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地點 起飛 抵達地點 抵達 

12/06(三) 中華航空 CI069 桃園國際機場 09：30 蓋威克機場 15：30 

12/13(三) 中華航空 CI064 蓋威克機場 21：15 桃園國際機場 18：30+1 



 

   

英國國鐵孕育最多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城【劍橋】走在悠靜的康河，整個人都覺得"徐志

摩"了起來，順著康河的沿岸，途經欣賞劍橋大學多處院所不同外貌建築風格，古典而優

雅的國王學院、三一學院、皇后學院等建築間，彷彿也感染了濃濃的學術氣息。 

  

  

【約克大教堂】歐洲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大之哥德式教堂，13 世紀興建，費時 250 年完成。 

   

【古老石頭街道】恍若置身時光隧道，約克市早期的街道都以維京語的 gate 命名，也就

是街道的意思，而石頭街正是有最悠久歷史的老街之一。 



  

【溫德米爾湖區】沿途悠閒欣賞山光水色，心醉的你我身影，編織成難以忘懷的回憶。

隨後漫步於湖畔小鎮，欣賞如童話般的風情，沉浸英國文學的風采，此處亦是彼得兔的

故鄉，使人汎想出彼得兔原創風貌與十七世紀的淳樸英國風情。 

 

【愛丁堡城堡】城堡裡的瑪格麗特禮拜堂，是愛丁堡現存最古老的建築；宮殿裡有不少

蘇格蘭寶物，如 1540 年設計的蘇格蘭皇冠，及其他的權杖、寶劍等文物。還有聖路德皇

宮，則是女王在蘇格蘭的官邸，可以大開眼界欣賞到華麗的皇家飾品。 

   

 

【亞伯特碼頭】保留工業時代留下來的紅磚倉庫週圍停泊的船隻及當地特色的餐廳、酒



吧、咖啡館。 

【哈姆雷特】雅文河畔的吟遊詩人～莎士比亞「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安妮哈瑟威小屋」此一莎士比亞夫人婚前擁有之小屋，其內部格局及用具至今仍被完

善保存。 

「莎士比亞故居」其內部一景一物，均令您回憶起莎翁多齣耳熟能詳之經典悲喜劇、歌

劇。 

 

世界著名童話故事『愛莉絲夢遊仙境』的誕生地【基督教學院】 

  

牛津最負盛名之【聖瑪莉教堂】及居英國第二大規模之【波德里安圖書館】。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倫敦 

準備好要一探英格蘭美好事物了嗎？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直飛豪華

客機飛往倫敦，班機於同日抵達，隨後前往飯店好好休息調整時差與長途班機的疲憊，

期待明天開始的魅力英倫精彩萬千的行程囉。 

 XXX  機上精致套餐  當地風味料理 

 HILTON LONDON GATWICK AIRPORT 或 HILTON LONDON CROYDON 或 HESTON 

HYDE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倫敦－ 95KM 劍橋 CAMBRIDGE(康河撐篙之旅 ) － 240KM 里茲

LEEDS(英格蘭東北部小鎮) 

   

早餐後乘專屬巴士前往具有七百年歷史之劍橋大學。在這學術名鎮，您可悠閒地漫步在

各具特色、各擁風格的學院間：★國王學院是劍橋大學最著名的學院，學院內的國王禮

拜堂是劍橋建築的一大代表，也是中世紀晚期英國建築的重要典範；★三一學院是劍橋

大學最大的學院，現於三一禮拜堂外，還有一棵從牛頓家鄉移植來的蘋果樹，以紀念這

位萬有引力之父；康河上的★數學橋是您不可錯過的攝景重點，圓柱傘頂教堂、瑪莉亞

大教堂鐘樓等。可在康河撐篙，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 

★特別加送康河撐篙，讓您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隨後前往英格蘭中部城鎮－里茲。 

【下車參觀】：『劍橋』、『數學橋』、『國王學院』、『皇后學院』 

【特別安排】： 價值１５英鎊劍橋撐篙船 

 飯店內用早餐  中式自助餐  飯店內主廚精選料理 

 HOLIDAY INN / JARVIS LEEDS NORTH 或同級 

第三天 里茲─約克 YORK ─愛丁堡 EDINBURGH 



   

