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蘇格蘭.英雄本色.巨石傳說 10 日】 
走訪：英國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 

 

◆行程地圖 

 
 

英國，全名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是一個已開發國家、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早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擁有巨大影響力、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育
和軍事強國。這樣一個世界強國之一，也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文化遺產，以及舉世聞名的表演藝術、
博物館等藝術文化景點。自然景觀與人文環境不著痕跡地完美融合，渾然天成。來一趟兼顧藝術與人
文、自然與美景的西歐島國之旅，英國，一個讓您傾心嚮往的優雅國度。 
蘇格蘭，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下屬的組成國之一，位於大不列顛島北部，英格蘭之北，
被大西洋環繞包圍，東部濱臨北海，西南濱臨北海海峽和愛爾蘭海，由約 790 多個島嶼組成。以格



子花紋、風笛音樂、畜牧業與威士忌而聞名。雖然外交、軍事、金融、總體經濟政策等事務上受英國
國會管轄，但蘇格蘭對於內部的立法、行政上，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在聯合王國內規模僅次於英格
蘭。 
 
精選特色： 
1. 湖區－彼得兔的故鄉、英國人的度假勝地。 
2. 牛津－牛津大學，圖書館的禁書區《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劇情中哈利波特披著神奇的隱形斗

篷偷偷闖入魔法學院圖書館的禁書區尋找秘密魔法的資料，真實世界的圖書館在哪呢？就在英語
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學─牛津大學的圖書館。 

3. 蘇格蘭愛丁堡－哈利波特的誕生地──愛丁堡被譽為歐洲最美的城市之一，同時她也是哈利波特
的作者 J.K 羅琳的定居地，以及哈利波特故事的誕生地。我們安排兩晚住宿，讓您深度感受！ 

4. 史特拉福－莎士比亞故居：一代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完整重現莎士比亞時期生活場景。 
5. 探索未知的「史前巨石群」，一窺史前時代有著外星人傳說的秘密地帶。 
6. 倫敦－※大英博物館的收藏舉世聞名,幾乎網羅世界各地重要文化遺產。 

『珍情相送』 

第一大相送: 送您【英式下午茶】 
早在 17 世紀時，英國人就有飲用紅茶的習慣了，而英國貴族的晚餐吃的晚，因此到了 18 世紀中葉

逐漸衍生出吃下午茶的習慣。漸漸的享用下午茶也成了英國皇宮貴族們聯絡感情、交換情報的的重要

社交聚會場合。而英國貴族們在品嚐下午茶時可是十分講究的，即使到了現在繁忙的工商社會，英國

的紳士、淑女們依舊會講究穿著、打扮整齊才去赴下午茶約會呢！ 

 

第二大相送: 送您【劍橋撐篙船】 
徐志摩詩中的意境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裡的艷影，在我的心頭蕩漾」，這些詞

句在遊船的過程中可逐一印證，這樣的景緻在我們眼中非筆墨所能形容。 

 



第三大相送: 送您【英國湖區遊船】 

～英國湖區的深度安排--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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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航班時間請依說明會資料，謝謝。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國泰航空 CX475 台北 香港 11:20 13:25 

國泰航空 CX253 香港 倫敦 15:05 20:15 

國泰航空 CX250 倫敦 香港 18:00 13:50+1 

國泰航空 CX510 香港 台北 15:05 16:55 

第一天 台北／香港／倫敦 LONDON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倫敦。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同級 

==========================================================  

第二天   倫敦－劍橋 Cambridge－麗茲 Leeds 
今日驅車前往心儀已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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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綠草如茵、楊柳垂堤，河上的小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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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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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前往麗茲。 



劍橋 

印度詩人泰格爾曾經以人間四月天，形容林徽音的清秀動人及非凡脫俗的氣質，著名的中國文豪徐志

摩更是為林徽音著迷不已，而萌芽這段動人的愛情故事的背景，正是在英國充滿著文學氣息且美麗的

劍橋，我們就隨著徐志摩與林徽音的腳步，好好的感受其浪漫的氛圍吧！安排撐篙隨著康橋貫穿其中

大大小小 31 個學院並細細品味，想像一下在英國悠閒的午後，擺渡於典雅的劍橋大學城，伴著徐徐

微風、清涼小河，不知不覺也跟著優雅起來呢！ 

【下車參觀】：數學橋、國王學院、皇后學院、康河  

【門    票】：康河撐篙船－撐一支長篙泛舟於詩意的劍橋上，留下值得一生收藏的回憶.讓

您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 

【行車距離】：倫敦~95KM~劍橋~238KM~麗茲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西式烤雞料理 

