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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英國 協奏曲 13 日 

大英帝國巡禮 榮耀與尊爵 

 
還記得<PS. I LOVE YOU>電影中，男女主角一見鐘情的浪漫橋段嗎? 滿是綠地的自然鄉

野，直率純真的可愛居民，容易親近的質樸酒吧… 
愛爾蘭，吟唱著低調卻極具獨特性的詩歌，她的美，一如潛伏在原礦中的鑽石，等待旅人

用心發現。 
 
歷史與現代感共存的北愛爾蘭，無論在宗教、政治及民族性上，都充斥著濃厚的矛盾情感，

一如巨人堤道般陡峭的海岸線，高聳壯闊的峽谷，放眼望去的奇岩怪石和榮光退去的淒美

之姿，危險卻又教人著迷。 
 
踩著石板街道，風笛聲在空氣中迴盪，愛丁堡，訴說著中古世紀的光輝與烈士的悲壯， 
零距離體驗尼斯湖神秘又幽靜的傳說。 
 
跟著彼得兔的腳步，發現文人墨士的靈感謬思－湖區；在史特拉福，挖掘莎士比亞的小秘

密；模仿徐志摩的詩意，在劍橋大學撐篙，或許記憶中，能帶走一片雲彩；溜進牛津學院，

不經意的小角落裡，被哈利波特施了奇幻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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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轉換個心情，也能在巴斯一探古羅馬風格浴場之美；亦或到 Bicester Village 找回暫時被

擱下的虛榮感；最後，你回到現實。在倫敦或當時尚貴族，或當知性文青。在薄霧微茫裡，

看這座城市的風華絕代。 
 

※※※華友帶您體驗精彩絕倫的經典英愛之旅~  

1. 華航直飛倫敦，當日抵達調整時差，回程晚班機，讓您擁有更多探索英愛的時間；融入

東方美學的 A350 機型給您舒適寬敞的空中饗宴。 
2. 精心交通安排~  

◎ 早到晚回班機：華航抵達當日直轉進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行程流暢，回程晚班機，有

更充裕的時間體驗倫敦。 
◎ 安排一段維珍火車頭等艙：由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到英格蘭的湖區，享受火車的悠閒與

空間。 
3. 走進絕世美景~ 

◎ 巨人堤道：5~6 千萬年前的火山噴發，加上之後的冰河期活動形成了玄武岩多角柱集

合體，伴隨著神話傳說，獨特景觀值得一訪。 
◎ 風景藏詩的蘇格蘭：尼斯湖見證傳說的厄克特城堡，羅夢湖的千嬌百媚，連綿不斷的

山峰與峽谷，交織出蘇格蘭高地蒼涼壯闊的景致，彷彿進入遺世獨立之境。蘇格蘭高

地亦被稱為歐洲風景最優美地區。 
◎ 湖區：浪漫詩人華茲華斯和波特小姐停留後就不忍離去的仙境。或走，或遊湖，或搭

蒸汽火車。湖區的自然風光太美，我們要帶您全視野全方位地領略。 
4. 走進歷史~ 

◎ 都柏林：維京人打造的城市，歷經被英國統治的時代至今，一直是愛爾蘭島上的政治

中心。 
◎ 貝爾法斯特：鐵達尼號的啟航地，雖位於愛爾蘭島，卻因政治因素而成為英國的一部

分，北愛爾蘭的首府。 
◎ 巴斯：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羅馬大浴池，歷史的滄桑及繁華都在此駐留。 
◎ 史前巨石群：古老且神祕的巨石，其來源至今尚不可考…所有的臆測與想像皆使得它

更有隱晦的美…佇立在曠野之中，等你來發掘… 
◎ 溫莎古堡：英國最古老的王室宅邸，至今仍是英國女王的度假莊園。我們將帶您入內

參觀，一睹王室收藏及建築丰采。 
5. 走進文學~  

◎ 史特拉福：莎士比亞的故鄉，您可以在這個美麗的文學小鎮見識一代大文豪的生活樣

貌。 
◎ 牛津：源自中世紀的高等學府，學術氣息滿溢，哈利波特的魔法亦在此開班授課。 
◎ 劍橋：康河在校園爛漫，喚醒無數詩人的靈性；學院內芳草萋萋，和精美古樸的建築