約克號稱歐洲最美好的都市之一，擁有壯麗的美景、深撼人心的荒原、青翠谷地，以及

如畫般的村落，而此區域則以歷史古城約克為中心，這座擁有中古紀至喬治王時代等歷

史瑰寶的城市，宏偉的★約克大教堂內收藏大量的彩繪玻璃，這棟古雅的建築看似漂浮

於城市上空，融合了諾曼、薩克遜與英格蘭三種風格；另外，其完整保存的中古街道建

築，展現出約克懷舊古樸的一面，您可於石板鋪石街道中輕鬆自在地隨處逛逛。古鎮四

週為五公里長之城牆，漫步城牆上可一覽約克的迷人風光及一般人家的後花園，閃伯斯

木屋街，及烏斯河沿岸美景，皆為觀賞重點。約克除了保有早期維京人殖民的遺跡外，

更是美國紐約人的家鄉。下午駛往蘇格蘭首都愛丁堡。特別企劃安排愛丁堡入住城堡飯

店，並於城堡飯店內用三道式晚餐。 

【下車參觀】：『約克古城』、『約克大教堂』 

【特別安排】：愛丁堡入住 AIRTH CASTLE 城堡飯店 或 BARONY CASTLE 或 MARRIOTT 

DALMAHOY 或 MACDONALD CARDRONA 二晚、並安排於飯店內享用風味晚餐〈如遇飯店

客滿則改訂同等級莊園飯店、或市區四星級飯店代替〉 

 飯店內用早餐  英式自助套餐+飲料  愛丁堡烤雞風味 

 AIRTH CASTLE /BARONY CASTLE /MARRIOTT DALMAHOY/MACDONALD 

CARDRONA 或同級 

第四天 蘇格蘭首都愛丁堡(愛丁堡城堡+英式下午茶之旅) 

  

身穿蘇格蘭呢裙的風笛手、香醇的威士忌、愛丁堡城堡，蘇格蘭風情縮影的最佳代表。

首先參觀矗立於嶙峋花崗岩上的★愛丁堡城堡，城堡裡小巧的★瑪格麗特禮拜堂，是愛

丁堡現存最古老的建築；而★宮殿裡有不少蘇格蘭寶物，如 1540 年設計的蘇格蘭皇冠，

及其他的權杖、寶劍等文物。之後沿著中古石鋪大道－皇家哩路，每年八月份愛丁堡的

軍樂隊遊行(Tattoo)便在此舉行，前往女王在蘇格蘭的官邸－★聖路德皇宮，欣賞華麗的

皇家飾品。接著前往綠意盎然的★王子街公園，其北側的王子街名店林立，是購物的好

去處。更在此安排★英式下午茶，品味悠閒的午後時光（聖路德皇宮如遇女皇居住期間，



則無法參觀，請貴客知悉） 

【入內參觀】：『愛丁堡城堡』、『聖路德皇宮』  

【下車參觀】：『皇家哩路』、『王子街』、『皇后街』 

愛丁堡入住 AIRTH CASTLE 城堡飯店 或 BARONY CASTLE 或 MARRIOTT DALMAHOY 或

MACDONALD CARDRONA〈如遇飯店客滿則改訂同等級莊園飯店、或市區四星級飯店代替〉 

 飯店內用早餐  中式自助餐+飲料  蘇格蘭烤豬排佐約克夏布丁 

 AIRTH CASTLE /DE VERE BARONY CASTLE /MARRIOTT DALMAHOY/MACDONALD 

CARDRONA 或同級 

第五天 愛丁堡－251KM 英國湖區(溫德米爾遊船+蒸氣火車)－154KM 利物

浦 LIVERPOOL  

   

今日前往英格蘭著名的湖區(歐洲三大湖區)。沿途山坡起伏、林地點綴、綠草如茵，湖泊

不期而遇，風景如畫。崇尚自然的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曾說過：『我不知道有任何地方能在

如此狹小的範疇中，揉合光影的變化，展現如此壯觀優美的景色』。您可身歷其境體驗英

格蘭湖光山色，亦可徜徉在童話故事彼得兔的故鄉裡，盡情享受故事書的情節。您可漫

步於★溫德米爾 Windermere 湖區讓你享受大自然的湖光山色，讓你不虛此行。接著特別

安排★湖區遊船，在約 40 分鐘的船程中，溫德米爾湖綺麗的湖光山色讓您飽覽無遺！當

然★蒸氣火車的體驗我們也幫您安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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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湖區』、『Windermere 湖』【特別安排】： 湖區遊船蒸氣火車 