宿／ Park Plaza Leeds 或同級 

=========================================================== 

第三天  麗茲－約克 York－愛丁堡 Edinburgh 
今日參訪羅馬人、維京人、諾曼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跡的約克古城，穿梭於縱橫交錯的古老街

道及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城牆裡，彷若置身於時光隧道中，漫步前往約克大教堂，此教堂是阿

爾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哥德式教堂，不管是彩繪玻璃或尖頂、高塔都令人為之讚嘆。午後前往

蘇格蘭高雅的首府－愛丁堡。 

約克 

大家可能都曉得當初第一代英國人移民至美國的聚集點是現今的紐約 New York，而紐約正是英國人

懷念故鄉約克所取的名字；城鎮融合羅馬、撒克遜、維京統治的多樣歷史和文物，加上完整保存的中

古街道建築，展現出其懷舊古樸的一面，也是見證英格蘭歷史的重要城市，來到約克，彷如穿越時光

隧道來到中世紀。一定不能錯過約克大教堂，他是英國最大，同時也是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哥德式

教堂，西元 1220 年開始興建歷時 250 年直到西元 1470 年完工。走進約克大教堂，最令人驚歎的就

是聖壇後方一整片的彩色玻璃，面積相當於一個網球場的大小，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世紀彩色玻璃窗。 

【下車參觀】：約克－約克大教堂、古城牆、石頭街 

【行車距離】：麗茲~40KM~約克~209KM~愛丁堡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英式烤牛肉+約克夏布丁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宿／Holiday inn Edinburgh Hotel 或同級 

=========================================================== 

第四天 愛丁堡 EDINBURGH【蘇格蘭】（1995 年列為世界遺產） 
今日參觀最有價值的十二世紀古堡－愛丁堡城堡，愛丁堡城堡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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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條古老街道構成的皇家哩大道，在此大道上您可感受到本



市的中世紀古老歷史。下午前往英國女皇在蘇格蘭的官邸居所－荷理路德 HOLYROOD 

HOUSE 王宮，欣賞華麗的皇室居家擺飾。接著安排前往雅致的新城區逛逛名店林立的王子

街及喬治街，您可利用時間自由的逛街及購物。 

愛丁堡 

愛丁堡位於蘇格蘭中部，北緯 56 度附近，因受到大西洋暖流又臨北海的影響，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

而甚溫和。為於七座蜿蜒起伏的小山丘上，面積約 135 平方公里。除了名聞遐邇的國際藝術季外，

愛丁堡也是進入蘇格蘭的一大門戶，許多人暢遊英格蘭之後，更發現蘇格蘭的千萬風情與獨特民族

性，愛丁堡城堡、香醇的威士忌、穿著蘇格蘭呢裙的風笛手，愛丁堡是最佳蘇格蘭風情縮影代表。使

得此地被冠上北方『雅典』之稱的美名。 

【貼心加贈】：英式風情下午茶。  

【下車參觀】：皇家哩大道、王子街、喬治街 

【門    票】：愛丁堡城堡、荷理路德王宮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宿／Holiday inn Edinburgh Hotel 或同級 

=========================================================== 

第五天 愛丁堡－溫得梅爾湖區 WINDERMERE－利物浦 LIVERPOOL

【英格蘭】 
今日前往大不列湖區 Lake District，位於英格蘭西北部康布蘭（CUMBRIAN）高原上，被
公認為英格蘭境內首區一指之自然景觀風景區，1951 年列為國家公園。其由溫得梅爾湖、色
米爾湖、葛拉斯米爾湖、萊德湖組成大部份，其中以溫得梅爾湖面積最大，特別安排遊艇之
旅，讓您縱身湖區，著實令人心醉。您可輕鬆漫步於綠波蕩漾的湖邊，享受自然清新的空氣
也可逛逛此一美麗的小鎮。爾後前往披頭四的故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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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EW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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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區 

