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邂逅電影 

英國十三天 

 

一個曾經在 19世紀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陸地，影響了全世界五大洲的文化帝國；在不

同的時區國家都可以看到飄揚的米字旗，因此而有了日不落國的稱號。在溫莎王朝即統治

將屆滿百年之際，何不讓您隨著長安國際精心設計的行程，來一趟大英帝國之旅。 

設計理念 

市場最精緻、深入的英國行程，同樣 13天我們不帶您長途跋涉前往天涯海角，而是

將時間放在精華的五大區，帶您以輕鬆從容的方式，完成英國票選最值得旅遊之地。 

 



 

 

 

尊爵體驗 
貴族莊園旅館 

高檔美食 
三朵玫瑰勳章評鑑餐廳 

省時舒適 
維珍火車頭等艙 



 

 

 

 《達文西密碼》找尋聖杯的下落－西敏寺（獨家入內參觀） 

在歷代君王加冕之地見證千年王室風華，斥資近 11億的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世紀婚禮即在此舉辦。 

 《哈利波特》霍格華茲大餐廳－牛津大學基督學院 
魔法餐廳的取景地，你還可以在彩色花窗中找到愛

麗絲夢遊仙境的童話故事。 

 《哈利波特》活米村車站－戈斯蘭德車站 
霍格華茲特快車在從國王十字車站出發後停靠於

此，在開學日時海格就在這裡等候新生到來。 

 《波特小姐：彼得兔的誕生》故鄉－湖區 
自從波特小姐來湖區度假後就被深深吸引，創造出彼

得兔繪本並利用版稅收入保護她最愛的淨土。 

 《戀愛沒有假期》浪漫邂逅－柯茲窩鄉村 1 日遊 
英格蘭田園風光的代表地區，古樸寧靜，恍若隔世的

小鎮，是倫敦人心中的後花園。 

 《羅馬浴場》帝國溫泉－巴斯 
 《真愛挑日子》約定之地－愛丁堡 
 《英雄本色》豪情壯志－史特林城堡 
 《新娘百分百》、《BJ 單身日記》、《雷神索爾》－倫敦 
 《伊莉莎白-輝煌年代》－倫敦塔



 

 

 

1 英國必遊之最－惠特比漁港 

每日郵報讀者票選，英國人心中 50大假期榜首。也是吸血鬼《德古拉》的故事舞台；電影《真愛挑日

子》中經典對白提到 “We spent all our summers in a caravan in Whitby”。 

2 英國最美的村莊－拜伯里的阿靈頓排屋 

十九世紀英國著名藝術家和詩人 William Morris 譽為英格蘭最美的村莊 

A Day Magazine 雜誌介紹「一輩子一定要去的 19個絕美小鎮」 

3 英國最美的街道－約克－哈利波特斜角巷 

Google 街景票選首獎，保存著中世紀風情的

歷史名街。 

4 英國最美的地區－湖區國家公園 

湖區孕育了許多文學家，浪漫派詩人威廉以諸

多詩句讚揚湖區之美，波特小姐在此定居，醞

釀出彼得兔的故事，湖區已然堪稱詩人的國。



 

 

 

英國小威尼斯－水上伯頓 
詩情畫意的寧靜村莊，尤其深受日本觀光客喜愛。 

 

一窺王室生活－溫莎城堡 

世上面積最大的古堡，女王經常在此度過週末。 

 

走過詩人的步伐－劍橋大學 
讀徐志摩的詩，走過康河，再別康橋。 

神祕史前遺跡－巨石陣 
傳說巨人在跳舞時突然凍結，成為巨石… 

莎士比亞的故鄉－史特拉福 
一探讓莎翁醞釀出許多巨作的小鎮 



 

 

 

尊榮啟程：維珍列車頭等艙 
著名的維珍火車向來以提供舒適的車廂而聞名。長安特別安排搭英國維珍火車

《超級領航者號》頭等艙，銜接蘇格蘭到英格蘭的長途距離，可節省至少 3小

時更不須為了回到英格蘭而中途過夜不知名小鎮。 

優雅成行：精準控制每日行車里程數 
市場上的行程幾乎每日平均拉車 350~400 公里，以致於每日有半天以上

在坐車，可觀光的時間過少，無法深入各城鎮。長安不僅精準控制每日行

車里程數，更透明化地呈現「每日行車距離」以及「預計觀光時間」，減

少不必要的長途跋涉，更能細緻地品味每一個景色。 



 

 

北約克荒原國家公園 
搭乘哈利波特蒸汽火車 ，欣賞英格蘭田野景致(市場鮮少安排) 

