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地 目的地 搭乘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 倫敦 CI 069 09:30 16:30 

高地 倫敦 易捷或其他 12:45 14:10 

倫敦 台北 CI 070 21:15 18:30+1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 米其林美食饗宴 

     ♦ 愛丁堡一顆星米其林料理 

    ♦ 湖區米其林推薦輕食料理 

  ○ 雙名廚料理 

    ♦ 型男名廚Jamie Oliver餐廳 

    ♦ 地獄廚房主廚Gordon Ramsay餐廳 

  ○ 嚴選多種風味料理滿足您的味蕾 

      龍蝦漢堡料理、酒館料理、義大利 

         料理、法式料理、港式飲茶、 

                 中式料理等。 

             ○倫敦進 / 倫敦出 

              華航獨家 倫敦進/出 航班， 

              早去晚回，等於市場 13天行程。 

○ 托運行李 30 公斤，開心購物沒壓力！ 

○ 英國國內班機 VS. 英國國鐵，最短坐車時間 

  ➤搭配國內段飛機從北飛回倫敦。 

  ➤一段英國國鐵從英國最美的湖區前往愛丁堡，享受不同 

    交通工具的樂趣，最少的搭車距離！ 

○ 全程提供兩人一台 WIFI 機， 

                 讓您出國溝通無國界。 

            愛丁堡 & 倫敦 

     雙名城奢華五星連雙泊 

           ♦      晚愛丁堡市區五星飯店 

      貴族般典雅的風格，享受四周優雅的環境。 

    ♦      晚倫敦市區五星飯店 

    坐落倫敦市區心臟位置，絕佳地理位置，讓您可以最 

   妥善的運用您的自由活動時間，無論白天或黑夜都能倫 

    敦走透透。 

   ○ 獨家入住利物浦－披頭四主題飯店 

       房間別具匠心地裝點著特別訂製的披頭四風格 

           藝術品，傳承披頭四樂隊的文化， 

               帶您品味與眾不同的魅力。 

             ○ 莎士比亞誕生地－史特拉福 

              入住鄉村特色莊園，享受英式生活。 

○ 精彩雙遊：英格蘭+蘇格蘭 

  涵蓋英倫三島最精采與人文特色薈萃的英格蘭與蘇格蘭。 

○ 英倫雙學院 

  ♦ 牛津-基督學院，參觀哈利波特場景『The Hall』 

  ♦ 劍橋-國王學院，拜訪牛頓地心引力的『蘋果樹』 

○ 五大世界文化遺產 

  1.愛丁堡 2.溫德米爾湖區 3.巨石群 4.巴斯 5.倫敦塔 

 ○ 三湖巡禮 
  ♦ 溫德米爾湖：英格蘭最大的湖，彼得兔的誕生地。 

  ♦ 羅夢湖：宛若世外桃源，因而被列為蘇格蘭第一座國家公園，  

    鄰近的露絲小鎮也曾被評選為最適合渡假的小鎮。 

  ♦ 尼斯湖：從阿齊特城堡欣賞尼斯湖美景，尋找尼斯湖水怪。 

○ 倫敦市區觀光 
  ♦ 中文導遊專業導覽，帶您看遍倫敦精采景點。 2 

2 

  



 

【【幻幻影影高高地地】】英英格格蘭蘭、、蘇蘇格格蘭蘭十十二二日日 

英英倫倫雙雙學學院院、、三三湖湖之之旅旅  溫溫德德米米爾爾湖湖區區、、雷雷夢夢湖湖、、尼尼斯斯湖湖  

雙雙名名廚廚料料理理、、一一星星米米其其林林饗饗宴宴、、兩兩大大首首都都五五星星飯飯店店連連雙雙泊泊  

Day 1 (五) 台北 倫敦→紐伯里 

行車距離： 倫敦-70KM-紐伯里 

團員於機場集合，辦理 CHECK-IN手續、托運行李，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倫敦，機上好好休息一下，

