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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GO 英國～ 

大英博物館.時尚 OUTLET.牛津.劍橋.溫莎.哈利波特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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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倫趣之旅～不可或缺的體驗 

一、世界人文殿堂巡禮，帶你進入歷史世界-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見證昔日大英帝國的驕傲！這裡是匯集世界文明遺跡的藝術殿堂，分為多個主要常設展示區

塊，包含：英國、美洲、古埃及、古希臘與羅馬、亞洲以及中東等...，其文物收藏之豐富令人

難以想像，難怪一提起大英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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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lang=zh-CH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lang=zh-CH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lang=zh-CH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lang=zh-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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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國皇室後花園~溫莎古堡 

 
溫莎城堡（溫莎古堡）是伊麗莎白女王最喜歡的家，建於中世紀到現在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並且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大、最古老而且還有人居住城堡。溫莎城堡一直都是很受遊客歡迎的熱

門景點，尤其前年哈利王子與梅根大婚就是選在溫莎的 St. George’s Chapel 聖喬治禮拜

堂，讓溫莎的人氣又更上一層樓。 

3.就是要濃濃的學院風，雙大學城之旅-牛津 Oxford、劍橋 Cambridge 

★英國最古老的大學城－牛津大學 

造訪牛津大學最大的學院-基督教會學院，此學院近代 200 年內產生了 16 位英國首相，基督教

會學院的多處景點都被選為電影《哈利波特》的取景地。 

 

★聞名全世的大學城－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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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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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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體驗英國在地生活，英國好好買，英國人氣知名景點！ 

比斯特購物村 Bicester Village、柯芬園 Covent Garden Market 

★比斯特購物村 Bicester Village，英國必去倫敦必買，品牌超齊全的必逛 outlet！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Market，充滿文化氣息的市集！網紅網帥必去拍照打卡地點！ 

 

 

 

【貼心安排】特別贈送 

1. 每位貴賓全程租用一付精密耳機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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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輕鬆拍照，減低外界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2. 不將餐食完全填滿,保留旅遊自主權，旅遊心情更愉快。 

3. 歐洲行程皆為早出晚歸，為節省貴賓寶貴時間及方便行程操作，未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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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中華航空 CI069 台北/倫敦 09:35 15:30 13時55分 

第五天 中華航空 CI070 倫敦/台北 21:15 18:30+1 13時15分 

**實際航班時間可能依航空公司調整班次，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航空公司隨時會有提前開票通知，報名付訂時敬請提供正確護照英文姓名以利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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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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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晚上抵達倫敦，

敬請各位貴賓好好休息。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HOLIDAY INN HEATHROW 4★ 或 LEONANDO 4★或 HILTON GARDEN INN 4★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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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天  倫敦－劍橋－倫敦【大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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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後返回倫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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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橋 Cambrid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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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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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由在地達人導遊導覽

講解）－世界上規模最大及最著名的綜合博物館之

一，於 1753 年創立，現今收藏品已超過 1300 多萬

件。由於空間的限制，目前還有大批藏品未能公開展

出。而大英博物館裡的展品大多是帝國主義時代透過

戰爭或殖民，大量掠奪其他國家地區的歷史文物，戰

後並未歸還原國，進而得以保存珍貴的歷史文化資

產。 

【建議自費 25 英鎊 】：康河撐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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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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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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0 人成行) 

【下車參觀】：劍橋市區觀光。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 

【行車距離】：倫敦-100KM-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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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HESTON HYDE 或 HOLIDAY INN LONDON-HEATHROW BATH ROAD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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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天  倫敦－牛津 OXFORD－比斯特購物村 BICESTER VILLAGE－倫敦 

今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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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前往比斯特購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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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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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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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靈學院、大學學院、波德里安圖書館、卡法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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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距離】：倫敦-96KM-牛津-20KM-比斯特購物村-100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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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HESTON HYDE 或 HOLIDAY INN LONDON-HEATHROW BATH ROAD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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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天  倫敦 LONDON【柯芬園+哈利波特國王十字車站】 

今早前往英國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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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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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往世界議會制度起源地的英國國會大廈、大笨鐘、首相官邸、歷

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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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芬園 Covent Garden－有許多品牌可以逛，例如 Chanel、Burberry、瑰柏翠、Apple、Aveda、

Barbour 等等，也有一些老店，例如製作地球儀的 Stanfords 以及 1880 年就成立的老玩具店 

Benjamin Pollock’s Toy Shop。一般而言這些商店都是差不多上午 10 點到 10 點半之間才會開始營

業，所以可以睡飽飽再出門逛街。而柯芬園除了市場本體以及附近商圈的品牌店面以外，裡面還有專

賣手作與文創商品的 Apple Market 以及旁邊販賣骨董商品、藝術商品還有其他東西的 Jubilee 

Market Hall。 

國會大廈和大笨鐘 Palace of Westminster＆Big Ben－國會大廈及大笨鐘是倫敦甚至英國的頭號地

標，是每位遊客必到之處。國會大廈始建於 1097 年，但 1834 年的大火燒毀了大部分建築，現時帶

有哥德風格的建築建於 1870 年。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自從 1066 年征服者威廉在此加冕以來、西敏寺一直是歷代英國君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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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所在、也是一千多年來安葬和紀念英國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的地方。數世紀以來，已有數百萬名

