐洲快速成長的都市之一，同時是健力士（Guinnes）

啤酒的產地，展開精彩的市區觀光，都柏林雖有千年歷史，但多數主要建築物屬於18世紀的

喬治式風格，存留濃厚的英國氣息。我們將走訪英國曾經統治近800年的象徵中心▲都柏林

古堡，古堡由約翰王建於西元1204年，現今看到的古堡於18世紀後重建，隨後徒步穿越

Temple Bar 區域，抵達參觀相當於英國劍橋或牛津的▲三一學院，學院由英國女王伊莉莎

白一世創建於1592年，而學院內的★圖書館保存有左右手抄寫成書的「凱爾斯之書」、僅一

路之隔▲國會大廈為一棟全無窗的半圓弧形建築，現改為愛爾蘭銀行大樓，隨後續往入內參

觀★健力士博物館，品嚐健力士黑啤酒，結束今日導覽觀光後，如時間許可，將預留些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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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光於商業街，今晚夜宿於此。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愛爾蘭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4* Trinity City Hotel Dublin 或 4* Radisson Blu Dublin City 或同級 

驚喜安排1：入內參觀由13世紀愛爾蘭貴族所擁有的寶爾勢格莊園，莊園的命運多舛，戰爭、

愛情、金錢糾葛不清，這裡原是愛爾蘭王的根，卻被侵略者英王當禮物一般轉

送給敵營的將軍，守不住的權勢大宅不再神秘，轉由猶太裔的家族開放經營參

觀囉! 

驚喜安排2：入內參觀三一學院圖書館，三一學院創立於1592年為不列顛群島七所自古流傳至

今的大學之一，同時也是愛爾蘭最古老的大學。學院內的圖書館為愛爾蘭和聯

合王國法律藏書極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其中必訪拜讀的「凱爾斯之書」，為愛

爾蘭修道士的手繪拉丁文新約聖經。 

驚喜安排3：入內參觀健力士博物館，全球數一數二的黑啤酒Guinnes，可謂愛爾蘭的國民代

表酒之一，觀光動線共七層樓，帶著您認識啤酒的釀製過程，以及運用3D技巧

呈現各種人物角色與遊客互動，最後您可以現場領取一小杯健力士啤酒與證書，

感受愛爾蘭黑啤酒的絕妙滋味。 

 

第04天 都柏林－巨人堤道Giant’s Causeway －貝爾法斯特 Belfast【北愛爾蘭】 

（行車：361公里，4.5小時） 

早餐後前往★巨人堤道，位於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西北約80公里處大西洋海岸。由總計約4

萬根六角形石柱組成8公里的海岸。石柱連綿有序，呈階梯狀延伸入海。隨後前往北愛爾

蘭首府，同時也是北愛爾蘭最大的海港－貝爾法斯特，先前往入內參觀★鐵達尼號博物館，

此地為1911年當時全球最大的鐵達尼號的建造地及啟航地，其驚人規模及建造技術，仍令

今日的愛爾蘭人感到非常自豪；隨後驅車進入市區，接著探訪文藝復興的建築傑作▲市政

府，是採用名為波特蘭石灰岩的建築物；該市的地標▲大劇院，保持著維多利亞王朝優美

風貌。今晚夜宿於此。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愛爾蘭風味料理               晚餐：愛爾蘭生蠔餐 

住宿：4* Europa Hotel 或 4* Holiday Inn Hotel 或同級 

驚喜安排1：特別安排巨人堤道，這是目前北愛爾蘭唯一世界自然遺產，大片堤道的由來起源於愛爾

蘭的民間傳說，一說是愛爾蘭巨人─菲恩麥庫爾堆砌形成的，菲恩麥庫爾愛上蘇格蘭H

外海一個小島上的女巨人，因此建了此連結愛爾蘭與蘇格蘭的跨海大橋。 

驚喜安排2：入內參觀鐵達尼號博物館，博物館所在地就在當年建造鐵達尼號的船塢旁，館內陳列有

當時設計師、工人的薪水單以及關於「白星郵輪」這家公司的故事，是曾經看過鐵達尼

號的影迷們，不可錯過的景點。 

 

第05天 貝爾法斯特－渡輪 Car Ferry－凱萊恩Cairnryan－格拉斯哥 Glasgow【蘇格蘭】 

（渡船2.5小時 ; 行車：168公里，2.5小時） 

早餐後前往貝爾法斯特北邊的港口城市▲拉尼，搭乘渡輪至對岸◎凱萊恩。抵達後驅車前往蘇

格蘭第一大城及商業文化中心▲格拉斯哥，同時也被列為「歐洲聯盟建築與設計之城」，濱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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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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充滿活力的富裕城市，