祝您機上好眠，由於時差之關係，我們將於當日下午抵達倫敦，抵達後前往飯店入住休息，明日我

們將開始此趟英格蘭、蘇格蘭 12天之旅。 

 

午餐：機上 

 

Doubletree by Hilton 或 

Mercure 或 ★★★★ 同級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備註：如遇紐伯里飯店供不應求時，將改宿其它鄰近城市並提早通知，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Day 2 (六) 紐伯里→巨石群→巴斯→特選飯店 

含入門票： 巴斯羅馬浴場、巨石群 

行車距離： 紐伯里-60KM-巴斯-55KM-巨石群-74KM-特選飯店 

  
『巴斯』 

喬治王時代建築及古溫泉而馳名的城市—巴

斯。羅馬人在這裡發現了溫泉，於是在此建造了

龐大的浴場，如今此古浴場遺址成為英國著名的

遺跡所在，喬治王朝時期，更是貴族們的渡假聖

地，因此處處可見優雅精緻的米色房舍，◎皇家

新月樓、圓形廣場和普爾特尼橋都是世界上最精

美的建築瑰寶。 

『巨石群』 

擁有許多星象靈異之傳說的史前巨石群，已闢建

為英國國家管理資源，入口處頗似美國國家公園

管理處之入口。巨石區之巨大石材，在方圓數百

公里內，並無此等材料，顯然當初不遠千里運來，

作用為天象或宗教儀式。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30~11:30 遊覽巨石群 

12:30~16:00 午餐&遊覽巴斯 

 

午餐：義大利式料理 

 

Doubletree Cheltenham 

或 ★★★★ 同級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備註：如遇特選飯店供不應求時，將改宿其它鄰近城市並提早通知，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Day 3 (日) 特選飯店→牛津→購物村→史特拉福 

含入門票： 基督學院(適逢周日，僅開放 14:00-16:00) 

行車距離： 特選飯店-60KM-牛津-21KM-購物村-64KM-史特拉福 

  
『牛津大學』  

是英語國家中歷史最久的大學的發源地，由 38

所獨立書院及 4所學術學院組成，牛津大學為一

所都市大學，特色建築包括了用以舉辦音樂會、

講堂及大學各個典禮的謝爾登劇院，基督學院算

是牛津大學中最大的學院之一也是參觀人數最

多的學院。 

『Bicester Village 購物村』  

這個輕鬆愜意的購物天堂坐落於牛津附近，超過

130家奢華精品店面全年提供誘人的優惠，無論

是在名牌精品店悠然選購超值美物，還是在購物

村內的咖啡店和餐廳享用精緻餐飲，購物村總能

帶給您無盡的樂趣和驚喜。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3:00 購物村 SHOPPING 時間 

14:00~18:00 遊覽牛津&晚餐 

 

午餐：方便購物，餐食自理 

 

Macdonald 或 Crowne Plaza 或 

Walton Hall 或 ★★★★ 同級 晚餐：法式料理 

  

Day 4 (一) 史特拉福→契斯特→利物浦 

含入門票： 莎士比亞故居 

行車距離： 史特拉福-185KM-契斯特-30KM-利物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B8%E6%9B%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B8%E6%9B%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B8%E6%9B%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B8%E5%AD%B8%E8%A1%93%E5%AD%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A2%E5%B0%94%E7%99%BB%E5%89%A7%E9%99%A2
http://www.bicestervillage.com/


 

  
『史特拉福』 

位於亞芳河旁的史特拉福為一恬靜的小村莊，因

為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而舉世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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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參

觀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成長至青少年時期所居

住的舊居。亞芳河畔的聖靈教堂不僅為莎士比亞

受洗地也是長眠之處。 

『契斯特』 

契斯特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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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東門的鐘塔，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就位 60週年

所建，是您鏡頭不可錯過的景點哦。另一個迷人

的建築是，已有六百年傳統之久的『柔思商店

街』，木質黑白色鄉間的建築物及有拱廊之購物商

店街，非常古色古香。 

 