湖區國家公園遊船 

欣賞湖光山色 

 

泰晤士河遊船 劍橋大學康河撐篙 



 

 

 

三朵玫瑰勳章餐廳 
歐洲最耳熟能詳的餐飲評鑑莫過於米其林，但英國汽車協會 AA 

Automobile Association 同樣也針對餐廳做評鑑，長安一向致力於尋

找旅途中的高檔餐廳，故除了英國的米其林餐，我們也安排了 AA 授

予 3朵玫瑰徽章的優質餐廳。 

米其林餐盤 (新鮮食材、細心準備：美味佳餚) 
米其林評鑑是世界最具權威的美食標竿，長安邀您循著美

食家的聖經，典雅品味「米其林餐盤、玫瑰評鑑餐」的不

同質感與內涵。



貴族的愜意品味－正統英式下午茶 

安排聞名遐邇的英式下午茶，讓貴賓在

莊園悠閒的享用。 

英國廚藝的驕傲－英式烤牛肉 

英國慶典時必吃的傳統美食～烤牛肉＋

約克夏布丁。 

鄉村版的鵝肝醬－哈吉斯 

代表蘇格蘭國菜的肉餡羊肚，美食家喻為鄉村版的鵝肝醬。 

享譽國際的炸魚薯條 

外酥內軟、皇室也喜愛的道地英國國民美食(自理餐建議)。



入住貴族莊園旅館 
Country House 

長安特地讓各位體驗來去鄉村住一晚的樂趣，

享受如王公貴冑般的度假生活。 



被譽為英格蘭最美麗的地區－湖區國家公園，同時也是英國最受歡迎

的旅遊區之一，一年四季都有成千上萬的旅客前來觀賞千百年地質變

動的天然美景、湖泊、河谷、山巒、瀑布種種大自然的巧奪天工。由

於湖區的天然景色如此的誘人，因此許多的藝術家以及文學家都因此

而在此被孕育出來，除了以上提到的畢翠斯．波特，另一位威廉．華

爾華斯則是英國最有名的浪漫詩人，也是湖區的代表文學家之一。



連泊兩晚愛丁堡，深入體會這整座被列為世界遺產的中世紀古城（市場鮮少如此安排） 

※舊城區內五星級飯店為數不多，若遇訂不到適合的五星飯店，絕不屈就二等五星，

改以四星 Superior 等級飯店替代，並誠意退款每晚每人 1500 元價差。 



霍格華茲大餐廳 

活米村車站／蒸汽火車 

魔法商店街斜角巷車 JK 羅琳寫作咖啡館 



天數 班機 起飛城市 
起飛時

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飛行時數 

第 01 天 CI069 台北 TPE 09:30 倫敦 LGW 16:30 14 小時 

第 12 天 CI070 倫敦 LGW 21:10 台北 TPE 17:40 13 小時 30 分 

以上班機時間，航空公司可能有所變動。正確航班時間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表入內參觀或門票 ☆表下車參觀無門票 ※表特殊餐食

DAY01 台北  倫敦蓋威克機場（直飛不中停） 

今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在領隊的協助下完成登機手續，大英帝國巡禮就此展開。今日我們將搭乘經濟客

艙班機，直飛日不落國－英國倫敦。 

午餐 X 晚餐 旅館主廚推薦 

住宿 Sofitel London Gatwick Hotel 、Hilton London Gatwick Airport或同級四星

https://sofitel.accorhotels.com/gb/hotel-6204-sofitel-london-gatwick/index.shtml
https://www3.hilton.com/en/hotels/united-kingdom/hilton-london-gatwick-airport-GATHITW/index.html


DAY02 倫敦蓋威克機場－153km/2hr－劍橋－60km/1hr－莊園 

劍橋．Cambridge：徒步參觀這孕育出許

多偉人的大學城，穿梭在國王學院★禮拜

堂（若遇禮拜或特殊事件不對外開放退

費）、☆皇后學院、☆三一學院、☆克萊爾

學院等，並安排★康河撐篙，擺渡於劍橋

間，穿梭於☆嘆息橋、☆數學橋等。 

午餐 大學城簡餐 (或改發餐費 20英鎊) 晚餐 莊園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 
Kilworth House Hotel、Coombe Abbey Hotel、Stapleford Park Country House Hotel and 

Sporting Estate、Hambleton Hall 或同級四星

http://www.kilworthhouse.co.uk/
https://www.coombeabbey.com/
http://www.staplefordpark.com/
http://www.staplefordpark.com/
http://www.hambletonhall.com/


 

 

DAY03 莊園－185km/2hrs30mins－約克 

 