首先前往▲格拉斯哥大學，建於西元1451年為蘇格蘭第三古老的大學，隨後前往市中心的▲喬

治廣場，可說是個露天的建築博物館，廣場四周滿是維多利亞時期留下的精緻建築，尤其是建

於 1883 年文藝復興風格的宏偉建築▲市政廳，特別醒目，接著入內參觀★格拉斯哥大教堂，

建於西元1136年並歷時300年完工，亦為蘇格蘭宗教革命之後，僅存的中世紀天主教教堂，結

束一天精彩的觀光行程。今晚夜宿此。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船上（發餐費20英鎊）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4* Hilton Garden Inn Glasgow City Centre 或同級 

驚喜安排1：今日安排搭乘人車共渡之渡輪，由愛爾蘭距離貝爾法斯特約30分鐘車程的拉尼上船，前

往對岸蘇格蘭凱萊恩，船行時間約為兩小時半，船上餐飲與簡易購物商店設施便利，今

日午餐將發餐費給您於船上用餐。 

驚喜安排2：入內參觀格拉斯哥大教堂，莊嚴而優雅的格拉斯哥大教堂是不容錯過的景點，教堂可追

溯到中古時代的雄偉遺跡，有著深色尖塔和綠色屋頂的迷人建築風格，大教堂前的廣場

有時常會舉辦世界各地各種宗教的國際藝術展。  

《貼心叮嚀》：愛爾蘭英鎊與英國英鎊不能通用，如有多餘之銅板，請自行於渡輪上消費完畢喔~ 

 

第06天 格拉斯哥－愛丁堡 Edinburgh 

（行車：77.9公里，1小時） 

早餐後驅車前往愛丁堡，首先來到中世紀街道的▲皇家哩路漫遊，皇家哩路西端起自城堡，東

端是聖路德奧古斯丁教堂，早期是皇宮貴族使用的大路，現在是愛丁堡最熱鬧的一條路，四周

一間間古色古香又充滿趣味的商店。隨後參觀聳立在花崗岩山丘上的★愛丁堡古堡【UNESCO，

1995】，曾經是王宮、要塞、監獄 …等多重功能。隨後前往參觀皇家哩路盡頭是極華麗的★聖

十字王宮，是英國女王在蘇格蘭的官邸，為詹姆斯四世於1498年所建，歷史上以蘇格蘭女王瑪

麗在此居住過最為津津樂道（非天天開放）。市區觀光結束後，特別預留些許時間，您可在全

球精品匯集的▲王子街漫步，洶湧的人潮和中世紀的建築，交織出現代與古典意外地和諧感，

今晚夜宿於此。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蘇格蘭傳統料理+表演 

住宿：4* The Principal Hotel 或 4* The Roxburghe Hotel 或同級 

驚喜安排1：蘇格蘭傳統表演是生動且鼓舞人心的，由於蘇格蘭的歷史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複雜組成，

所以蘇格蘭人天生具有強烈的自尊心與舞蹈天份，且傳統舞蹈多半與軍隊相關，踩踏著

嚴謹的步伐、抖擻高昂的出征曲，演變至今，雖然較為商業化，但今夜不妨一起感受蘇

格蘭音樂與舞蹈的震撼，沸騰您的血液。 

 

第07天 愛丁堡－英格蘭湖區 England Lake District－溫特米爾 Windermerer 

    （行車：231公里，3.1小時） 

英格蘭湖區位於英格蘭西北部康布蘭高原上，被公認為英格蘭境內首區一指的自然景觀風景

區，1951年列為國家公園。這裡景色秀麗而富於變化，靜謐的氣息，足以叫人忘卻煩惱。首

先安排★搭乘雷克塞德蒸汽火車（5.6km），沿途可優閒觀賞雷瓦溪谷的美景，接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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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舟遊湖（45分鐘），體驗溫德米爾湖的浩瀚之美，順著無垠的山巒原野，錯落著山林小屋

與綿羊牛群，最美的畫面盡在眼前，著實令人心醉。隨後走進★碧翠絲波特的世界館，感受

彼得兔的故事的夢幻空間，今晚夜宿湖區。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4* Lakeside Hotel 或同級 

