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航班 

日    期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2.06 桃園機場 英國 中華航空 CI 069 09:30 15:30 

2019.02.13 英國  中華航空 CI 070 21:15  

2019.02.14  桃園機場   18:20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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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首都－倫敦，班機將於當日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英式三道式 
住宿：Atrium Heathrow 或同等級/倫敦 
 

第二天 倫敦→劍橋【再別康橋】→約克郡 

 
【劍橋】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留給後世對此地無限的想像及憧憬，讓他
可寫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毫無遺憾地離開伴他渡過少年不
識愁滋味的知識殿堂。抵達劍橋映入眼簾的是蜿蜒清澈的康河，及康河上
最有趣的一座橋「數學橋」。沿著康河漫步，到處綠草如茵，楊柳垂堤，河
上的小船在您面前來回穿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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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學院、三一學院和聖母教堂
都是不可錯過的焦點。 
★特別加送康河撐篙，讓您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 

■【下車參觀】國王學院、皇后學院、三一學院、聖母教堂。 

■【貼心門票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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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艘

可坐 12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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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Nines Global Buffet  晚餐：英式三道式 
住宿：Mercure York Fairfield Manor 或同等級 
 

第三天 約克郡→約克教堂→利物浦【披頭四故鄉】 

 

 
【約克大教堂】表現了典型的哥德式風格，裝飾風格（1275－1380）的中
殿和聖堂參事堂，詩班席和東端為垂直式造型，北翼和南翼則採用了英國早
期的風格。中殿的「大西窗」於 1338 年建造，而在聖母堂最東端的「大東
窗」（1408 年完成）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世紀彩繪玻璃。在教堂北面的「五姊
妹窗」（Five Sisters Window），每個尖頂窗都超過 16 米（52 英尺）高，
是大教堂歷史最悠久的玻璃窗，而南面是著名的玫瑰窗，有「哥德建築的眼
睛」之美稱。 
【利物浦】造訪 1960 年代巨星－披頭四的故鄉。來到這裡約翰藍儂的樂音
彷彿就飄於空中。 
＃馬修街 MATHEW STREET 
馬修街是英格蘭利物浦的一條街。作為披
頭士樂隊在早期職業生涯中演出無數次的
場合，世界最知名的洞穴俱樂部也位於此
街。每年夏天，這裡都會舉辦馬修街音樂
節日。 
＃亞伯特船塢區 
位於英國利物浦的一個碼頭和倉庫建築群。以往是利物浦的重要港口, 英國
工業革命前後與世界各地的進出口貿易都與這個港口有著密切的聯繫。整個
碼頭建築過程中未使用木材, 是世界上第一個不燃的倉庫建築。如今碼頭的
老倉庫已經被改造成商店、酒店、餐廳、畫廊和博物館等。 
■【貼心門票安排】約克教堂。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Tobycarvery 英式自助餐 晚餐：英式三道式  

住宿：Jurys Inn 或同等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4%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4%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AB%E7%91%B0%E7%AA%97


 

第四天 利物浦→史特拉福【威廉.莎士比亞故居】→英格蘭中部莊園 

 
【史特拉福】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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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雅芳河畔的
文學小鎮史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莎翁的童年生活與成長足跡盡
在這風景優美怡人的小鎮中。 

 
＃莎士比亞故居 
一棟兩層樓的建築，裡面重現了當時莎士比亞出生時家庭與臥室的格局和擺
飾，由於莎士比亞的父親是位成功商人，房子內的客廳、廚房、臥房的裝飾
和陳設，都是比照當代（16 世紀 70 年代）中產階級商人的家庭樣式重現， 
搭配指南說明，彷彿真的看見了當時中產階級的生活縮影。內部的傢俱與裝
飾象徵著當時的社會地位，帶領遊客細細感受當時莎士比亞的成長環境。 
＃莎士比亞之妻安妮故居 
以木條、磚塊和石頭搭建，並覆以 20 噸重茅草屋頂的豪華農莊，這些看似
簡單的木造茅屋建築，其實都有著將近 500 年的歷史。 
★安排入住英式莊園飯店，如遇莊園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四星飯店替代，敬請見諒。 