約克．York：融合羅馬、撒克遜、維京統治的多樣歷史和文物，

加上完整保存的中古街道建築，展現出其懷舊古樸的一面，也是

見證英格蘭歷史的重要城市。來到約克，宛如穿越時光隧道來到

中世紀，外圍☆城牆為中古(古羅馬)時代的產物，以大教堂為中心

建築長達 4.8 公里的正方形城牆，在此將登上羅馬城牆體驗千年

堡壘遺跡。此城初建於西元 71 年，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元 306 年

在此登基，至 1100 到 1500 年間曾是英格蘭的第二大城，這樣

顯赫的過去足以發現約克的歷史魅力。今日將漫步於約克有名的

石頭街以及肉舖街，並參觀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哥德式教堂★

約克大教堂（若遇非固定性禮拜或特殊事件無法入內參觀時則退費）。 

P.S. 參觀完約克大教堂，建議您不妨前往約克最有名的貝蒂茶屋（Bettys Tea Room）品嚐傳統英式下午

茶，因為這家起於 1919年的老字號茶坊是不接受預約的，只能現場排隊。但無須擔心，因為他在約克的主

要街道上有兩家分店，排隊通常不需要太久就會有位置，有興趣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囉！ 

午餐 ※約克夏布丁&烘烤牛肉 晚餐 義式西餐  

住宿 
Hotel Indigo York、Hilton York 或同級四星 The Grand York 五星、The Principal York 五星(升等

五星價差由長安吸收) 

http://www.ihg.com/hotelindigo/hotels/us/en/york/yoryk/hoteldetail
http://www.hilton.co.uk/york
https://www.thegrandyork.co.uk/
http://the-principal.york-hotels.net/en/


 

 

DAY04 
約克－40km/1hr－北約克荒原國家公園－87km/1hr30mins－莊園下午茶 
－132km/2hr－湖區國家公園 

 

北 約 克 荒 原 國 家 公 園 ． North 
Yorkshire Moors National Park：

想像我們是電影哈利波特霍格華

茲魔法學院的新生，搭乘蒸汽火車

前往報到囉！我們將從皮克靈火

車站搭乘★蒸汽火車，途經里維山

車站，造訪電影哈利波特霍格華茲

特快車的終點站，也就是小說裡的

活米村車站，活米村車站也就是北

約克荒原蒸汽火車路線中的的高

斯蘭車站。 



 

 

 

惠特比．Whitby：布蘭姆．史鐸克（Bram 

Stoker）也就是著名吸血鬼小說「德古拉」

作者當初在寫作時得到靈感的地方，這地方

位於國家公園內，更是眺望整個漁村視野最

好的地方。早於 1890 年初富人及貴族就來

到惠特比海港小鎮並視為渡假勝地，最好的

觀光步行路線是在此爬上俗稱 199 抬棺階參

觀其著名的☆聖瑪莉教堂以及早已變成斷垣

殘壁但卻透露出風霜淒美的★惠特比修道

院。 

Today Special：惠特比到湖區國家公園的路程遙遠，因此長安國際貼心的在路途中，特地挑選一間美麗的莊

園，讓各位體驗宛如英國貴族般的英式下午茶，如此精心的安排，就是希望讓各位感受最英式的優雅傳統。 

午餐 自理餐（建議試試※Fish & Chips） 晚餐 旅館主廚推薦 

住宿 
Laura Ashley the Belsfield Hotel、Macdonald Old England Hotel & Spa Windermere、Low Wood 

Bay Resort & Spa、Lakeside Hotel 或同級四星 

https://www.lauraashleyhotels.com/hotels/the-belsfield
http://www.macdonaldhotels.co.uk/our-hotels/macdonald-old-england-hotel-spa/
https://englishlakes.co.uk/low-wood-bay/
https://englishlakes.co.uk/low-wood-bay/
http://www.lakesidehotel.co.uk/


 

 

DAY05 湖區國家公園－250km/3hrs30mins－愛丁堡 

 