驚喜安排1：今日安排溫德米爾湖區慢遊，英國的康布連山脈（Cambrian Mountains）斜亙湖區中央，

把湖區略分為南、北、西3大區塊，此湖區是英國一座面積遼闊的國家公園，其內大大

小小的湖泊呈狹長型散佈，而湖區南端的溫德米爾湖是英格蘭最大的湖，也是南端的重

要門戶，南北長達18公里，寬2.4公里。 

驚喜安排2：特別安排搭乘雷克塞德蒸汽火車與遊湖，古老的蒸汽火車行進緩慢，彷彿進入老電影裡

的場景，沿途可欣賞雷瓦溪谷美景 ; 火車是採傳統煤炭動力，過程中衍伸出灰霧冉冉，

搭配未開發的自然風景，您可細細體會這懷舊愜意的慢步調。 

驚喜安排3：入內參觀碧翠絲波特世界館，是蒐羅彼得兔風采的大本營。畢翠斯生於倫敦，她在27歲

時寫了一封信給她小時候家庭老師的女兒，以床邊故事的方式配上動人的插畫，訴說4

隻免子的故事，其中一隻，就是彼得兔，而後她以彼得兔為名的出版了迷你開本的童話

書風靡全世界，世界館內可見到咬著紅蘿蔔的彼得兔、洗衣服的閃亮提姬 (Tiggy-

Winkle)太太、打瞌睡的小松鼠胡來(Nutkin)，可愛的模樣真讓人喜歡。 

 

第08天 溫特米爾－約克 York－晴天推薦*莊園飯店 

（行車：361公里，4.5小時） 

早餐過後驅車前往最浪漫典雅的小鎮－約克，此城市最早可追朔至西元71年，羅馬人佔領並建

立了 約克城堡，整座城市充滿了歐洲古典的正統風情，緩步漫遊參觀▲約克大教堂，建於1338 

年，其中最有名的為南面的玻瑰窗玻璃，有著「哥德建築的眼睛」之美譽，不容錯過，接著探

訪▲石頭街、▲肉鋪街，而約克大教堂為圓心，四周則是非常典雅的中古世界的歐洲建築，走

在小鎮內感覺時間凍結，倒流回到中古世紀。傍晚驅車前往今日下榻飯店，於飯店內享用晚餐。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約克郡傳統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4* Hambleton Hall 或 4* Kilworth House Hotel and Theatre 或 4* Stapleford Park 

Country House Hotel and Sporting Estate 或同級 

驚喜安排1：約克也常被稱作約克郡，為英格蘭北部歷史悠久也最大的郡，烏斯河流經約克市區，也讓

市區更加的繁榮與熱鬧，其中約克大教堂更是不容錯過的景點之一，而約克郡同時也是

英國有史以來發生最血腥的內戰－玫瑰戰爭的主要場景。 

 

第09天 晴天推薦*莊園飯店－劍橋 Cambridge－史特拉福 Stratford upon Avon 

（行車：249公里，3.1小時） 

早餐後驅車前往位於英國東區劍橋郡的城市，同時也是英國歷史優久最負盛名的學術之城▲劍

橋－詩人徐志摩筆下令人無限神往的大學城。劍橋大學創始於1209年，是世界上最頂尖的大學

之一，與牛津大學合稱『牛橋Oxbridge』。我們將漫步於大學城內，參觀聞名全球的★國王學

院，此學院在亨利六世的鼎力支持下於1441年成立，陽光下的哥德式建築顯得格外耀眼，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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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經過劍橋大學的光榮所在▲三一學院，此處一共出過 28 位諾貝爾獎得主，學院大門上有

創立者亨利八世的雕像，接著漫步續往於西元 1511 年創立的▲聖約翰學院，它的三層樓門上

裝飾著獸形 紋章雕刻，顯得富麗堂皇，院內河上有仿威尼斯所興建的▲嘆息橋，為您特別安排

最具浪漫詩意的劍橋★撐篙，體驗徐志摩筆下的英式風情。午後驅車前往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

小鎮－史特拉福，座落在景色怡人的雅芳河畔，全名為雅芳河畔的史特拉福，典型的英格蘭田

園風光。抵達後參觀★莎士比亞誔生故居，順著典雅的舊街漫步，沿途景物令人流連忘返。今

晚夜宿史特拉福。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4* Mercure Stratford Upon Avon Shakespeare Hotel 或同級 