相映成趣…，如果威尼斯的鳳尾船是貴族奢華的體現，那麼劍橋的撐篙小船就是莘莘

學子們最樸實而愜意的休閒活動。 
6. 走進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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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神秘傳奇：蘇格蘭尼斯湖是英國內陸最大的淡水湖，傳說水底住著兇猛的水

怪，類似水怪的照片，流傳好幾個世紀，但誰也無法證實水怪真的存在。 
◎ 愛丁堡：這裡是公認的藝術之都，這裡也是世界上第一座文學之城；這裡的古典建築

更使得她獲得了「北方雅典」的美譽。愛丁堡各方位的經典都值得深入體會… 
◎ 倫敦：近來倫敦已成為時尚指標的前衛之都，但她的歷史建築和英倫傳統卻也不容質

疑。華友帶您走遍精華後，更保留自由時間給您，讓您留下自己獨家的倫敦印記。 
7. 走進潮流~  

◎ 將住宿化為旅遊體驗的延伸：都柏林、貝爾法斯特、愛丁堡皆住宿市中心；風光秀麗

的湖區住宿一晚。 
◎ 倫敦市中心飯店連住兩晚：唯有住在市中心的精華地段，才能有充裕的時間白天參觀

倫敦精華，夜晚漫遊魅力倫敦！ 
◎ 比斯特村購物體驗：歐洲最著名的豪華購物勝地，絕對勾起您的 shopping 魂！別具

一格的村莊式購物環境，這個下午，讓我們一起進入購物狂的異想世界！ 
◎ 市場獨家夜遊倫敦碎片大廈(The Shard) ：倫敦的新地標，聳立在泰晤士河畔的碎片

大廈，由設計巴黎龐畢度中心的義大利建築師 Renzo Piano 擔任設計，目前為歐洲第

二高建築物！我們帶您登上尖塔頂端的觀景台，欣賞如寶石般璀璨耀眼的倫敦夜！ 
8. 品嘗道地美食~  

◎ 愛爾蘭傳統燉肉：這道愛爾蘭農家的媽媽料理，做法簡單，只需將肉類、馬鈴薯、洋

蔥、紅蘿蔔、荷蘭芹，全部丟入鍋裡燉煮即成。雖然材料平實，但濃郁的湯汁，卻能

神奇地撫慰脾胃、振奮心神。 
◎ 健力士啤酒：特別安排參觀百年歷史的健力士啤酒廠，品嘗愛爾蘭泡沫綿密的黑啤酒。 
◎ 北愛米其林推薦料理：在盛產新鮮食材的北愛爾蘭，可品嘗到歐洲的考究料理或是當

地的傳統料理，安排米其林推薦的餐廳，享受北愛風味的料理。 
◎ 蘇格蘭晚宴：蘇格蘭最不能錯過的就是他們的「國菜」Haggis。這道肉餡羊肚搭配蘇

格蘭威士忌和傳統民歌，做一晚道地的蘇格蘭人。 
◎ 安格斯牛排：安格斯牛肉原產於蘇格蘭北部的阿伯丁、金卡丁和安格斯郡，全稱阿伯

丁安格斯牛，是英國最古老的肉牛品種之一，一般採放牧方式飼養，肉質低脂多汁，

這可是來英國必嚐美食之一。 
◎ 經典名菜：炸的金黃酥脆，口感鮮嫩多汁的魚排配上酥鬆的馬鈴薯，這道「炸魚薯條」

可謂是英國最經典的國民美食。 
◎ 傳統與現代的英國美食饗宴：知名型男主廚【傑米奧利佛餐廳】的現代英式健康料理

英式烤牛肉、湖畔餐廳風味料理，倫敦潮流牛排龍蝦餐，多樣化的安排穿插中式料理，

調節您的胃口。 
◎ 華友提供每人每天一瓶水。 

 

 
 