『利物浦』 

金氏世界紀錄將利物浦評為「世界流行樂之都」，

披頭四、比利·弗里、格里和帶頭人及其他許多樂

團都是在此發跡的。兩支英超聯球會：利物浦和

愛華頓也位於利物浦。2007年時利物浦成為歐洲

文化之都。偉大的搖滾樂團披頭四 The Beatles

的發跡地-Mathew Street馬修街，這裡還有一面

有名的牆 The Cavern Wall Of Fame 名人紀念

牆超過 1800個磚頭，每一個名字都是曾在

Cavern Club 表演過的所有音樂人的名字！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1:00 遊覽史特拉福 

13:00~17:00 午餐&遊覽契斯特古城 

 

午餐：中式料理 

 

Hard Days 或 Marriott 或 Hilton 

或 Crowne Plaza 或 Pullman 

或 ★★★★ 同級 晚餐：英式料理 

備註：如遇披頭四主題飯店供不應求時，將改宿同等級利物浦四星飯店，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Day 5 (二) 利物浦→溫德米爾湖區+++愛丁堡 

含入門票： 畢翠斯波特世界、湖區遊船&蒸汽火車(火車需視開駛時間而加贈安排)、英國國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8%98%AD%E8%B6%85%E7%B4%9A%E8%B6%B3%E7%90%83%E8%81%AF%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89%A9%E6%B5%A6%E8%B6%B3%E7%90%83%E4%BF%B1%E4%B9%90%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8%8F%AF%E9%A0%93


 

行車距離： 利物浦-138KM-溫德米爾湖區-242KM-愛丁堡 

  
『溫德米爾湖區』 

英國最不可錯過的渡假勝地彼得兔的故鄉-溫德

米爾湖區，欣賞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如詩如畫

的田園風光，體驗片刻與大自然獨處之情，倘佯

英國浪漫派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最鍾愛的牧野風

光。湖區的山水景緻一覽無疑，您更可以放鬆心

情，在湖邊靜心的散散步，享受大自然的豐富饗

宴。 

『畢翠斯波特的世界』 

拜訪可愛的彼得兔和童話中所有的主角，帶您進

入夢幻般的童話世界。畢翠斯‧波特女士便是在此

優雅的環境中畫出彼得兔的故事，您可在此體驗

風景明媚的道地英格蘭小鎮風光，鎮上店鋪販有

彼得兔相關產品，讓你帶回最道地的彼得兔喔！ 

    旅遊時間預計表 

11:00~13:30 參觀彼得兔世界&午餐 

14:00~16:00 湖區遊船&蒸汽火車(火車需視開駛時間而加贈安排) 

18:24~20:23 搭乘英國國鐵前往愛丁堡(正確車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午餐：米其林推薦輕食料理 

 

Sheraton 或 Balmoral 或 

Waldorf 或 Glasshouse 

或 ★★★★★ 同級 晚餐：搭配車班，餐食自理 
  

Day 6 (三) 愛丁堡 

含入門票： 愛丁堡城堡、聖十字皇宮 

行車距離： 市區 

  

  



 

『愛丁堡城堡』 

盤踞於火山岩上的愛丁堡古堡使這座城市增添

許多哈利波特故事的趣致氛圍，參觀最古老的聖

瑪格麗特教堂，及存放蘇格蘭人精神象徵的皇家

珠寶塔，大人小孩都愛的愛丁堡地牢，地牢內特

別營造出來的聲效光影，效果十足；蘇格蘭陣亡

將士紀念館，感受莊嚴肅穆之氣氛。 

『聖十字皇宮』 

前身為十字修道院，位於英國蘇格蘭首府愛丁

堡，是英國女王主要的行政官邸之一，也是英女

王在蘇格蘭的官邸。為詹姆斯四世於 1498 年所

建，而後，詹姆斯五世繼位，加建高塔，遂成今

之樣貌。自 15世紀以來，為蘇格蘭國王和皇后主

要的宮殿。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8:00 全日遊覽愛丁堡。 

 

午餐：中式料理 

 

Sheraton 或 Balmoral 或 

Waldorf 或 Glasshouse 

或 ★★★★★ 同級 晚餐：蘇格蘭酒吧料理 

  