■【貼心門票安排】 莎士比亞故居、安妮故居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英式三道式 
住宿：Jurys Inn 或同等級 
 

第五天 英格蘭中部→水上柏頓【柯茲渥丘陵地】→牛津→Outlet 

 

 



【水上柏頓】在高度工業化的英國大城環繞間，這裡依舊保持著小橋流水、
慵懶平靜的氣息，Woodrush River 從小鎮中央緩緩流過，跨過石橋兩側，
是可愛的住家及商店，可讓您好好沉澱享受，放慢腳步。接著前往 
【牛津大學城】全球聞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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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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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靈學院 
它創建於 1438 年，得名於萬靈節。萬靈學院是牛津大學最富裕的學院之一，
2010 年，獲得捐贈 22000 萬英鎊。萬靈學院位於高街北側，西側是拉德克
利夫廣場，東側是王后學院，北側是赫特福德學院。 
＃瑞德克利夫拱頂 
瑞德克里夫之家是一棟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歌德式建築，目前作為波德里安圖
書館的閱覽室使用。此建築擁有特殊的圓柱造型和引人注目的圓頂，因此在
周圍建築中脫穎而出。 
＃波德里安圖書館 
波德里安圖書館擁有各種主題的大量書籍收藏。其為牛津大學的主要研究圖
書館，學生經常參考館內書籍學習。波德里安圖書館在 1602 年成立，目
前是英國最大的圖書館。這間圖書館共有五棟主要建築，以及數個地下儲藏
庫。 
【BICESTER VILLAGE OUTLET】此地擁有最多高檔品牌的集散地，特別是
歐洲當地精品，價格約是原價的 40－60%，內部共有 70 家商店，三家餐廳，
讓您置身其中購物，如魚得水。 
■【下車參觀】水上柏頓、基督教堂學院、萬靈學院、瑞德克利夫拱頂、波德里安圖書館。 
■【入內參觀】Christ Church 學院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歐風三道式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等級/牛津 
 
第六天 牛津→巴斯(巴斯修道院、普特尼橋、皇家新月樓廣場)→羅馬浴
場→史前巨石群→倫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9%9D%88%E7%AF%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8%A1%97_(%E7%89%9B%E6%B4%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BE%B7%E5%85%8B%E5%88%A9%E5%A4%AB%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BE%B7%E5%85%8B%E5%88%A9%E5%A4%AB%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A6%E7%8E%8B%E5%90%8E%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A6%E8%B5%AB%E7%89%B9%E7%A6%8F%E5%BE%B7%E5%AD%A6%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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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傳說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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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後居然將病治好，後來興建此城。成為流行溫泉渡假勝地。現今巴斯建築
物多為西元 18、19 世紀所建。 
＃巴斯修道院 
英國薩默塞特郡巴斯的一座英國聖公會本堂區教堂，歷史上曾是本篤會修道
院。創建於 7 世紀，10 世紀改組，12 和 16 世紀重建，是英格蘭西部最大
的垂直哥德式建築之一。 
＃普特尼橋 
是英國埃文河上的一座拱橋，位於英格蘭巴斯。建成於 1773 年，經英國遺
產列為一級登錄建築。普爾特尼橋是由羅伯特·亞當設計，其施工圖保存在
索恩爵士博物館，是世界上僅有的在整座橋兩側開設商鋪的 4 座橋樑之一。
橋上的商店包括花店，老地圖店，和果汁吧。 
＃皇家新月樓廣場 
這棟建築物建於 1767 年到 1774 年間。是由一大串的房子連接而成的，更
鮮的事情就是整個房子連接起來是成一個弧狀，有如彎月一般。 
【羅馬浴場】現今巴斯建築物多為 18、19 世紀所建，唯一存留的羅馬遺跡
位於地面下 6 公尺，其中最著名的是羅馬浴池博物館中的幾個浴池，如大浴
池、國王浴池(King’s Bath)的溫泉等，以及水和智慧女神 Sulis Minerva
的鍍銅神像。 
【史前巨石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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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巴斯修道院、普特尼橋、皇家新月樓廣場。 
■【貼心門票安排】史前巨石群。羅馬浴場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英式三道式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Copthorne Hotel Slough-Winsor 或同等級/溫莎  
 