◎表拍照景點，不需門票  ★表入內參觀或含門票 

第 01 天 台北 ✈ 倫敦(英國) ✈ 都柏林 Dublin(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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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班機時間  CI-69 TPE/LGW 08:55/15:55 (飛行時間 14 時) 
              EI-245 LGW/DUB 19:50/21:15 (飛行時間 1 時 25 分)  

 
旅行的目的，可以在旅程中，放鬆心情，休息一下；可以在旅行中，體驗不同的生活；因為

旅行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旅行，馬上開始！ 
上午搭機飛往英國倫敦，當日抵達後，轉機前往愛爾蘭共和國首都－都柏林，夜宿旅館，調

整時差迎接明日行程的到來。 
參考旅館：Clayton Hotel Burlington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02 天 都柏林 Dublin(愛爾蘭)  三葉草的國度 

今日展開都柏林一日遊，前往濱海的馬拉海德村參觀著名的★馬拉海德城堡，城堡被綠意盎

然的公園環繞，有八百年歷史的城堡曾隸屬

於塔爾波特家族，歷經愛爾蘭坎坷的歷史，

現在所見部分為 14 世紀興建的。接著展開

市區觀光：遊覽喬治亞式建築形成的梅瑞恩

區觀光：遊覽喬治亞式建築形成的梅瑞恩廣

場、★聖派翠克大教堂及馳名的歐康諾大道

等；並特別安排愛爾蘭最古老的大學－★三

一學院，此所名校孕育了無數的優秀人才，

有諾貝爾獎得主、劇作家及政治家等；高

20 公尺的鐘塔於 1853 年所建造，老圖書館

裡藏書 20 萬冊，最出名的是世界最古老的古書之一的《凱爾書》，是本牛皮製福音書，色彩

繽紛，是愛爾蘭的珍寶。舉世聞名的金氏世界紀錄也來自愛爾蘭，1951 年健力士啤酒廠的董

事休．比佛在因緣際會下出版了記錄世界之最的書，取名健力士世界記錄，這本書後來被通

譯為金氏世界紀錄，而★健力士啤酒廠，生產愛爾蘭最著名與暢銷的啤酒，在啤酒花與大麥

的香氣中了解健力士啤酒兩百多年的歷史，再來杯涼爽的黑啤酒，便可了解健力士啤酒為何

https://www.claytonhotelburlingtonro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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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征服眾多的啤酒愛好者。 
◆愛爾蘭：別於歐洲其他國家的富麗堂皇。美，在愛爾蘭是低調而內斂的。碧草中一抹溪水

輕巧地蜿蜒流過，房舍與牛羊在遠處依偎，或聚或散，構成一幅最靜謐自然的田園美圖。這

裡的空氣是音樂；酒是愛爾蘭的水；酒吧裡的民謠是愛爾蘭的晚安曲。 
這裡的美，是文明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在愛爾蘭隨便一隅都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氣味，她就

靜靜地在那裡，不喧嘩也不造作，以最真實的容貌，等您去傾聽她的故事…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愛爾蘭傳統燉肉料理  /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參考旅館：Clayton Hotel Burlington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03 天 都柏林—166km 貝爾法斯特 Belfast(北愛爾蘭) —97km 巨人堤道 

—97km 貝爾法斯特     追隨巨人的足跡 

今日往北愛爾蘭的首府－貝爾法斯特，此地為素有「歐洲最友善都市」的美名，其百年歷史

的◎市政廳，優雅的文藝復興建築，帶給城市細膩的視覺享受；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十所大學

之一的◎英國女皇大學，英國國教派白色岩石大教堂◎聖安大教堂，北愛最受喜愛的 Europa
酒店、大歌劇院、最古老的聖喬治市場。之後帶您前往北部海岸線，參觀列入世界遺產的★

巨人堤道，為冰河時期活動而形成的玄武岩多角柱集合體，於 1986 年被認定為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的世界遺產，邀請您一起來找找代表不同意義的石頭，巨人的鞋子、巨人的祖母 … 大 
自然的傑作，令人讚嘆！  

◆北愛爾蘭：是大不列顛群島中最小的國家，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來形容是最貼切不過了！