 飯店內用早餐  湖區鱒魚風味餐  托比 TOBY CARVERY 英式餐廳 

 CROWNE PLAZA HOTEL AIRPORT / JURYS INN LIVERPOOL 或同級 

第六天 利物浦－211KM 史特拉福 STRATFORD UPON AVON(莎翁故居、安妮故

居)－英格蘭中部莊園飯店 

   



早餐後驅車前往契斯特，此地原為羅馬人的要塞，目前仍不斷有古蹟出土，旗鼓城牆保

存相當完整，在市區的主街道上林立著 13、14 世紀所建木造的◎契斯特排屋，可欣賞到

獨樹一格的都鐸式的建築特色，商店則並列於一樓的走廊上，徒步遊覽於舖滿中世紀石

磚的廣場與狹徑上，懷古之情，油然而生。今日前往位於四面垂柳、天鵝悠遊的雅文河

畔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史特拉福，將參觀其★莎翁故居。接著到★皇家莎士比亞

劇院前之廣場景緻極佳，如能沿亞旺河漫步至◎聖三一教堂，則心神將更為舒暢，大文

豪莎士比亞便是安息於此一教堂。爾後前往二次大戰重建之新興城市－康文翠。 

 飯店內用早餐  中式自助餐  飯店內主廚精選料理 

 MERCURE BRANDON HALL 或 CHESFORD GRANGE 或同級莊園飯店或同級 

第七天 英格蘭中部莊園飯店－水上伯頓－牛津－碧思特折扣城－倫敦 

   

早餐後行於科滋窩丘陵區，科滋窩伸展於一片美麗、悠遊的大自然之中，處處散佈古老

房舍的小鎮和村莊，這裡是泰晤士河的發源地，出產有名的蜜糖色建築石材，沿岸多有

豐富的歷史古蹟及英格蘭最漂亮的鄉間景色，美得如風景名信片般的水畔之城，爾後造

訪★水上伯頓便是其中著名的小鎮之一，午餐後前往英國著名的牛津大學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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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特別安排英國中部

著名的購物中心－★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這裡有您想要的英式時尚款式的各

種衣服、精品等。 

 飯店內用早餐        米其林推薦餐廳      英式酒館風味餐+啤酒 

 HILTON WEMBLEY 或 HILTON DOCKLANDS 或 CROWNE PLAZA EALING 或同等級 

第八天 倫敦－帝國市區巡禮:國會大廈、大笨鐘、西敏寺、大英博物館／桃

園 



   

全日市區觀光：首先前往 白金漢宮前神氣糾糾的皇家衛兵交班儀式（衛兵交接儀式為每

二天舉行一次，如遇休息日無法參觀敬請見諒）、議會制度起源的 國會大廈、 大笨鐘、

13 世紀以來舉行加冕典禮及皇室婚禮的 西敏寺；並至匯集世界文明遺跡的藝術殿堂－★

大英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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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

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台北，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

上。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    

【下車參觀】：『英國國會』、『白金漢宮』、『倫敦塔橋』、『西敏寺』等。 

 飯店內用早餐  港式飲茶餐  酌發餐費 10 英鎊 

 機上 

第九天 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日返抵，結束此一愉快的英國之旅。 

 

 機上  機上  甜蜜的家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價值歐元 90 元)      小費另外支付 

稅險 含 另收 6000 元 

     康河撐篙 
   獨家(每位 14 英鎊, 

     約台幣 700 元) 

  沒有包含 

下車參觀：『劍橋』、『數學

橋』、『國王學院』、『皇后學
院』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約克大教堂、約克古城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入內參觀：『愛丁堡城堡』、

『聖路德皇宮』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全程餐食無自費 
台中廣播獨家 

推行歐洲無自費 
一般行程 4-5 餐自理 

愛丁堡城堡+英式下午茶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英國湖區(溫德米爾遊船 

+蒸氣火車)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莎翁故居、安妮故居、披頭

四的故鄉－利物浦、牛津大
學城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碧思特折扣城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大英博物館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米其林推薦餐廳、英式酒館
風味餐+啤酒、鱒魚風味餐、

蘇格蘭烤豬排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專業.風趣 DJ 導遊 同行贈

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