湖區國家公園．Lake District：被譽為英格蘭最美麗的地區－湖區國家公園，同時也是英國最受歡

迎的旅遊區之一，一年四季都有成千上萬的旅客前來觀賞千百年地質變動的天然美景、湖泊、河

谷、山巒、瀑布種種大自然的巧奪天工。由於湖區的天然景色如此的誘人，因此許多的藝術家以及

文學家都因此而在此被孕育出來，除了以上提到的畢翠斯．波特，另一位威廉．華爾華斯則是英國

最有名的浪漫詩人，也是湖區的代表文學家之一。 

湖區南方的溫德米爾和鮑內斯兩鎮為雙子城，也是整個湖區旅客

最多的地方，我們將在此造訪彼得兔的故鄉★畢翠絲．波特世界。

搭乘★遊船欣賞風光明媚的英國湖區國家公園及沿途的小鎮並在此

國家公園度過悠閒的湖光山色之旅。之後前往愛丁堡。 

大部分的團體皆會在此安排搭乘蒸汽火車，從 Haverthwaite 搭到 Lakeside，我們不這樣安排，是因為這一

段火車只有短短的 10幾分鐘。由於前一天我們在北約克荒原國家公園已經安排了 40分鐘哈利波特蒸汽火

車，實在沒有必要為了湖區短短 10分鐘的火車車程再安排一次，絕非為了節省成本 

午餐 湖區當地料理 晚餐 
※蘇格蘭之夜（傳統舞蹈表演）或蘇格蘭威士

忌體驗之旅含晚餐 

住宿 
Sheraton Grand Hotel & Spa Edinburgh、Principal Edinburgh George Street、Balmoral 

Hotel Edinburgh、Radisson Collection Hotel Royal Mile Edinburgh 或同級五星 
※舊城區內五星級飯店為數不多，若遇訂不到適合的五星飯店，絕不屈就二等五星，改以四星 Superior 等級飯店替代，並誠意退款

每晚每人 1500 元價差

http://www.sheratonedinburgh.co.uk/
https://www.ihg.com/hotels/tw/zh/edinburgh/edigs/hoteldetail
https://www.roccofortehotels.com/hotels-and-resorts/the-balmoral-hotel/
https://www.roccofortehotels.com/hotels-and-resorts/the-balmoral-hotel/
https://www.radissoncollection.com/en


 

 

DAY06 愛丁堡－67kms/1hr－史特林城堡－67kms/1hr－愛丁堡 

 

史特林城堡．Stirling Castle：戰略

型的★史特林城堡，當初蘇格蘭人為

了拒絕英格蘭人的統治，就是在此與

英格蘭人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役。梅

爾吉勃遜主演的電影英雄本色，講的

就是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也讓我

們見到蘇格蘭人勇敢抵抗侵入者的決

心與毅力。 



 

 

 

愛丁堡古城．Edinburgh Castle：參觀象徵蘇格蘭精

神的★愛丁堡城堡，它聳立在死火山岩頂上，居高臨

下俯視愛丁堡整個市區。隨後市區觀光，沿著☆王子

街、☆皇家哩路等沿途各式各樣的小店，保證讓您意

猶未盡，此時處處是歷史古城的美麗建築，讓各位

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愛丁堡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評定為世界遺產的中世紀古城。 

P.S. 據說哈利波特作者 J.K.羅琳就是在愛丁堡的咖啡館完成巨作，而這家咖啡館名為大象屋（The Elephant 

House），就座落在此古城的某處，咖啡館還會在門口貼上標示哈利波特的誕生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趁今

日前往探訪、點杯咖啡，說不定下一個 J.K.羅琳就是你！ 

午餐 蘇格蘭低地當地料理 晚餐 方便自由活動敬請自理 

住宿 
Sheraton Grand Hotel & Spa Edinburgh、Principal Edinburgh George Street、Balmoral 

Hotel Edinburgh、Radisson Collection Hotel Royal Mile Edinburgh 或同級五星 

※舊城區內五星級飯店為數不多，若遇訂不到適合的五星飯店，絕不屈就二等五星，改以四星 Superior 等級飯店替

代，並誠意退款每晚每人 1500 元價差 

http://www.sheratonedinburgh.co.uk/
https://www.ihg.com/hotels/tw/zh/edinburgh/edigs/hoteldetail
https://www.roccofortehotels.com/hotels-and-resorts/the-balmoral-hotel/
https://www.roccofortehotels.com/hotels-and-resorts/the-balmoral-hotel/
https://www.radissoncollection.com/en


 

 

DAY07 愛丁堡－（維珍火車超級領航者號頭等艙：12:51/17:05 或 14:51/19:05）－伯明罕 

 

愛丁堡古城：沿著皇家哩路到另一端頂點參觀英女王

位於蘇格蘭的住所★聖十字宮（如遇皇室成員下榻此

行宮無法對外開放時，則退費）和遼闊的荷里路德公

園。結束參觀後，請把握最後的時間購物，並且準備

小餐食在火車上享用，我們將於中午時分搭乘著名的

維珍火車超級領航者號頭等艙返回英格蘭中部。 

※維珍火車將以預設的兩個班次為主，若遇該班次頭等艙客滿，本公司保留預訂 2等艙的權利並退價差二千

元 

午餐 精緻西餐 晚餐 中式料理 

住宿 
AC Hotel Birmingham、Hotel Indigo Birmingham、Hilton Garden Inn Birmingham Brindley 