奇峰、峽谷、內海與歷史悠久的文化遺產全在這塊土地巧妙地聚集在一起。這樣一個歷史與

現代交錯的地方，與英國有著很深的淵源。有 60%的人口是英國移民者的後裔，其他 40%是

愛爾蘭土著。這樣一個去或留、統與獨的矛盾情感，在北愛激盪出無數精彩藝術作品以及獨

特的人文風俗，請讓華友帶您一起細細品味。 
◆巨人堤道：傳說很久很久以前，一位住在北愛爾蘭的巨人芬，愛上了一位在蘇格蘭小島上

的女巨人烏娜。為了想要與情人見面，芬日以繼夜地工作，立起一根根的石柱，搭建了這一

座愛的橋梁，與愛人相會，雖然至今橋梁已經破碎了，還是可以發現當年巨人走過的痕跡。 

https://www.claytonhotelburlingtonro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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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堤之上，怒風滔滔，壯闊之外更感淒美…您千萬不可錯過。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北愛米其林推薦料理 /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參考旅館：Europa Hotel Belfast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04 天 貝爾法斯特—凱萊恩 Cairnryan(蘇格蘭 ) —202km 愛丁堡 Edinburgh  

北愛的造船工業頗負盛名，而貝爾法斯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鐵達尼號啟航地。上午參

觀★鐵達尼號紀念博物館，在 1912 年 4 月 14 日 23:40，一艘搭載超過 2,000 人的豪華遊輪突

然撞上冰山，隨後兩個多小時內，船身裂成兩半沉入冰冷的北大西洋中，共逾 1,500 人遇難，

為歷史上死傷相當慘重的海難之一。以上這段歷史，若您看過電影《鐵達尼號》，肯定不陌生。

2012 年成立的鐵達尼號博物館，再現經典，除了悼念逝者，同時也讓世人了解鐵達尼號本身

在工藝與美學上的迷人價值與其對航海歷史的重要影響。 

隨後★搭船橫渡愛爾蘭海抵達蘇格蘭的凱萊恩（Cairnryan），抵達後前往愛丁堡。 
今晚安排蘇格蘭傳統晚宴，欣賞蘇格蘭的傳統音樂與舞蹈，並品嘗蘇格蘭美食與傳統料理

HAGGIS。 

http://www.hastingshotels.com/europa-bel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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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這個迥異於英國其他地區，以至於在全歐洲都無法發現類似特質的地方，有著您

意想不到的人文風光，蘇格蘭風笛的淒涼悲壯樂聲，寫著歷史的青石板街道…愛丁堡，絕對

令您留下無限遐思。 
早餐：早餐餐盒 / 午餐：船上用餐  / 晚餐：蘇格蘭傳統晚宴 
參考旅館：Macdonald Holyrood Hotel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05 天 愛丁堡—204km 阿維莫爾 Aviemore      英雄本色 

愛丁堡：無論是把愛丁堡放

在不列顛，歐洲大陸或世界

著名的古代建築的天平上

秤，愛丁堡的跨越中世紀、

近代與現代的建築群，是建

築學者眼中最具光輝，最為

瑰麗的曠世鉅作。漫遊◎卡

爾頓山頂北方的雅典建築

群，★聖十字宮殿(舊皇宮)，
中世紀街道的◎皇家哩路，

★愛丁堡古堡，聳立在高

1390 公尺的花崗岩山丘上，曾經是王宮、砲台、要塞、監獄…等多重功能的城堡；愛丁堡歷

史城區己於 1995 年被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http://www.macdonaldhotels.co.uk/our-hotels/macdonald-holyrood-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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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高地渡假勝地阿維莫爾，沿途欣賞高地風光。 

◆看過電影英雄本色嗎？在愛丁堡古堡入口處的左右兩側，豎立著兩尊蘇格蘭民族英雄的塑

像。左邊的是威廉‧華萊士(梅爾吉勃遜飾演)，他在 700 年前，為蘇格蘭獨立領軍抗英，屢

建奇功，後來兵敗被俘，澟然就義。右邊的是蘇格蘭再造元老－布魯斯，史稱羅伯特一世，

他統帥軍隊，擊敗英軍，維護蘇格蘭獨立。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蘇格蘭知名美食－安格斯牛排  /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參考旅館：Macdonald Aviemore Resort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06 天 阿維莫爾—69km尼斯湖 Loch Ness—80km威廉堡 Fort William—121km 

