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英倫蔓延時～尋訪莎士比亞、泰晤士河遊船
牛津劍橋大學城、藝術古蹟博物館七日(含稅)

2019/2/13、15
現金優惠價：38888 元/人 起
出發日期：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再低的價格，也不可以犧牲品質，保證全程入住四星飯店！
泰晤士河遊船：將倫敦最精華的景緻進收眼底！
史特拉福(入內參觀莎翁故居)：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在世時，排山倒海的人群爭先恐後地去看他寫的戲劇；
莎士比亞去世後，每年 300 萬的觀光客擠進史特拉福想追尋這位大劇作家。
劍橋大學城：聞名全世的大學城～劍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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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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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莎古堡：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愛情傳說，也是亨利王子與梅根大婚之處。
巴斯：倫敦西方的古老城鎮，英國最有名的溫泉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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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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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羅馬浴池喝一口據說可以治百病。
英國國家美術館(安排專業中文導遊講解)：從 13 到 19 世紀，多達 2300 件的藝術珍寶。最知名的有：達文西
的《岩間聖母》、梵谷的《向日葵》、波提切利的《維納斯與戰神》以及許多莫內的畫作。
大英博物館(安排專業中文導遊講解)：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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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巨大的藍
鯨骨骼，是整館吸睛的焦點。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I069

台北(桃園)

蓋威克(倫敦)

09:30

15:30

回程

CI070

蓋威克(倫敦)

台北(桃園)

21:15

18:30+1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圍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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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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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中華航空班機飛往英國，於當天下
午飛抵霧都～倫敦，用餐後專車接往旅館休息，以調整時差、舒解長途飛行之辛勞。
貼心的建議：
1.航班時間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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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機上餐食

住宿 : London Marriott Hotel Twickenham
Airport

第二天

或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Leonardo Heathrow Airport

或

Renaissance Heathrow

或同級旅館

倫敦～(20km)溫莎～(160km)巴斯(Bath)～(38km)布里斯托(Bristol)

溫莎古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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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莎城堡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威廉一世時期，城堡
的地板面積大約有 45,000 平方公尺。與倫敦的白金漢宮、愛丁堡的聖十字宮一樣，溫莎城堡也是英國君主主
要的行政官邸。現任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每年有相當多的時間在溫莎城堡度過，在這裡進行國家或是私
人的娛樂活動。您可自由購票入場，古堡內提供中文耳機導覽。
巴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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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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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尼橋、皇家新月樓廣場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克利夫頓吊橋：英國 19 世紀的卓越建築設計，如此壯觀的吊橋在當時的英國造成許多轟動，也挹注了龐大的

資金才能讓有百年歷史的吊橋橫跨於雅芳河 Avon 峽谷，佇立於離地面高達 75 公尺的地方。
【下車拍照】溫莎古堡、普特尼橋、皇家新月樓廣場、克利夫頓吊橋。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住宿 : AZTEC HOTEL AND SPA

午餐: 敬請自理
或

晚餐 : 敬請自理

HOLIDAY INN BRISTOL-FILTON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布里斯托～(117KM)牛津 Oxford ～(23KM)Bicester Outlet～英格蘭中部小鎮
牛津大學：英國最古老的大學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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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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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思特折扣城(BICESTER OUTLET)：英國中部著名的購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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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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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您不要荷包大失血ㄡ！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中西式自助餐

住宿 : Mercure Daventry Court Hotel and Spa

或

晚餐 : 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Mercure Warwickshire Walton Hall Hotel &Spa

或

Mercure Brandon Hall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英格蘭中部小鎮～史特拉福～(161km)劍橋～(105km)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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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翁故居：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莎士比亞在世時，排山倒海的人群爭先恐後地去看他寫的戲劇；莎士比
亞去世後，每年 300 萬的觀光客擠進史特拉佛想追尋這位大劇作家的過往，史特拉佛因此熱鬧的不得了。雖
然在樹林中沒有發現仲夏夜之夢裡愛搗蛋的精靈縱跡、在路上也沒有看到裝瘋賣傻的哈姆雷特、肥胖好色的
法斯塔夫，莎士比亞的故鄉亞溫河上的史特拉福是有如戲劇中的舞台；以數百年的老屋為背景、用亞溫河畔
的綠絨草地及班克羅夫特花園上妝、再點上陽光下微笑的燈光，引著遊人頻喊安可而不願離去。
劍橋：聞名全世的大學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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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教堂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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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別忘了循著徐志摩的足跡，懷舊緬懷一番。您可自費乘坐撐篙船，漫遊在這學術勝地。
【入內參觀】莎翁故居
【下車拍照】國王學院、三一學院、三一教堂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

晚餐 :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理
住宿 : Heston Hyde hotel

或

Leonardo Hotel London Heathrow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倫敦(市區觀光、大英博物館、國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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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笨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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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魚薯條：最道地的國民美食，北海鮮魚配上美味馬鈴薯，英國人可以每天都吃炸魚薯條而不覺得膩。
大英博物館：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稱《世界三大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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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國家美術館：從 13 到 19 世紀，多達 2300 件的藝術珍寶。最知名的有：達文西的《岩間聖母》、梵谷的
《向日葵》、波提切利的《維納斯與戰神》以及許多莫內的畫作。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國立美術館。
【下車拍照】英國國會、大笨鐘、西敏寺、白金漢宮。
【特別安排】炸魚薯條。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住宿 : Heston Hyde Hotel

或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午餐: 英式炸魚薯條
Leonardo Hotel London Heathrow

或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六天 倫敦(國王十字車站、 自然史博物館)倫敦蓋威克機場／桃園(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45
分鐘～A350 直飛不中轉)
國王十字車站：倫敦五大火車站之一，在車站內您會看到許多魔法迷，努力尋找 9 3/4 月台。站方為了滿足麻
瓜們的幻想，非常 KUSO 的在第 9 月台裝了半個鑲入的牆壁中的推車！
倫敦塔：位於泰晤士河畔，曾是英國王室的居所、寶庫、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可見到塔上長久以來居住於此
的一群烏鴉，尖厲的叫聲，增添倫敦塔的神秘淒冷，令您回想起當年許多當權得勢的王侯后妃一旦失寵，便
會淪為倫敦塔的階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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ㄡ！
自然史博物館：她原屬大英博物館的一部分，共有 6800 萬多種標本，館內分成四大區，以藍、橘、綠、紅
劃分四主題，每個館皆有不同主題包含物種起源、隕石等，還有許多可讓遊客互動學習的設計，
當然中庭的那具高大的藍鯨骨骼，是整館吸睛的焦點！
哈洛斯百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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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專車前往機場，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的英國旅程。夜宿機上。
【入內參觀】：自然史博物館。
【下車拍照】：國王十字車站、倫敦塔、倫敦塔橋、哈洛斯百貨。

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傍晚時分前往機場，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
束此次豐富精彩的英國旅程。夜宿機上。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晚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敬請自理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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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機上

晚餐 : X

午餐: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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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