Place、Radisson Blu Hotel 或同級四星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bhxac-ac-hotel-birmingham/
https://www.ihg.com/hotelindigo/hotels/gb/en/birmingham/bhxin/hoteldetail
http://hiltongardeninn3.hilton.com/en/hotels/united-kingdom/hilton-garden-inn-birmingham-brindleyplace-BHXBPGI/index.html
http://hiltongardeninn3.hilton.com/en/hotels/united-kingdom/hilton-garden-inn-birmingham-brindleyplace-BHXBPGI/index.html
https://www.radissonblu.com/en/hotel-birmingham


 

 

DAY08 
伯明罕－63km/1hr－史特拉福－40km/1hr－水上波頓－25km/30mins－拜伯里－46km/1hr

－牛津郡 

 

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這裡是

莎士比亞的故鄉。感受莎士比亞出生地的

小鎮風情，並參觀★莎士比亞的誕生地以

及他的妻子★安海瑟威故居，一同感受孕

育大文豪的兒時成長之地。 

柯茲窩地區 - 水上伯頓．Bourton-on-the-

water：人說沒到過英格蘭鄉村，等於沒去

過英國。人稱英國最美麗的鄉村小鎮之

一、美得如風景名信片般的水畔之城－水

上伯頓享有英國威尼斯之水上風情，絕對

會讓您不虛此行而流連忘返。 



 

 

 

柯茲窩地區 - 拜伯里 Bibury：科茲窩地區蘊藏量豐富

的石灰石為石頭建築業帶來了大量的財富，石匠採用

出色的設計圖案皆為代代相傳。典型的科茲窩區村莊

伯拜里內的☆阿靈頓排屋於 17 世紀時專為織工建造，

其中他們的織布機就架設在閣樓內。兩層樓的阿靈頓

排屋並非對稱，所用的石材也都成不規則形狀，窄小

的門窗使得內部顯得相當陰暗。 

午餐 ※米其林餐盤 晚餐 旅館主廚推薦 

住宿 
voco Oxford Thames Hotel、The Oxfordshire Golf Hotel & Spa、The Oxford Belfry 或同級四

星 

https://www.theoxfordshire.com/
http://www.qhotels.co.uk/our-locations/the-oxford-belfry/


DAY09 牛津－130km/2hrs－巴斯 

牛津．Oxford：是英國著名的老大學城，在學術

上享有相當著名的地位，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大學

城，是許多電影場景取景的城市。其中基督教會

學院更是受到哈利波特導演的青睞，一場在霍格

華茲魔法學校開學日，集合四個學院的大餐廳用

餐畫面，就是在基督教會學院裡頭拍攝的。展開

牛津徒步之旅，漫遊牛津大學城，穿梭於各學院

如★基督教會學院、☆新學院、☆摩頓學院，以及

著名參觀景點☆瑞德克利夫拱頂等。 
牛津基督教會學院如預訂不到將以 New College 新學院 + Divinity School 神學院取代 

各位無須感到遺憾，因為牛津新學院（New College）的校園及中庭，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第四集《火盃的考驗》也曾在

此取景。中庭內的大橡樹，曾經是哈利與馬份爭吵劇情中的拍攝地。而建於 15 世紀的神學院（Divinity school），原本

是學院的教室，於《火盃的考驗》電影中也同樣成為授課的場景，麥教授曾於此教授舞蹈；於《神秘的魔法石》中也曾

被取景當作醫護室，主角們每逢受傷，都會被送到這裡的醫療室。 



巴斯．Bath：羅馬人的文化跨過了英吉利海峽

來到了英國，習慣在每個地方留下劇院、澡堂

的羅馬人，巧妙的運用巴斯當地的天然資源 – 

溫泉水製作水療，更為此建造了功能各異的許

多個浴池。西元前 65 年的羅馬人很早就懂得

如何享受浴場裏悠閒舒適的生活了。在此我們

將參觀著名的★羅馬浴池博物館、☆巴斯修道

院。 

午餐 法式料理餐 晚餐 ※溫泉巨蛋麵包

住宿 
Apex city of Bath Hotel、Bailbrooks House、M Gallery Francis Bath、Hilton Bath City 或同級

四星 

https://www.apexhotels.co.uk/apex-city-of-bath-hotel?gclid=EAIaIQobChMI06SVvKiZ3wIV1quWCh16NAe1EAAYASAAEgJ8KfD_BwE
http://www.bailbrookhouse.co.uk/
http://www.mgallery.com/gb/hotel-6636-francis-hotel-bath-mgallery-collection/index.shtml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BATHNHN-Hilton-Bath-City-hotel/index.do