Day 7 (四) 愛丁堡→格拉斯哥(或蘇格蘭低地) 

含入門票： 無 

行車距離： 愛丁堡-74KM-格拉斯哥 

  
『愛丁堡自由活動』 

愛丁堡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歷史建築亦完好

保存下來。愛丁堡的舊城和新城一起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並由王子街公園綠

地區分為新、舊城區。上午的時間可到著名的

大象屋喝杯咖啡，這可是 JK羅琳構思哈利波特

的咖啡廳；或是前往威士忌體驗館，了解蘇格

蘭威士忌的文化及製造過程等。 

『格拉斯哥』 

身為蘇格蘭的金融之都，而且在工業革命中扮演

著重要角色的 Glasgow，其實藏有很多瑰寶。商

人之都、造船之都、歐洲文化之都，都是他的名

銜之一。它跟愛丁堡地位是一樣的，若以發展而

言，它的地位還比愛丁堡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建築大師麥金塔，在市區可以找到他的設計：

Mackintosh House、他一手設計的房子 House 

for an Art Lover、Glasgow Art School，都跟他

有強烈的關聯。 

    旅遊時間預計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4%B8%81%E5%A0%A1%E8%88%8A%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4%B8%81%E5%A0%A1%E6%96%B0%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BA%E7%94%A2


 

09:00~12:00 自由活動 

12:30~14:00 一星米其林饗宴 

15:00~18:00 遊覽格拉斯哥 

 

午餐：一星米其林料理 

 

Marriott 或 Crowne Plaza 或 

 Hilton 或 Westerwood 

或 ★★★★ 同級 晚餐：英國名廚義大利餐廳料理 

 

Day 8 (五) 格拉斯哥→露絲小鎮&羅夢湖→威廉堡→尼斯湖→蘇格蘭高地 

含入門票： 阿齊特城堡 

行車距離： 格拉斯哥-50KM-露絲-120KM-威廉堡-78KM-尼斯湖-20KM-高地 

  

『露絲小鎮&羅夢湖』 

因為一部英國連續劇「Take the High Road」

而成名的露絲小鎮(Lu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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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為山勢阻擋，讓露絲比

別人少了日光的照拂，也因此有了「黑村」(Black 

Village) 的俗稱。露絲小鎮位於羅夢湖畔，是相

當著名的童話小鎮。 

『尼斯湖』 

尼斯湖 (英文: Loch Ness) 是一個位於蘇格蘭高

地(Scottish Highlands)喀里多尼亞地峽摩萊灣口

的印威內斯市的細長淡水湖。尼斯湖最著名的名

勝便是傳說中的尼斯湖水怪，湖中有船接載遊客

遊湖找尋水怪行蹤，當地的尼斯湖水怪展館有關

於水怪傳說的展品。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30~10:30 露絲小鎮欣賞羅夢湖 

12:30~13:30 中停威廉堡休息 

15:00~17:00 遊覽尼斯湖 

 

午餐：方便遊玩，請自備三明治 

 

Macdonald Hotels & Resorts 

或 Mercure 或 ★★★★ 同級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備註：阿齊特城堡為欣賞尼斯湖最佳景點，如遇冬季天候不佳，導致無法入內參觀，將退回每人團體

門票費用新台幣 300元。 

  



 

 

Day 9 (六) 蘇格蘭高地 倫敦 

含入門票： 無 

行車距離： 蘇格蘭高地-(飛行時間約 1小時 30分)-倫敦 

 

『倫敦』 

著名的國際都會之一，集時尚、金融、娛樂於一

身的歐洲大城，知名景點如倫敦塔、白金漢宮、

大英博物館、倫敦塔、教堂與多所大學等，倫敦

無論在旅遊或是文化教育都佔有重要地位，值得

深度走訪的迷人城市，感受豐富多樣的英倫風情。 

    旅遊時間預計表 

12:45~14:10 搭乘國內段飛機飛往倫敦(實際班機時間以說明會為主) 