朝聖者蒞臨本寺。也是英國皇室貴族舉行結婚典禮的聖地。 

倫敦塔＆倫敦塔橋 Tower of London＆Tower Bridge－有九百多年歷史的倫敦塔的聲譽並不太好，常

會令人聯想起囚禁、謀殺和酷刑等血腥事件。幾隻大烏鴉（ravens，正式名叫渡鴉）令倫敦塔更添幾

分詭異，傳說如果牠們飛離倫敦塔，倫敦便會有大災難；不過有災難的可能是大烏鴉自己，據聞牠們

的翅膀給做了手腳，想飛走也不成了。倫敦塔是位於倫敦市中心的一座宮殿和城堡，其官方名稱是

「女王陛下的宮殿與城堡，倫敦塔」，雖然將其作為宮殿居住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已是幾世紀前的詹姆士

一世，但在名義上至今仍是英國王室宮殿。

 

英國倫敦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喜歡小說《哈利波特》的人對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不會感到陌生。據說作

者羅琳的雙親在國王十字車站因乘坐同一班列車而相戀，所以她便將此地設定為《哈利波特》的重要

地點，而巫師都必須從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搭上列車，進到霍格華茲學院。也因為《哈利波特》的高人

氣，原本沒有這個月台的國王十字車站，特別豎立標誌，並在設置一台半穿越牆壁的手推車，還提供

圍巾，讓遊客拍出小說情境般的照片。拍完照如果還意猶未盡，月台旁邊也有《哈利波特》專賣店，

裡面有霍格華茲各學院的制服、飛天掃帚、魔杖等紀念品可以參觀購買。 

Harrods 百貨－倫敦最有名的百貨公司之一，更是在世界上頗負盛名的購物中心，占地 4.5 英畝，擁

有超過 330 個銷售部門，涵蓋超過一百萬平方呎的樓層地板面積，成為世界最大的百貨公司（與紐約

梅西百貨打平），目前仍然是英國境內最大的百貨公司。 

【下車參觀】：倫敦：倫敦塔、英國國會大廈、倫敦塔橋、大笨鐘、西敏寺、國王十字車站、哈洛斯百

貨。 

早餐：英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HESTON HYDE 或 HOLIDAY INN LONDON-HEATHROW BATH ROAD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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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天  倫敦－溫莎古堡－倫敦機場／台北 

今日是個輕鬆別離的日子！體驗了豐碩的英式浪漫風情，沿著窗外無限美麗街景，望著千年的絕美景

緻，許願自己美好的未來！再會吧！英國再美，總須別離。來到機場，再一次的起飛，潛藏在內心的

慾望，歐洲，我會再來！ 

溫莎城堡 Windsor Castle－溫莎古堡與倫敦白金漢

宮、愛丁堡荷里路德宮都是英國君王主要的行政官

邸，也是目前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個，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常在這裡度過週末。古堡是由威廉一世於

1070 年起開始建造，經過百年擴展改建發展成一個巨

大城堡用途也多次轉變，如軍事要塞、皇室住所、行

政官邸甚至也當過監獄。 

【下車參觀】：溫莎古堡、溫莎市區。 

【行車距離】：倫敦-40KM-溫莎-65KM-蓋威克機場 

早餐：英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豪華客機套餐 

住宿：豪華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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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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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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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自費表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費用 

劍橋 撐篙遊船 康河撐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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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 約 60 分鐘  

報名方式： 出發前統計  

費用包含： 船資。  

特別說明： 需 10 人以上成行。 

幣值 : 英鎊 

大人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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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哈利波特劇場 你是哈利波特迷嗎？事先購買全線上預訂制

的哈利波特影城門票，搭乘舒適空調巴士

（非哈利波特主題巴士）從倫敦市區出發，

暫時脫離麻瓜行列，深入哈利波特電影幕

後，一睹華納兄弟工作室精彩的特效、華麗

的服裝與細緻的魔法道具，你可參觀葛來分

多交誼廳、奧利凡德魔杖專賣店、消失的密

室、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還可搭乘霍格華茲

特快車，或試騎飛天掃帚、品嚐經典的奶油

啤酒，盡情享受神秘的魔法世界！ 

幣值 : 英鎊 

大人 :  120 

巴斯 巴斯市區觀光+巨石陣 巴斯市區觀光+巨石陣〈含巨石陣門票

&Audio Guide〉 

幣值 : 英鎊 

大人 :  100 

牛津 英式三道式佐水 英式鄉村牛肉派風味 

MENU： 

當日湯品 

燉肉佐派伴時令鮮蔬 

甜品(檸檬起司蛋糕) 

水 

報名方式： 出發前統計 

特別說明： 以上為參考菜單如因季節問題，或

有少許菜單調整，敬請明瞭。 

需 16 人以上成行。 

幣值 : 英鎊 

大人 :  30 

各城市 英式三道式佐水 報名方式： 出發前統計  

特別說明： 需 16 人以上成行。 

幣值 : 英鎊 

大人 :  25 

各城市 中式七菜一湯 報名方式： 出發前統計  

特別說明： 需 16 人以上成行。 

幣值 : 英鎊 

每位 :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