        羅夢湖 Loch Lomond—55km 格拉斯哥 Glasgow   至今無解的傳說之旅 

上午途經蘇格蘭高地 (Highlands) 的首府因佛尼斯前往尼斯湖。 

http://www.macdonaldhotels.co.uk/our-hotels/macdonald-aviemore-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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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湖：世界上最神秘的高原湖泊—尼斯湖，是屬於斷層形成的河谷斷層大峽谷的一部分，

長 40 公里的細長型湖泊，深達 300 公尺，是名聞遐邇水怪出沒的地方。參觀位於尼斯湖畔的

★厄克特城堡，它是蘇格蘭高地上最重要的古跡之一。相傳建於 6 世紀，居高臨下、三面環

水，一度是易守難攻的軍事堡壘，千百年來見證了蘇格蘭，乃至整個大不列顛民主變遷的進

程，誕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傳說，伴隨著尼斯湖水怪而揚名世界。而今留給世人的只是

一些殘垣斷壁，站在厄克特城堡上，看著遠處的霧靄、湖水、山巒，仿佛能聽見那些為了蘇

格蘭自由而倒下的勇敢的心的聲音。 

隨後經與尼斯湖串連、細長型的利尼湖尖端的小鎮－威廉堡，前往◎羅夢湖 (Loch Lomond)。 

羅夢湖：英國最大的淡水湖，被譽為英國最偉大的自然景觀之一。蘇格蘭民謠「羅夢湖畔」

以此為背景，訴說淒美的愛情傳唱了數百年，★安排遊湖讓您親身體驗這個美麗而幽靜的湖

泊，波光粼粼，山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令人動容。 
夜宿蘇格蘭最大都市格拉斯哥，晚餐安排英國型男主廚傑米奧利佛的餐廳，享用健康概念的

料理。 

◆蘇格蘭：這裡的每一寸牆垣土地都與歷史脫不了干係，隨處一隅斷壁殘垣，回溯的就是百

年。這裡的男人吹著風笛，吟頌的，是每一位祖先留下的記憶。這裡的男人穿著蘇格蘭裙，

大口將威士忌一飲而盡，驕傲地，將數千年歷史的重擔一肩扛下。這裡，是許多藝術家想要

探索的地方。這裡，是許多故事留下的地方。 
◆羅夢湖身處於蘇格蘭第一座國家公園－羅夢湖與特羅薩克斯國家公園之中，多樣性的地貌

風光是許多畫家、音樂家、藝術家、作家們靈感的泉源。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蘇格蘭高地料理  / 晚餐：傑米奧利佛義式料理 
參考旅館：Glasgow Marriott Hotel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gladt-glasgow-marriott-hotel/?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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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天 格拉斯哥—維珍列車頭等艙—湖區(英格蘭)   彼得兔的故鄉 

        華茲華斯的文學世界 

上午★搭乘維珍列車頭等艙前往湖區，輕鬆由蘇格蘭前往英格蘭湖區。 
參考火車時刻如右: 09:38 / 11:26 (這段車程原本需 3 小時，搭維珍火車只需約 1 小時 48 分。)  
抵達後展開湖區之旅。 

湖區：這裡的山坡一片翠綠，湖水湛藍，靜謐的氣息，足以叫人忘卻煩惱。在這裡，高山深

谷，湖泊丘陵共冶一爐，景色秀麗而富於變化，不少詩人墨客為這裡的湖光山色所陶醉，寫

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優美詩篇，如大詩人華茲華斯、簡愛作者－夏綠蒂‧伯朗黛、浪漫作家－