16:00~18:30 自由活動 

 

午餐：配合航班，餐食自理 

 

InterContinental 或 Sheraton 

或 Marriott 或 ★★★★★ 同級 晚餐：地獄廚房集團料理 

 

Day 10 (日) 倫敦→劍橋→倫敦 

含入門票： 國王學院、康河撐船 

行車距離： 倫敦-96KM-劍橋-96KM-倫敦 

  
『國王學院』 

國王學院是英國劍橋大學的一個學院，最初創

立時只有 1名院長和 70名學生，全部來自伊頓

公學。當時國王學院是專門為亨利六世所創的

伊頓公學的畢業生而建立的，不收其他學生。

『康河撐船』 

具有七百年歷史之的大學城，體驗徐志摩當年的

再別康橋，不能錯過康河撐篙之旅，一棟棟歷史

悠久的著名大學矗立在康河兩岸，聽帥氣船夫萎

尾述說著各大名院的歷史風雲人物，微風徐徐帶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B%B1%E5%9B%BD%E5%89%91%E6%A1%A5%E5%A4%A7%E5%AD%A6


 

為了顯示國王的雄厚財力，國王學院建立之初

就追求巨集偉壯觀的建築，而其建築群中最著

名的當然是學院的禮拜堂，今天已經成為整個

劍橋的標誌。 

您進入徐志摩的意境，數學橋是不可錯過的攝景

重點。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4:00 遊覽劍橋&午餐 

15:30~18:00 倫敦自由活動 

 

午餐：英式酒吧料理 

 

InterContinental 或 Sheraton 

或 Marriott 或 ★★★★★ 同級 晚餐：龍蝦漢堡料理 

 

Day 11 (一) 倫敦市區觀光→機場 台北 

含入門票： 倫敦塔 

行車距離： 倫敦-32KM-機場 

  
『國會大廈』 

國會大廈坐落在泰晤士河西岸，是英國國會上議

院和下議院的所在地，該建築包括 1,100 個獨立

房間、100 座樓梯和 4.8 公里長的走廊，空間設

計和驚人的佔地吸引大量遊客參訪。 

『大英博物館』 

館藏豐富的大英博物館，其藏品跨越了人類歷史

200 多萬年，全年開放，大中庭的廣場頂部是用

3312 塊三角形的玻璃片組成，壯觀高挑的閱覽室

更是歡迎遊客民眾參觀，館藏超過 800萬件完整文

物、雕刻、畫作等收藏，來到倫敦絕對不可錯過喔！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6%99%A4%E5%A3%AB%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B%BD%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B%BD%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B%BD%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B%BD%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4%B8%8B%E8%AE%AE%E9%99%A2


 

『倫敦塔』 

倫敦市中心的一座宮殿和城堡，可以說是歷經完

整英國歷史的倫敦塔，曾被做為宮殿、刑場、監

獄等，充滿著各種精彩詭譎的傳說故事，除了建

築本身可入內參觀，還有皇家軍械庫的收藏、以

及不列顛王冠寶石等文物可欣賞，值得一遊。 

『西敏寺』 

西敏聖彼得協同教堂，通稱西敏寺，是一座位於

倫敦市中心西敏市區的大型哥德式建築風格的教

堂，一直是英國君主安葬或加冕登基的地點。曾

在 1546–1556年短暫成為主教座堂，現為王家勝

跡。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7:00 全日遊覽倫敦 

 

午餐：港式飲茶 

 
機上 

晚餐：機上 

 
 

Day 12 (二) 台北 

 
航機平安飛抵台灣，帶著美麗難忘的種種回憶，結束此次難忘的英格蘭、蘇格蘭 12天之旅。 

注意事項： 

1.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雙人房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價 25,000

元。我們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2. 由於可能依航班及旅館取得順序，因而調整行程、飯店或住宿地點安排，誠翔保留調整行程順序、

同等級飯店安排之權利，但以不影響暨有行程內容為原則。 

3. 旅遊時間預計表為參考時間，領隊可視團體行進及操作狀況自行調整作息安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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