驚喜安排1：國王學院是劍橋31所學院中最有名氣的學院，擁有悠久的歷史以及精緻的彩繪玻璃與建

築，同時也是中世紀晚期英國建築的重要典範。學院於1441年由國王亨利六世所創建，

學院內的建築群以禮拜堂最具代表特色，現今也成為了劍橋鎮的標誌。 

驚喜安排2：劍橋舊譯名康橋，是徐志摩筆下的信仰，特別安排在如詩如畫的康河上撐篙，乘著一葉扁

舟，青風徐徐，柳樹拌路人，遊走在數百年的名門學院中。晃過由牛頓架起的數學橋、

盪過國王學院的禮拜堂、最後由仿製威尼斯的嘆息橋下滑過，朝陽朗朗雲彩與河岸金柳

柔波，相吟著詩，劍橋的書卷氣息渾然天成。 

驚喜安排3：入內參觀莎士比亞故居，位於英國中部的史特拉福，由於緊鄰雅芳河畔，故又稱為雅芳河

畔史特拉福，這邊有大文豪莎士比亞居住過得痕跡，雖然成年後的他到倫敦闖出一片天，

但到了晚年時仍然回到史特拉福養老，最後在此辭世。 

 

第10天 史特拉福－科滋窩丘陵區 Cotswold－牛津 Oxford 或 牛津近郊住宿地 

（行車：201公里，2.8小時） 

早餐過後驅車前往▲科滋窩丘陵區，伸展於一片美麗的大自然之中，處處散佈著古老房舍，風

景秀麗，其中▲比伯利曾被譽為“英格蘭最美的村落”，整排的石造阿靈頓排屋，起建於1380年

為羊毛店，17世紀後轉型成為織布的小屋，而沿著山坡地形延伸而上，古意盎然。這裡是泰晤

士河的發源地，河流沿岸有豐富的歷史古蹟及英格蘭鄉間景色，給人悠閒靜瑟的舒適感。午後

前往▲牛津，原意為可以讓牛通過的淺灘且擁有「尖塔之城」美稱，將帶著您緩步尋訪▲牛津

舊城區，古老的書卷氣味徐徐地飄散在空氣中，此處擁全英國最古老的圖書館，巧妙地將尖聳

的名塔▲馬德連尖塔、▲基督大教堂尖塔、▲湯姆塔串連一氣，接著漫步於★牛津基督書院，

站在掌管民生食堂的都鐸式大廳內，屬於您的魔法學校奇幻之旅在此登場，說不定您會在轉角

遇上趕往魔法學校開學的妙麗喔!今晚夜宿牛津近郊區。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方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4* Macdonald Bear Hotel 或 4* The Feathers 或同級 

驚喜安排1：特別安排科滋窩丘陵區，位於英格蘭西部，與牛津郡相鄰，境內有綿延不絕的丘陵、隨處

可見的羊群、蜂蜜色的石頭屋。自從工業革命之後傳統羊毛產業衰退，科茲窩區卻沒有

因此而凋零，反而因為廣大的丘陵田園，成了英格蘭的鄉間渡假勝地。 

驚喜安排2：入內參觀基督學院，此學院為牛津大學城中最大學院之一，為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在1546

https://www.hotels.uk.com/uk/oxfordshire/woodstock/hotels/macdonald-bear-hotel.ox20-1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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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的大學學院，並且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座擁有主教堂的學院，不容錯過的必訪景點

為電影《哈利波特》中出現的霍格華茲魔法學院大餐廳，被魔法氣息圍繞著的旅人，從

此不再麻瓜呢! 

 

第11天 牛津*或牛津近郊－史前巨石陣－溫莎古堡 Windsord Castle－倫敦 London 

（行車：122公里，2.1小時） 

早早餐後驅車前往西元前3000年神秘的★史前巨石陣，巨石排列組合之準確令人驚嘆，其存

在的原因眾說紛紜，穿鑿附會的傳說更是精采。隨後續往溫莎公爵之故居－★溫莎古堡，雄

踞泰晤士河岸山丘上，現今仍是女王週末渡假的莊園，是英國最古老且一直有人居住的王室

宅邸，▲聖喬治禮拜堂，是溫莎古堡的建築經典，被玫瑰花園圍繞的▲圓塔氣勢非凡。接著

驅車前往首都－▲倫敦，走訪議會制度起源的▲國會大廈及▲大笨鐘，新哥德式的宏偉建築

已成為倫敦的地標，並特別安排搭乘泰晤世河畔的千禧地標★倫敦眼，這座高 135 公尺的巨

型摩天輪是英國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32個造型前衛的透明玻璃包廂，居高俯瞰倫敦市區景

觀，結束今日精彩的英倫風情漫遊，今晚夜宿倫敦。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港式點心料理 