濟慈、彼得兔的碧翠斯‧波特…。英國人稱此地為英格蘭最美麗的大自然景致，請一同來感

受這片最迷人的自然景觀。 
溫德米爾湖是湖區最長也是最大的湖泊，我們將在此搭乘★遊輪，

暢遊此區醉人的風光，上岸後，轉搭湖區★蒸汽火車，巡遊湖區秘

境，體驗不同的山川美景。這趟可愛的蒸汽火車之旅，是鐵道迷絕

不能錯過的旅遊活動！華友旅行 真情推薦 
您知道彼得兔吧！您應該也知道他是湖區人吧！華友特別安排參

觀★碧翠絲‧波特紀念館。彼得兔的故鄉就是在這裡 ! 碧翠絲‧

波特曾在這美麗的土地上創作出至今仍膾炙人口的童話故事！您

可能因故事中的角色所著迷，期待早日來到湖區，親炙這塊土地上

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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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主要奠基人和魁首，也是莎

士比亞和彌爾頓以後英國最重要的詩人。他以飽蘸感情的詩筆詠讚大自然，在自然與人生的

關係上，表達了一整套新穎獨特的哲理。他的序曲等主要作品以發掘人的內心世界為主旨，

開啟二十世紀現代詩風的先河，因此獲得第一位現代詩人的稱號。他首創了一種洗盡鉛華的

新型詩歌用語，體現了深刻思想，真摯感情與樸素語言的完美結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直至

今日的詩人。 
◆為什麼我們要安排一段蒸汽火車 ?  
湖區的美景，不侷限於湖畔，不自限於山水，也在他的人文丰采。在這段短短的蒸汽火車旅

程，火車沿線醉人的山野風光，迷人的山居小鎮，不是三言兩語就可道破，請讓華友旅行，

帶您領略仙境般的山水田園之美。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湖畔餐廳風味料理  /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參考旅館：Macdonald Old England Hotel and Spa Windermere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08 天 湖區—308km 史特拉福 Stratford-upon-Avon—136km 巴斯 Bath      

莎士比亞的世界 

今日前往莎翁故鄉，位於雅芳河畔的史特拉福。 
英國人稱史特拉福是莎士

比亞的世界：在這裡，你

可以看到一代文豪★莎士

比亞誔生的故居，讀書的

學校，長眠的教堂，以至

於★他夫人安．海瑟威的

故居。這裡的街道、旅館、

餐廳、劇院和其他文物設

施的招牌，也與莎士比亞

有關，總之這裡的一切，

都隨時在提醒遊客，你正

在莎士比亞的故鄉作客。 
續往最奇特的英國古城－

巴斯。 
◆威廉．莎士比亞：出生於 16 世紀的英國著名劇作家及詩人，知名作品如馴悍記、仲夏夜之

夢、羅密歐與茱麗葉、哈姆雷特…等等，文字優美動人，筆下人物善惡刻劃清晰，其作品影

響後世四百多年，至今深植人心。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英式烤牛肉  /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參考旅館：Bailbrook House Hotel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09 天 巴斯—62km 史前巨石群 Stonehenge—116km 牛津 Oxford   古羅馬遺

跡之旅 

http://englishlakes.co.uk/hotels/lake-district-hotels/windermere-hotels/low-wood-bay/
http://www.bailbrookhous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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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參觀巴斯。 

巴斯：巴斯位於雅芳河河谷起伏連綿的山陵間，到處可欣賞到壯麗的鄉野景致。巴斯的揚名，

不單在她怡人的自然美景，保存完好的古羅馬浴場遺址，使此地獨樹一幟。巴斯極富特色的

喬治王時期風格米色房舍，襯托出城市優雅的一面。參觀：◎皇家新月樓，雄偉的巴斯修道

院、★古羅馬大浴池。市中心隨處可見的街頭音樂家，咖啡館誘人的商店，漫步此地，是享

受英國風情最佳之處。巴斯城已於 198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隨後前往史前巨石群。  
★史前巨石群：您絕對看過這張照片，也想必對於這裡的神秘，感到困惑。今天，我們一起 

邀您來此，探索古文明的奧秘。約自西

元前 3,000 年起，分數階段築成的史前

巨石群，是歐洲最著名的史前遺址。至

今沒有人完全了解這裡，它是一座崇高

的，令人敬畏的古蹟，訴說著多少事

情，同時又告訴人們，它隱藏著更多的

事情。史前巨石群已於 1986 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華友旅行

真情推薦。 
爾後前往牛津。 
牛津：想領受學術的洗禮，就該去牛

津。想閱讀城市的身世，也該去牛津。

在這個源自中古世紀的知名大學城

裡，眾多的大學、學院，營造了主要的學術氛圍，但加上城市本身的建築以及各小聚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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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堂，更為牛津風貌型塑完整的風格。 