第七天 溫莎古堡→倫敦【大英博物館】 

 

 
【溫莎城堡】位於英國英格蘭東南部區域伯克郡溫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
鎮溫莎，目前是英國王室溫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現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
城堡中最大的一個，城堡的地板面積大約有 45,000 平方公尺（484,000 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96%AF_(%E8%96%A9%E9%BB%98%E5%A1%9E%E7%89%B9%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C%A3%E5%85%AC%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7%AC%83%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7%AC%83%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B1%E6%A1%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4%BC%AF%E7%89%B9%C2%B7%E4%BA%9E%E7%9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4%A2%E6%81%A9%E7%88%B5%E5%A3%AB%E5%8D%9A%E7%89%A9%E9%A6%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D%97%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5%85%8B%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5%85%8B%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8%8E%8E_(%E4%BC%AF%E5%85%8B%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8%8E%8E%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5%85%AC%E5%B0%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8%8B%B1%E5%B0%BA


方英尺）與倫敦的白金漢宮、愛丁堡的荷里路德宮（Holyrood Palace）一
樣。 
【大英博物館】館內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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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不可錯過之重點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免費開放大眾參觀，本公司將安排專業導遊導覽）、溫莎古堡。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英式三道式 
住宿：Copthorne Hotel Slough-Winsor 或同等級/溫莎 
 

第八天 【泰晤士河遊船】→市區觀光(倫敦塔、倫敦塔橋、白金漢宮、聖

保羅大教堂) →倫敦機場 

 
【泰晤士河遊船】位於南英格蘭的一條河流，全長約 346 公里，流經英格
蘭的三個郡，為英格蘭最長之河流、英國第二長河，次於 354 公里的塞文
河，也是全世界水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河流和倫敦地標之一。在泰晤士流域
形成了許多英格蘭城市，除去倫敦之外，還有牛津、雷丁和溫莎等。 
【倫敦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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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塔 
倫敦塔位於英國英格蘭倫敦金融區東部、泰晤士河畔和塔橋旁，周圍景觀相
當優美，可望到對岸的貝爾法斯特號戰艦和倫敦市政廳，因此倫敦塔是英國
倫敦是相當著名的旅遊景點，是由 10 幾座堡疊砌交錯而成，官方名稱翻譯
為『女王陛下的宮殿與城堡，倫敦塔』。 
＃倫敦塔橋 
是英國倫敦一座橫跨泰晤士河的一座高塔式鐵橋，可登入參觀塔橋的建造歷
史及俯瞰整個泰晤士河美景，也因位於倫敦塔附近而更馳名。 
＃白金漢宮 
是英國君主位於倫敦的主要寢宮及辦公處。宮殿坐落在大倫敦西敏市，是國
家慶典和王室歡迎禮舉行場地之一，也是一處重要的旅遊景點。在英國歷史
上的歡慶或危機時刻，白金漢宮也是一處重要的集會場所。 
＃聖保羅大教堂 
是英國聖公會倫敦教區的主教座堂，坐落於英國倫敦市，巴洛克風格建築的
代表，以其壯觀的圓形屋頂而聞名。現存建築建於 17 世紀。 
原址教堂最初建立於西元 604 年，早期建築多次遭火災與海盜破壞，直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9%87%91%E6%BC%A2%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4%B8%81%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9%87%8C%E8%B7%AF%E5%BE%B7%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1_(%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6%96%87%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6%96%87%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7%E4%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8%8E%8E_(%E4%BC%AF%E5%85%8B%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6%99%A4%E5%A3%AB%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A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0%9B%E4%B8%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5%8F%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C%A3%E5%85%AC%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C%A3%E5%85%AC%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


1087 年後情況才有改觀，教堂首要新建築於 1148 年完成，而後維持了數
百年的榮境，在中世紀成為信仰中心。 
■【下車參觀】倫敦塔橋、白金漢宮、聖保羅大教堂 
■【貼心門票安排】倫敦塔（1988 年列為世界遺產）。泰晤士河遊船。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中國城港式飲茶 晚餐：方便逛街發送 15 歐元 
住宿：機上 
 

第九天 倫敦→台北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台北，結束此次浪漫難忘的英國九日輕賞假期。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