住宿：4* The Tower Hotel 或同級 

驚喜安排1：安排參觀於198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史前遺跡之一－史前巨石陣，西元前3000年的

史前遺跡，從巨石搬運方式到用途，仍有許多無法解答的謎團。每一塊巨石似乎都有放

置的原因及意義，是為觀測天文?抑或是一個巨大的日曆?至今眾說紛紜，但在巨石底下

發現的古代墓葬卻又與這些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更顯神秘。 

驚喜安排2：入內參觀溫莎古堡，一座千年迄今仍就屹立不搖的英國象徵。一直以來都是英國王室的

居地，直至十九世紀初，喬治四世把古堡擴建為宮殿，成為了當今世上面積最大的古堡，

但最令人注目的還是溫莎公爵只愛江山不愛美人的蕩氣迴腸愛情故事。 

驚喜安排3：特別安排搭乘倫敦眼，它原本只是個暫時性的存在，卻因為太受歡迎躍身成為世界最著

名地標之一，又稱為千禧之輪的它，擁有32個膠囊座艙、每個座艙乘坐28人，由於移動

的速度緩慢，讓您能輕易地從空中擁有360度全視角欣賞泰晤士河兩岸的美景。 

驚喜安排4：晴天獨家安排倫敦連泊兩晚，別於市場上匆匆一瞥的緊湊，特別嚴選位置鄰近各景點之

精華區的飯店，並安排有別於一般旅行團的深度導覽景點，除了可免去天天換飯店整理

行李之苦，減少英國團體旅遊的倉促感。 

 

第12天 倫敦 London 

（全日市區觀光） 

早餐後展開精采的全日市區觀光，先前往參觀泰晤士河畔的★倫敦塔，在歷代皇家珍藏中，

尤以權杖上的「非洲之星」令人過目難忘；佇立於旁的▲倫敦塔橋，為橫跨泰晤士河的一座

高塔式鐵橋；午餐過後前往★大英博物館，入內參觀匯集世界文明遺跡的藝術殿堂，其文物

收藏之豐富令人驚嘆，英國人總是驕傲的說：走一趟大英博物館就等於看到了全世界。接續

參觀近年來因達文西密碼一書而聲名大噪的▲西敏寺，此為自13世紀起加冕典禮及皇室婚禮

在此舉行，隨後續往英國女王的住所▲白金漢宮，現仍為英國女王的宅邸。結束今日市區觀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1013/%E7%BE%8E%E6%9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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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後，如時間許可，將帶您漫步於▲皮卡的里廣場周圍，感受具有前衛又衝突美感的倫敦。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宿：The Tower Hotel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1：入內參觀擁有九百多年歷史的倫敦塔，此處同時也是亨利八世的第二個皇后安妮於1536

年被控犯有叛國及通姦罪，賜死地發生場景;而王室將其價值連城的金鑽皇冠和首飾存

放在珠寶館，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 530 克拉的鑽石「非洲之星」。 

驚喜安排2：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成立於1753年的大英博物館至今已有261年的歷史，是世界上歷

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之一，總館藏超過八百萬件，橫跨石器時代到20世紀皆有完整收藏，

是喜愛古蹟文物的您不可錯過的必訪博物館之一。 

 

第13天 倫敦－自由活動－希斯洛機場✈阿姆斯特丹 

KL-1022 LHR/AMS 1710/1935 

今日將時間留給您，您可拎著待買清單，前往市中心商業區，盡情滿足購物慾望；亦或是放慢

腳步，找家露天咖啡館，悠閒地來杯咖啡與蛋糕，感受歐式悠閒時光。午後搭乘專車前往機場

搭機，經阿姆斯特丹轉機後返回台灣。（貼心叮嚀：今日為不中斷您的購物時間，午餐敬請自

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發誤餐費(每人20英鎊) 

 

第14天 阿姆斯特丹✈台北 

KL-807 AMS/TPE  2055/1500 

班機今日飛返台北，返回溫暖甜蜜的家。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行車

參觀。 

 

參考航班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時間 

D1 台北－阿姆斯特丹 TPE/AMS 荷蘭航空 KL-808 2355/0655+1  12:00 

D2 阿姆斯特丹－科克 AMS/ORK 荷蘭航空 KL-3171 0930/1020  0:50 

D13 倫敦－阿姆斯特丹 LHR/AMS 荷蘭航空 KL-1022 1710/1935  2:25 

D13 阿姆斯特丹－台北 AMS/TPE 荷蘭航空 KL-807 2055/1500+1  14:50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