被譽為英格蘭最美麗的地區－湖區國家

公園，同時也是英國最受歡迎的旅遊區

之一，一年四季都有成千上萬的旅客前

來觀賞千百年地質變動的天然美景、湖

泊、河谷、山巒、瀑布種種大自然的巧

奪天工。由於湖區的天然景色如此的誘

人，因此許多的藝術家以及文學家都因

此而在此被孕育出來，除了以上提到的

畢翠斯．波特，另一位威廉．華爾華斯



則是英國最有名的浪漫詩人，也是湖區的代表文學家之一。驅車進入湖區國家公園，沿途的自然風光，

多采多姿的景觀包括緩緩起伏的山坡與林地、綿長的大湖全景、不期而遇的小池或小湖、碧綠的高地

和遠處宏偉的山脈與山隘，各位旅客更是會被沿途的風景所驚嘆。而溫特米爾更是湖區十多個大大小

小湖中最大的一個。 

利物浦 
英國第二大貿易港也是 60 年代搖滾巨星披頭四的故鄉－利物浦，利物浦 Liverpool 是英格蘭西北部
著名港口城市，是英格蘭的核心城市之一，1960 年代，利物浦成為青年文化的中心。Merseybeat
成為披頭四等流行樂隊的代名詞，使該市一躍到流行樂壇的前面。 
【門    票】：遊船之旅 
【下車參觀】：溫德梅爾鎮；利物浦－阿爾伯特船塢、大都會教堂 
【行車距離】：愛丁堡~230KM~溫得梅爾湖區~140KM~利物浦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英式炸魚風味餐 晚餐／英式風味餐 
住宿／SUI TES KNOWSLEY HOTEL 或同級 

========================================================= 

第六天 利物浦－史特拉福 STRATFORD UPON AVON－巴斯 BATH(布

里斯托) 
早餐後專車前往科滋窩丘陵區北端城鎮、大文豪莎士比亞
出生地－史特拉福 Stratford upon Avon。莎士比亞被稱
為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他的作品包括四大喜劇及四大悲
劇，都是流傳後世的名作。在此您可參觀莎士比亞故居，
莎士比亞誕生時所居住的地方，一路走來大文豪從生到死
令您感觸良多。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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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巴斯建築物多為西元 18、19 世紀所

建，唯一存留的羅馬遺跡位於地面下６公尺，爾後前往普特尼橋、皇家新月樓廣場等。 
史特拉佛 

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史特拉佛，位於四面垂柳、天鵝悠遊的雅芳河畔。本地的聞名全靠一個人的

成就，每年 300 萬的觀光客擠進史特拉福想追尋這位大劇作家的過往，莎翁的作品帶給此地強烈的

轉變，街頭、公園及各個角落均樹立其故事中角色的雕像或典故，強烈感受這位偉人的人文氣息。 

巴斯 
巴斯至今仍保留了西元 1 世紀時羅馬人留下的
礦泉浴池；著名的皇家新月樓被譽為英國最高
貴的街道，也是巴斯古典建築的代表；可口豐
盛的莎莉露麵包更是前往巴斯不能錯過的一個
傳統美食。位於西方的古老城鎮，因謠傳西元
前 860 年左右，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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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將痲瘋病治好了，後便在巴斯溫泉附近廣建
浴池，以及兼具水和智慧女神的 Sulis Minerva



神廟，使得巴斯溫泉之鄉雛形日益成熟，18 世紀安女王造訪巴斯後，逐漸成為流行的溫泉度假勝地。
所以現在走在巴斯的街道上，所見的都是一派洗完澡出來散步似的閒散人們，十足的世外桃源。 
【門    票】：莎士比亞故居 
【下車參觀】：聖三一教堂、 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哈佛之屋、皇家新月樓、巴斯修道院、普特尼橋。 
【行車距離】：利物浦~216KM~史特拉福~137KM~巴斯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FRANCIS HOTEL、HOLIDAY INN BRISTOL CITY CENTRE 或同級 

========================================================= 

第七天 巴斯(布里斯托)－巨石群 STONEHENGE－牛津 OXFORD 
早餐後前往參觀神秘的史前巨石群 Stonehen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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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估計大約於 4000 多年前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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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前往全
球聞名之牛津 Oxford，和劍橋並列為舉世聞名的大學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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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瀰漫濃濃的學術氣息，孕育出英國第一所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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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石群 
坐落在倫敦以西偏南 135 公里的莎爾斯伯利平原
上。在一望無際的綠色曠野上，一群拔地而起的巨
石，堆疊得井然有序；是世界上最大的巨石林，也
是歐洲最大的史前古跡。在英國人的心目中，「巨
石群」是一處非常古老而又非常神聖的地方，可以
說得上為英國國家標誌，一般估計史前巨石群大約
為 4000 年前出現，目前尚無人可以證實其建造之
公用，也不知道其如何建造而成，這些目前都待科
學家與您來揭開他神祕的面紗。 