從◎貝里歐到◎三一學院，◎瑞德克利夫圓頂 (波德里安圖書館)，經◎萬靈學院、◎莫頓學

院，最後到達英國首相的搖籃–◎基督教會學院，然後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中，沉醉牛津之美。 
◆新解巴斯：如果說，在英國有個城市喜歡照鏡子，那麼，鐵定就是巴斯了！她比任何一個

英國城市，有更多受政府保護的房舍。全城都是由一種暖色調的石灰石建成，人稱巴斯石，

也因為如此，整個巴斯呈現出一種少女膚色般的色彩。美麗漂亮的城市，並不罕見，但很少

有像巴斯這樣，把優美與休閒完美的統一起來。請和華友旅行一同領略巴斯的美。 
◆小提示：史前巨石群：您看過這部古老的英國電影--黛絲姑娘嗎？您還記得她的結局嗎？純

樸苦難的黛絲，與心愛的人逃出虎口，來到一堆巨石群堆中。當火紅的太陽從巨石堆疊的拱

門中昇起，那種神秘與哀戚，點燃巨石群無解的秘密。 
◆小提示：看過電影哈利波特嗎？您知道嗎？牛津大學城內的基督學院 Christ Church College 
及 Bodleian 圖書館是霍格華茲的主要拍攝景。Bodleian 圖書館成為電影裏哈利波特的課室。

而館外的 Divinity 學院小廳則在拍攝期間被被改裝成霍格華茲的醫務室。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英式鄉村料理  /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參考旅館：The Oxford Belfry Hotel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10 天 牛津—10km 比斯特村 Bicester Village—110km 劍橋 Cambridge—96km 

http://www.qhotels.co.uk/our-locations/the-oxford-bel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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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  人間四月天  

上午前往牛津附近最大，最知名的購物中

心－比斯特村 Bicester Village。作為歐洲

著名的豪華購物勝地，Bicester Village 已

經成為了名牌追逐者們的頭號購物天堂

和喜歡物美價廉的英國人嚴守的購物秘

訣之一。Bicester Village 擁有 PoloRalph 
Lauren、Burberry、Hugo Boss、Dunhill、
Tod’s、Salvatore Ferragamo、MaxMara、
Bally、Waterford Wedgwood、Clarks 和
Mulberry 等  100 多家令人無法抗拒的

商店，提供多種完美的設計師品牌；它村莊式的購物環境也別具一格。想像一下，它擁有城

市的奢華卻沒有城市的重重壓力！絕對能充分滿足您的購物慾望。 

隨後前往劍橋，舊譯康橋。 
劍橋：詩人徐志摩寫了一首再別康橋，使不認識康橋的人嚮往康橋，已認識康橋的人更加想

念康橋。康河因徐志摩聞了名，靜靜地流過大學區。在河畔綠草延綿處，空氣中瀰漫著青草

的芳香和河水的芬多精。楊柳搖曳，河裡還有可愛的天鵝和小鴨子游來游去。可以在樹下看

河上的人兒，真是有夠浪漫。參觀：於西元 1441 年由英王亨利六世所創◎國王學院(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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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是美侖美奐的哥德式建築。◎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是劍橋的光榮所在，共出過

28 位諾貝爾獎得主，學院內的廣場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學廣場。學院大門上有創立者亨利八世

的雕像。於西元 1511 年創立的◎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它的三層樓門上裝飾著獸形

紋章雕刻，顯得富麗堂皇。院內河上有仿威尼斯所興建的◎嘆息橋(Bridge of Sighs)。在亨利六

世王妃瑪格麗特的庇護之下於西元 1448 年建成的◎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校園美得宛

如一幅畫。 

獨家安排最具浪漫與詩意的劍橋★撐篙，與詩人同步，一同體驗再別康橋與英國的浪漫詩篇。 
爾後前往英國首都倫敦。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

