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殺很大～大英博物館、泰晤士河、倫敦四晚、
比斯特折扣城六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8

年 10 月 1.8.15.22 號
12 月 3.10.17 號

現金優惠價：34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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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唔士河：暢遊英國的母親之河。
倫敦塔橋：倫敦經典地標，哥德式外觀的建築於 1894 年完工。想看塔橋升起的景像嗎？您可得碰碰運氣！
比斯特折扣城 BICESTER OUTLET：大約在倫敦向西一個小時車程，匯集一些世界主要名牌的折扣店，主要有
DUNHILL，BURBERRY，ZEGNA，PAUL SMITH，BOSS，VERSACE，CK，POLO，ELTEE LAUDER，CHARKS，極度乾
燥 等名店。這裡無論是正裝，還是休閒裝或是毛衣、化粧品都有不錯的選擇，物美價廉。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0/22
〔星期ㄧ〕
2018/10/26
〔星期五〕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069

台北(桃園)

蓋威克(倫敦)

08:50

15:50

CI070

蓋威克(倫敦)

台北(桃園)

21:10

17:55+1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倫敦蓋威克機場(飛行時間約 14 小時～A350 直飛不中轉當天抵達)～倫敦
懷著浮雲遊子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踏著輕鬆輕快的腳步，搭乘中華航空 A350 班機直飛往英國，
於當天下午飛抵霧都～倫敦

貼心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依旅遊地區插孔規格贈送轉接插頭
每人一個。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 機上餐食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 : Sheraton Heathrow Hotel 或 NOVOTEL EXCEL 或 HOLIDAY INN LONDON - WEMBLEY 或 Novotel Excel
Hilton London Wembley 或 同級

第二天 倫敦～牛津大學城～比斯特折扣城 BICESTER OUTLET～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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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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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斯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這裡有您想要的英式及歐洲時尚款式的各種衣服、精品、童裝等，而且價
格都不貴，小心您不要荷包大失血。大約在倫敦向西一個小時車程，匯集一些世界主要名牌的折扣店，主要
有 DUNHILL，BURBERRY，ZEGNA，PAUL SMITH，BOSS，VERSACE，CK，POLO，ELTEE LAUDER，CHARKS，極度
乾燥 等名店。這裡無論是正裝，還是休閒裝或是毛衣、化粧品都有不錯的選擇，物美價廉。
https://www.bicestervillage.com
【下車拍照】基督教堂學院、萬靈學院、瑞德克利夫拱頂、波德里安圖書館
【特別安排】碧思特折扣城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晚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 : Sheraton Heathrow Hotel 或 NOVOTEL EXCEL 或 HOLIDAY INN LONDON - WEMBLEY 或 Novotel Excel
Hilton London Wembley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倫敦(市區觀光、英國國會、大鵬鐘、西敏寺、白金漢宮、大英博物館、泰晤士河)
早餐後，先前往位於泰晤士河畔，沿著泰晤士河畔進入市中心參觀世界議會制度起源地的英國國會及國會右
側的一座石造鐘塔～大鵬鐘，國會開會期間會放出閃耀的光芒景象壯觀，鐘塔每小時報時一次，倫敦市區每
個角落的居民都能聽見。
之後，再前往歷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有著美麗歌德式外觀是英國皇室貴族舉行結婚典禮的聖地；參觀
完後，再前往英國皇室居所～白金漢宮，若運氣好的話更可見到雄糾糾氣昂昂造型特殊的御林軍進行交接儀
式，感受英國王室的驕傲與光榮。
午後，前往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稱《世界三大博物館》的大英博物館參觀，館內蒐集的文物
珍品縱橫東西方，包羅萬象令您大開眼界，尤其是二樓的木乃伊室，珍藏著遠自埃及運來的數十具木乃伊更
是您不可錯過之重點。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
【下車拍照】英國國會、大鵬鐘、西敏寺、白金漢宮、泰晤士河。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晚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 : Sheraton Heathrow Hotel 或 NOVOTEL EXCEL 或 HOLIDAY INN LONDON - WEMBLEY 或 Novotel Excel
Hilton London Wembley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倫敦(全日自由活動、您也可跟隨領隊安排暢遊大街小巷)
今日全日自由活動。您可選擇向領隊購買自費活動或自行暢遊倫敦大街小巷～
建議行程～
歌劇欣賞：欣賞倫敦歌舞劇，來到倫敦絕對不能錯過當地的歌舞劇表演，英國歌舞劇就像是他們當地的電影
一樣, 感受過歌劇你真的會馬上愛上喔!(歌劇表演劇碼依出發時訂到的場次為準，例如媽媽咪呀、歌劇魅
影、貓、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劇碼)。
倫敦最古老美食市集：外觀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古老的市集~說它古老可不是開玩笑，這個市集從 13 世
紀就開始了，原本就是生鮮市場來著的，翻成普通話叫做菜市場。Borough Market 的攤位是經過設計規劃
的，雖然有現場煮食的攤位，但整潔度卻是一級棒！市場裡面販售美酒、起司、調味料、生鮮，還有倫敦各
地的美食攤位。
英式下午茶：您可前往皮卡迪利廣場旁的 Fortnum & Mason，品嘗最道地的英國頂級好茶。
地鐵：龐德街站 Bond Street
●Selfridge 百貨：牛津街上百年傳奇百貨公司，內部陳設極簡時尚，是最主流的百貨公司。
●Piccadilly Circus：滿足各式需求的購物商圈。
●Fortnum&Mason：皇室最愛百年極品紅茶。
●Bond Street：倫敦香榭麗舍及第五大道。
地鐵：塔丘站 Tower Hill
●倫敦市政廳：扭曲球體造型的前衛建築。
●莎翁環球劇院：重現 17 世紀莎翁劇場風貌。
●泰德美術館：世界規模最大的現代藝術殿堂。
●千禧橋：流線風格，泰晤士河上的創新風景。
●聖保羅大教堂：黛安娜王妃與查爾斯王子結婚教堂。
●溫莎城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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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 : Sheraton Heathrow Hotel 或 NOVOTEL EXCEL 或 HOLIDAY INN LONDON - WEMBLEY 或 Novotel Excel
Hilton London Wembley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倫敦塔橋、哈洛斯百貨)～倫敦蓋威克機場／桃園(直飛不中轉)
自然史博物館：原屬大英博物館的一部分，館內分成四大區，以藍、橘、綠、紅劃分四主題，當然中庭的那
具高大的梁龍骨骼，是整館吸睛的焦點。
倫敦塔橋：倫敦最經典的地標之一，哥德式外觀的建築於 1894 年完工。想看塔橋升起的景像嗎？您可得碰
碰運氣。
哈洛斯百貨(HARRODS)：或許您會想起高貴典雅的黛安娜王妃，但您也會被這高檔的百貨商品吸引著目不轉
睛，玩家們小心荷包失血喔！
【入內參觀】自然史博物館。
【下車拍照】倫敦塔橋、哈洛斯百貨。
本日您將搭乘直飛的航班返回台灣，中途無需轉機，在本航段中，機上將提供您二次的正餐，並且於二餐之
間會供應點心或三明治等簡易輕食。
晚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六天 桃園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忘的歐洲
之旅。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

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
見諒。
晚餐 : 機上輕食
餐食 :早餐 : 機上輕食
午餐 : 機上簡餐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