牛津 

牛津，既是嚴肅的學術殿堂，也是戲謔人生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起源處。而愛麗絲勇敢又堅持

地追求答案的精神，我想大概就是牛津學者的最佳寫照。瀰漫濃濃學術氣息的牛津小鎮，孕育出英國

第一所大學—牛津大學，在一平方公里不到的小小範圍內，孕育出無數的哲學家、詩人和科學家。

走在牛津街頭，一棟棟緊簇的學院劍拔怒張地矗在遊客眼前，從此，走進世界舞台的名人就像事先約

好似地，排著隊伍進入腦海裡，牛津的驕傲不停地被重覆著、炫耀著。 

【門    票】：巨石群 Stonehenge 

【下車參觀】：萬靈學院、大學學院、波德里安圖書館、卡法斯塔、基督教會學院 
【行車距離】：巴斯~58KM~巨石群~114KM~牛津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英式風味餐 
住宿／JURYS INN HOTEL 或同級 

=========================================================  



第八天 牛津－比斯特 BICESTER OUTLET─倫敦 LONDON 
早餐後前往英國人氣最旺的 Outlet－比斯特購物村 Bicester Village，Bicester Village 是
非歐盟遊客的購物首選，包含 90 多個世界名牌既有 Burberry,Mulberry 等英倫經典品牌 ；
也有 All Saints 等英倫風尚品牌 ；當然也包括 Polo Ralph Lauren, Dior 等世界名牌。讓您
盡情享受購物樂趣。午後前往英國首都「倫敦」。展開倫敦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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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來到倫敦鐵橋以及
一旁存放英國皇室珠寶以及當今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皇冠的倫敦塔。來到英國，如果您想要欣
賞倫敦最豪華、熱鬧的街景，那麼您一定得站在匹卡得力圓環（Piccadilly Circus）這裡，
車子也會途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1981 年戴安娜與查理斯的婚禮大典－聖保羅大教堂。
接續前往英國皇室居所白金漢宮、世界議會制度起源地的英國國會大廈、大鵬鐘、首相官邸、
歷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等。 

Bicester Village Outlets 
英國人氣最旺的 Outlest，Bicester Village 距離倫敦只有一個多小時車程，有 100 多個世界名牌進
駐。除了 Burberry,Mulberry 等英倫經典品牌，另有 Dior，Dunhill，Tod's，Bally，Clarks 等高級
時裝品牌，也有 Puma，Diesel，Miss Sixty 等休閒品牌 。價格低至市價的 4 折左右，在 Bicester，
一定能挑到貨真價廉的好商品，保證讓您有物超所值的感覺。 
【下車參觀】：比斯特 Outlet:倫敦：倫敦塔、英國國會大廈、白金漢宮、倫敦塔橋、大鵬鐘、西敏
寺、匹卡得力圓環。 
【行車距離】：牛津~23KM-比斯特 OUTLET-101KM~倫敦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晚餐／正統港式飲茶風味料理 
住宿／Holiday Inn London Shpperton Hotel 或同級旅館 

========================================================= 

第九天 倫敦【窈窕淑女電影場景 VS 充滿歡笑的街頭表演】/ 香港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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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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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 

倫敦乃歐洲第一大城，羅馬人在西元 1 世紀創建這座城市，作為行政中心及與歐陸貿易的港口。一

千多年來，倫敦是英國君主的駐在地，也是政治及商業的中心。整個城市隨處可以見到歷史性的建築，



除了各式各樣的博物館、美術館及教堂，倫敦同時也是個現代時尚的大都會，提供各種娛樂活動及購

物的去處，倫敦的魅力可說是無窮，足以讓您感受到現代與過去交融而成的倫敦。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 
【行車距離】：倫敦市區 
 

早餐／飯店內英式早餐 午餐／傑米奧莉佛特色餐廳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豪華客機 

========================================================= 

第十天 香港／台北 
班機於轉機時差，抵達溫暖台北。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