DAY10 巴斯－60km/1hr30mins－史前巨石陣－117km/1.5hrs－溫莎－40km/1hrs－倫敦 

史前巨石陣．Stonehenge：堪稱世界最大的史

前遺跡之一的★巨石陣。最新的考古學家發

現，原來西元前三千年的人類老祖宗，就已經

懂得為死去的人舉行火葬；而巨石陣就是當時

王族埋骨以及舉行儀式的地點。 

溫莎．Windsor：這裡坐落著已有千年歷史且是著

名的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愛德華八世與愛妻定居

的★溫莎古堡。英國皇家生活一直是眾人矚目的焦

點，這趟英國之行，溫莎城堡是絕不能錯過的景

點，裏頭陳列著皇家珍藏的藝術品、以及瑰麗的城

堡花園，等著你來揭開皇家的神秘面紗。 



倫敦．London：倫敦乃歐洲第一大城，羅馬人在西

元 1 世紀創建這座城市，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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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除了金融商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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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魅力無

窮，長安國際設計的行程，倫敦兩天的時間，足以讓

您感受到現代與過去交融而成的倫敦。 

午餐 皇室公爵西餐 晚餐 
※3朵玫瑰勳章餐廳或碎片大樓胡同高級中餐

館

住宿 
Sheraton Grand London Park Lane、 InterContinental London Park Lane、Hyatt 

Regency London – The Churchill、Andaz London Liverpool Street 

Hotel 或倫敦市中心 1區內同級五星

https://www.shangri-la.com/en/london/shangrila/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longr-sheraton-grand-london-park-lane/
http://parklane.intercontinental.com/
http://parklane.intercontinental.com/
https://londonchurchill.regency.hyatt.com/en/hotel/home.html?src=pfxeame_sem_google_lonch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Google_LONCH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hyatt%20regency%20london&mckv=sKhhWgX1Z-dc_pcrid_147886619277_mtid_5297kx13790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united-kingdom/andaz-london-liverpool-street/longe?src=pfxeame_sem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andaz%20london%20liverpool%20street%20hotel&mckv=sqOYe4NiS-dc_pcrid_147886654227_mtid_5297kx13790&gclid=EAIaIQobChMIjqSfuqem3wIVWraWCh0UiwJ0EAAYASAAEgIKkPD_BwE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united-kingdom/andaz-london-liverpool-street/longe?src=pfxeame_sem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andaz%20london%20liverpool%20street%20hotel&mckv=sqOYe4NiS-dc_pcrid_147886654227_mtid_5297kx13790&gclid=EAIaIQobChMIjqSfuqem3wIVWraWCh0UiwJ0EAAYASAAEgIKkPD_BwE


DAY11 倫敦趴趴照 

準備好輕便的小包包以及紀錄旅程的必備武器照相機，今日將使用倫敦旅遊卡在市區內趴趴走，您無須擔心

如何使用，因為領隊將帶著大家使用這張旅遊卡暢遊今日的倫敦市區觀光，隨著領隊的腳步，來趟英倫漫遊

吧！

倫敦塔：造訪倫敦最有名的☆倫敦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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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London：搭乘★泰晤士河遊船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國會大廈、☆大鵬鐘，這一區的景色相當的

美。這裡有由英國航空所建造的倫敦眼，坐落在泰晤士河旁的國會大廈大鵬鐘，更是代表大英帝國的地標。 

Today Special：乘船遊泰晤士河。 

人說巴黎的賽納河為戀人帶來了浪漫的戀曲，那麼倫敦的泰晤士河則為壯士帶來了武士的豪情。 

我們將安排乘坐遊船飽覽泰晤士河沿岸著名地標、品味河畔的豪情壯志，見證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倫敦市景。