陽中的新娘，波光裏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在康河

的柔波裏，我甘心做一條水草，那樹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間，沈

澱著彩虹似的夢。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裏放

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夏蟲也爲我沈默，沈默是今晚的康橋！悄悄的我走

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購物方便，敬請自理 / 晚餐：中式料理 7 菜 1 湯 
參考旅館：Park Plaza County Hall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11 天 倫敦   經典與創新 

今日展開倫敦市區觀光：參觀◎倫敦的地標－倫敦塔橋、與歷史最久，目前以收藏王室王冠

寶石及其他珍品的★倫敦塔、◎王室居所的白金漢宮，有機會可以觀賞到著名的衛兵交接、

◎國會大廈、◎大鵬鐘、◎西敏寺，與世界第二大的◎聖保羅大教堂。 

http://www.parkplaza.com/london-hotel-gb-se1-7ry/gb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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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塔已於 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午後參觀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名博物館之一的★大英博物館(含當地專業中文導遊導覽)。 

大英博物館：成立於西元 1753 年，自西元 1759 年始對外開放參觀，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三大

博物館之一。原為當時著名的收藏家–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 遺留下來捐贈給國家

約七萬一千件之私人收藏品。博物館開放後，再加上英國人從世界各地攫取了大量的骨董級

珍藏品，現今之收藏量已超過一千三百多萬件。大英博物館目前分為 10 個分館：古近東館、

硬幣和紀念幣館、埃及館、民族館、希臘和羅馬館、日本館、東方館、史前及歐洲館、版畫

和素描館以及西亞館。位於大中庭(Great Court)中央之閱覽室廣場，於西元 2000 年 12 月建成

開放，目前是全歐洲最大的有頂廣場，廣場的拱頂是由 2436 塊三角形玻璃片所組成。 

晚餐後特別安排登上 2013 年 2 月 1 日完工的倫敦新地標－★碎片大廈，登尖塔頂上 360 度的

觀景台，從全新角度發現不一樣的倫敦，隨著天色漸暗，倫敦燦爛的繽紛夜景將呈現在眼前。 

◆真要品味倫敦的氣質，必需心情放輕鬆，把時間拋在腦後，各取所需，才能品味正點的英

國風味。在倫敦，有不同的風景，不同的風情，在不同的時刻，對不同的旅遊玩家，都會有 
不同的感受，有些人會沈迷，有些會獲得鼓舞。這就是倫敦。 
◆碎片大廈：高約 309.6 公尺，1 萬 1 千片玻璃所打造，為歐盟最高建築物，歐洲第二高建築

物，耗時 12 年完工，耗資 15 億英鎊，由設計巴黎龐畢度中心與關西機場的義大利建築師 Renzo 
Piano 擔任設計。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中國城港式飲茶  / 晚餐：龍蝦牛排風味料理 
參考旅館：Park Plaza County Hall  4 星級飯店或同等級 

 

第 12 天 倫敦 溫莎古堡 ✈ 台北 

http://www.parkplaza.com/london-hotel-gb-se1-7ry/gb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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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前往溫莎古堡。 
★溫莎古堡(含中文語音導覽)：一提到大英帝國，您應該馬上會聯想到溫莎古堡，現今她仍是

女王週末渡假的莊園。溫莎古堡是英國最古老且一直有人居住的王室宅邸，歷代君王所做的

改建與擴建，使他成為展現王權品味的非凡建築。我們將安排進入參觀，一睹王室收藏及建

築丰采 。 

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參考班機時間  CI-70 LGW/TPE 21:10/17:55+1 (飛行時間 13 時 45 分)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午餐：英式經典炸魚薯條料理  / 晚餐：機上 

 

第 13 天 台北 

回到溫暖的家 
 
為使行程順暢，本公司保有依航空及內陸交通因素，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 
 
 
 



     
 

www.mitravel.com.tw 

台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76 號 8 樓  
TEL：02-66388888 FAX：02-66386688 

台中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 20 號 11 樓之 8  

TEL：04-23282198 FAX：04-23281138 

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820 號 10 樓 

TEL：07-5533111 FAX：07-553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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