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TLET 購物、尋夢劍橋‧追夢牛津、世界大文豪文學之旅】 

雙層巴士下午茶 英國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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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表適用期間：2017 年 11 月 01 日～2017 年 11 月 31 日 
▲以下為參考航班，正確班機時刻表視航空班次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北／香港 國泰航空   CX-469 1000-1200 （飛行 2 小時 00 分) 

 香港／倫敦 國泰航空   CX-253 1435-2030  （飛行 12 小時 55 分） 

回程 倫敦／香港 國泰航空   CX-256 2035-1615+1（飛行 11 小時 40 分） 

 香港／台北 國泰航空   CX-470 1740-1930 （飛行 1 小時 50 分） 

第一天 台北／香港／倫敦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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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抵達

後將接往飯店休息。 

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Heston Hyde Hotel、PARK INN HEATHROW、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二天 倫敦－96KM－劍橋 CAMBRIDGE【再別康橋】－104KM  

    －柯芬園  
專車前往具有七百多年歷史之劍橋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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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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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穿梭，這時才能真正體會出徐志摩先生：『再別康橋』及『我所知的康橋』文中對劍橋所描述的景

況是多麼的真，多麼的美。也才能一圓您心中多年的夢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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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教堂都是您

不可錯過的焦點。你也可以自費康河撐篙，讓您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接續前往◎柯芬園，是英國

倫敦西區的一個地區，位於聖馬丁巷與德魯里巷之間。區內的皇家歌劇院與小商店是柯芬園的一大

特色，而位於東側的河岸街，就保存著眾多十七至十八世紀建造的建築物。 

 
下車參觀：國王學院、皇后學院、三一學院、聖母教堂、柯芬園。 

【自費 15 英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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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0 分鐘） 

早餐：飯店內英式 午餐：您可跟隨領隊的步伐，

帶您自費品嘗當地美食 

晚餐：您可跟隨領隊的步伐，帶您自費

品嘗英式傳統美食 FISH&CHIPS 
住宿： Heston Hyde Hotel、PARK INN HEATHROW、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三天 倫敦－99km－牛津－23km－Outlet Shopping－99km－倫敦 
今日前往全球聞名之牛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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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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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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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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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Bicester Village Outlet。 

下車參觀：萬靈學院、大學學院、瑞德克利夫拱頂、波德里安圖書館。 

早餐：飯店內英式 午餐：方便購物、敬請自理 晚餐：Outlet 購物、敬請自理 

住宿： Heston Hyde Hotel、PARK INN HEATHROW、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 四 天  倫敦－163KM－史特拉福【威廉.莎士比亞】－139KM－溫莎－39KM－倫敦 
早餐後專車前往前往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史特拉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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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您可到◎莎士比亞誕生時所居住的

地方，一路走來大文豪從生到死令您感觸良多。爾後前往名聞遐邇的情聖溫莎公爵之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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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莎之各單位如有休館，並不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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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車參觀】: 莎翁故居。 

【自費 20.5 英鎊】: 溫莎古堡。 

早餐：飯店內英式 午餐：您可跟隨領隊的步伐，帶您

自費品嘗英式傳統美食-鹹派 

晚餐：方便購物、敬請自理 

住宿： Heston Hyde Hotel、PARK INN HEATHROW、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 五 天 倫敦【市區觀光 vs.大英博物館】 
    早餐後展開倫敦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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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來到★大英博物館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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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您不可錯過之重點。接續展開市區觀光：◎白金漢宮、首相 

    官邸（行車經過）等。接著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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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為慶祝千禧年，世界各地都有許多紀念景點問世，而倫敦眼就是其 

    中之一。我們特別帶您◎從遠處拍攝倫敦眼之全景。位於倫敦泰晤士河南邊，號稱全世界最巨大 

    的觀景輪，可以在高空眺望倫敦美景，是倫敦最叫人驚豔的千禧地標！這個觀景輪，高度達 135 

  公尺，為大鵬鐘高度的兩倍，目前是倫敦第 4高的建築物。 

 

 

下車參觀：白金漢宮、倫敦塔橋、遠處拍攝倫敦眼、倫敦塔（1988 年列為世界遺產）。 

【入內參觀】大英博物館。 

【自費 26 英鎊】倫敦眼。 

早餐：飯店內英式 午餐：中式六菜一湯 晚餐：方便購物、敬請自理 
住宿： Heston Hyde Hotel、PARK INN HEATHROW、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 六 天  【倫敦充實自我之旅】V&A 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科學博物館－哈洛斯百貨 
       早餐後接著前往今天前往最可展現英國是工業革命發源地的◎科學博物館，設有七十多個展覽 

       館，不論對天文、物理化學、電器機械、船舶、電信學、醫學有興趣的都可以在此大豐收。南 

       邊從有著哈洛斯百貨所在的高級購物大街開始，往北直達牛津街，佔地面積十分寬廣，往西則 

       與肯辛頓花園緊鄰，中間還橫亙著一座蛇形湖。或是前往◎V&A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是 

       位於英國倫敦的工藝美術、裝置及應用藝術的博物館，成立於1852年。1899年，維多利亞女王 

       為博物館的側廳舉行奠基禮時，將博物館正式更名為V＆A，以紀念她的丈夫艾伯特王夫。◎自 

       然史博物館，是位於英國倫敦市南肯辛頓博覽會路上的一家大型博物館，與科學博物館、維多利亞和阿 
        爾伯特博物館比鄰。該博物館是由英國文化、媒體和體育部贊助的。這座博物館的入口位於克倫威爾路。 
        該博物館是一個免稅慈善機構，由文化媒體和體育部所資助的非政府部門的公共機構。 

       特別安排道地的★紅色雙層巴士英式下午茶，讓您親身體驗貴族們的英式悠閒生活。享用下午 

       茶之餘，乘坐巴士一覽歷史悠久的倫敦市中心。結束後前往哈洛百貨公司隨興逛逛，盡情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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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參觀】：V&A 博物館、歷史博物館、科學博物館、哈洛斯百貨。 

【★★復古雙層巴士★★品飲傳統英式下午茶，優閒享受英倫午后】 

來到英國一定要抽空體驗悠閒道地的英式下午茶文化。這種原屬於上流社會的社交形式。演變

至今成為國民運動，是感受英倫風情的最佳選擇之一。英式下午茶會放置鹹味的三明治；再搭

配英式鬆餅 SCONE；接著最後的甜點。，先鹹後甜，先淡後濃。讓點心滿足您的味蕾。(價值

60 英鎊) 
早餐：飯店內英式 午餐：雙層巴士下午茶 晚餐：方便購物、敬請自理 

住宿：Holiday Inn Wembley、Holiday Inn London West、Hilton Wembley 或同級 

第 七 天  倫敦【全日自由活動】                     
             今日您可自費搭乘地鐵前往意猶未盡的景點，或是前往聖保羅大教堂、千喜橋、泰德美 

            術館等，午後帶著滿滿的回憶，搭機揮別英國飛返台北，夜宿機上。 

 【自費搭乘地鐵前往】聖保羅大教堂、千喜橋、泰德美術館…等。 

早餐：飯店內英式 午餐：方便自由活動、敬請自理 晚餐：前往機場退稅、敬請自理

住宿：機上。 

 

 
 

第 八 天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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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假期。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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