您無須擔心午後自由活動之後，如何處

理交通問題，因為今日領隊會給予各位

一張旅遊卡。有了這張旅遊卡，您將可

以無限制地搭乘倫敦 1 區內所有景點之

間的地鐵或是巴士，想像自己可以如 BJ

單身日記裡的女主角，自由跳上跳下於

倫敦攝政街上的傳統雙層巴士，是不是

很有趣呢？疲憊了也可以自行先回飯店

休息充電。 

午餐後自由活動，把握時光滿足購物樂

趣。您可以前往皮卡地里圓環或是哈洛斯百貨公司一享購物之趣。 

P.S.若是您對音樂劇有興趣，今晚不妨自行前往位於倫敦中國城附近的劇院觀賞，從中國城到附近的柯芬園或

是皮卡地里圓環，有許多劇院林立，有如紐約的百老匯，喜歡音樂劇的朋友，不用擔心沒有時間觀賞。欣賞

完音樂劇可自行回飯店，我們選擇的飯店就在倫敦 1區裡頭，無論是坐地鐵、公車甚至計程車都相當方便，

費用也不會很高。



您也可以選擇自行前往搭乘倫敦眼。英國航空為慶祝千禧年的到來，1999年於泰晤士河南畔建造當時全世界

最大的觀景摩天輪，從觀景車廂中將可飽覽倫敦市區美景，車廂造型就像是一顆美麗的眼球，是目前大型觀

景摩天輪中造型最獨特也是最美的車廂。從貌似眼球的車廂看出的世界，就像是人類從眼睛看世界一般的奇

妙，英國航空所想表達的寓意，彷彿是要告訴世人，倫敦向來以國際之都的眼界來看全世界。 

午餐 英式小酒館 晚餐 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住宿 
Sheraton Grand London Park Lane、InterContinental London Park Lane、Hyatt Regency 

London – The Churchill、Andaz London Liverpool Street 

Hotel 或倫敦市中心 1區內同級五星

https://www.shangri-la.com/en/london/shangrila/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longr-sheraton-grand-london-park-lane/
http://parklane.intercontinental.com/
http://parklane.intercontinental.com/
https://londonchurchill.regency.hyatt.com/en/hotel/home.html?src=pfxeame_sem_google_lonch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Google_LONCH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hyatt%20regency%20london&mckv=sKhhWgX1Z-dc_pcrid_147886619277_mtid_5297kx13790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united-kingdom/andaz-london-liverpool-street/longe?src=pfxeame_sem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andaz%20london%20liverpool%20street%20hotel&mckv=sqOYe4NiS-dc_pcrid_147886654227_mtid_5297kx13790&gclid=EAIaIQobChMIjqSfuqem3wIVWraWCh0UiwJ0EAAYASAAEgIKkPD_BwE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united-kingdom/andaz-london-liverpool-street/longe?src=pfxeame_sem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Google_LONGE_Rooms_UK_ENG_Brand_Exact_andaz%20london%20liverpool%20street%20hotel&mckv=sqOYe4NiS-dc_pcrid_147886654227_mtid_5297kx13790&gclid=EAIaIQobChMIjqSfuqem3wIVWraWCh0UiwJ0EAAYASAAEgIKkPD_BwE


DAY12 倫敦  台北 (直飛不中停) 

西敏寺：位於倫敦市中心西敏市區的

大型哥德式建築風格的★西敏寺教

堂，這裡一直是英國君主安葬或加冕

登基的地點。1987 年被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近期為人熟知的是黛安娜王

妃的喪禮以及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的

婚禮，都是在西敏寺舉辦的，這裡可

是 5 顆星的參觀景點唷！



接著來到☆聖詹姆士宮，這裡是凱特王妃與威廉王子之子喬治小王子洗禮的小教堂，屬於皇室辦公

的地方。它就在☆白金漢宮步行可達的距離，因此皇家禁衛軍在衛兵交接前，是在此整隊出發的。 

白金漢宮：衛兵交接時間除了 5 月~7 月

外，並非天天都有。其餘月份是每個單月的

單日、及雙月的雙日。因此若今日沒有衛兵

交接，則改至行程第 12 天上午。（白金漢宮

禁衛兵交接會因氣候、潮溼等其他因素而機

動取消）。今日若無衛兵交接則替代行程

為：領隊將帶各位前往倫敦☆蘇活區以及☆

柯芬園，隨後再前往☆海德公園或者前往黛

安娜王妃生前住所☆肯辛頓宮。 



大英博物館參觀：英國什麼東西不多，就屬各式各樣的博物館最

多了！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館尤其聞名全世界，裡頭有著世界各國

的古文明及文物，就像是世界歷史的縮影，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的各

種收藏便可感受到其在日部落國時期的強盛，一個國家竟然可以收

藏如此豐富的各國文物。 

午餐 中式料理 晚餐 機場自理 

住宿 機上 



DAY13 返抵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結束此次愉快且豐富的大英帝國巡禮。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X 



／參團注意事項／ 
團費包含
行程所列之團體經濟艙機票（不可提前出發或延回），兩國機場稅、燃油稅、團體保險（明細
請來電詢問）、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巴士等交通安排、行程中註明之早午晚餐、11 晚豪

華四至五星旅館住宿（兩人一室）。 

團費未含
新辦護照費、個人旅館消費、司機領隊及導遊小費（建議約₤130） 

◎單人房住宿加價 NTD76,000（此單人房價差，房型可能為標準單人房，而非雙人床房間），
如能安排同性團員住宿一室，則不收單人房加價。
◎未滿 12 歲之小孩佔床【和一位大人同房】扣 NTD3000

◎未滿 12 歲之小孩加床【和兩位大人同房】扣 NTD5000

關於三人房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 歲以下）須有床位，而
且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 

以下為指定三人房會碰到的狀況： 

1. 行程中無法保證全程都能安排三人房。
2. 多數歐洲飯店房間沒有標準三人房，多數會以加床方式安排，而床型可能是沙發床或行軍

床。

3. 若旅館無三人房亦無法加床時，第三人可能須分出與他人同房。

歐盟免簽須知
1. 我國國人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1 日起，即可無須申請申根簽證赴歐洲 35 個國家及地區，每
半年內可多次出入申根地區累計停留至 90 天。
2. 國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效期需至少包含返國日期六個月以上效期，允許入出境。

3. 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之役齡男子（簡稱役男）申請出境，需至內政部移民署加蓋核准章。
4. 與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孩童同行進入申根區時，必須提供證明彼此關係的文件或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書。所有相關文件都應以英文呈現或翻譯至欲前往之會員國語言。所以請旅客至
戶政事務所申請英文版戶籍謄本，因工作天需六天（不含六日），請旅客盡早辦理。
5. 為方便前置作業便利性，敝公司仍會向您收取護照正本；由領隊統一帶至機場辦理手續。若您希望自行

攜帶, 請簽妥護照自帶切結書於出發前轉交業務確認。



／參團貼心提醒／ 

歐洲行程天數較長、須經長途飛行；且徒步參觀的古城、景點較多，參團貴賓必需具備一定的體力及腳程。

對於行動不便、需人扶撐的貴賓，建議您慎重考量再決定是否參加。另由於遊覽巴士內空間有限，需以折疊
輪椅代步者恐較為不便。若您為高齡旅客，建議您由家人陪同出遊；且您若是有任何個人病史，也請事先告
知。同時，為了讓您能有一趟美好的旅行，敝公司特地附上貼心提醒請您留意；尚請多加見諒，感謝您的配

合。 

各家航空公司規定對於團體票的規定比較嚴謹，例如：不能累計里程、不能事先選位…等等的
限制；，團體機票幾乎無法於出發前事先選位，甚或多數航空公司對於腿部空間較大（如逃生

門座位）、走道位等個人機票都要加收選位費。旅行社對於團體機上座位安排完全沒有權限干
涉，如遇班機客滿，偶會造成沒有走道座位、甚或家人朋友座位不相連的狀況，這絕對不是旅
行社或領隊刻意安排，旅行社或領隊不會樂見第一天出發就造成團員的不愉快，這點要請多多

諒解及包涵。 

歐洲餐廳注重餐廳名聲，為了要保持餐廳聲譽及餐點品質，通常會要求團體餐食都必須在出發

前就事先訂好、規定團體要坐在指定坐位、且不允許團體現場點菜。甚至米其林星級餐廳，對
於用餐的人數及座位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尤其歐洲國家重視用餐過程，花兩、三個小時用餐
是很平常的；就請您入境隨俗，學習歐洲人優雅的品味餐點吧。 

另外，就算再高級的餐廳，對於團體的服務也無法做到依據個人喜好來安排餐點。所以您若
是有特殊需求，請以宗教或身體因素（如過敏）來做考量，而不是依照個人對於食物的喜好
（例如：不吃牛肉，但是好吃的可以吃）。如果團體的特殊要求太多，會造成餐廳出錯機率會

變高、用餐時間也會相對增加，造成旅遊時間縮短。 

由於歐洲相當重視歷史建築的保留、建築法規相當嚴格，很多極具歷史的飯店即使整修，也只

能針對內部細節及裝飾做整修，不可能將整體打掉重建，所以或許會有空間大小不一的狀
況。 

我們跟飯店接洽時都是統一團體房價，並不是依照房型而付出不一樣的價錢；且飯店為了作業

方便，多是團體抵達前一到兩天才會安排房間，所以領隊或公司是無法事先得知飯店會安排
什麼房型，這點還請各位旅客諒解。 
此外，歐洲飯店有著嚴謹的消防法規，所以多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時入住一間

房，某些家庭或朋友一起出遊，會要求相通房或是隔壁房；但因為每間飯店的房型規劃不
同，無法保證飯店有符合您要求的安排。

行 

餐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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