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北愛爾蘭 

大不列顛、湖區、高地、古堡全覽 26天 
(2019年更新版) 

 



 

豐富的行程內容： 
 

英格蘭、倫敦部份： 

 倫敦：特別安排哈利波特電影中的場景--千禧橋、聖保羅大教堂、泰德現代美術館，並參觀包括著名 

  的倫敦塔、館藏豐富的大英博物館、國際重量級美術館的國家藝廊、見證歷史的首相官邸、歷代國王 

  加冕之地西敏寺、議會所在的國會大廈與大鵬鐘、柯芬園等最豐富的倫敦深度導覽。 

 劍橋：包括費茲威廉博物館，閒適優雅的康河及徐志摩的【再見康橋】，留給後世無限的想像和憧憬。 

 約克：見證英格蘭歷史的最佳城市，留下許多羅馬中古遺跡，適合懷古思幽之旅。 

 湖區：指英格蘭西北部坎伯蘭一帶散佈的大小湖泊，這些湖泊就如晶瑩寶石般優雅而美麗。 

 哈德連長城：被指定為世界遺產，西元二世紀時由羅馬軍隊費時六年完成，景緻極為壯觀。 

 坎特貝里教堂：此為英國基督教的搖籃，數百年來英國的大主教皆出身於此，也是遊客朝聖的聖地。 

 麗池古堡：被譽為英格蘭最可愛的城堡，擁有最美麗的花園，在此見證英王亨利八世的浪漫史。 

 多佛：英國前往歐陸的對外門戶，沿英倫海峽一帶的白色崖壁是英國最有名的大自然景觀之一。 

 巴斯：古老的羅馬溫泉城市，目前也是英國最大的溫泉區，城中留有帝國統治時期之繁華情景。 

 史特拉福：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田園風光與靜謐山谷，充分表現出英國鄉村典型的優美、恬靜。 

 科茲窩丘陵區：位處於巴斯北方、牛津西方的低緩丘陵地帶，曾是英國羊毛生產中心，也是典型英格 

  蘭田園鄉村景緻的代表，而此地最著名的村落，則是被溪流所環繞的水上伯頓了。 

 古巨石陣：又稱懸掛之石，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經歷數千年發展成現在的規模，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牛津：包括艾許莫林博物館，這裡也有英國第一所大學、愛麗絲夢遊仙境的背景地基督教會學院。 

 溫莎古堡：記載了英國皇室的歷史，有著威嚴的石牆外觀、內部華麗的裝飾及綠樹成蔭的英式庭院。 

 

蘇格蘭、高地部份： 

 愛丁堡：位於大不列顛島北半部，境內風光浪漫迷人，依山傍水素有【北方的雅典】之稱。 

 史特林：高地的對外門戶，史特林城堡是蘇格蘭女王瑪麗度過童年以及舉行加冕的地方。 

 迷霧中的尼斯湖：著名的蘇格蘭高地湖區，也是尼斯湖水怪的傳說之地。 

 愛琳朵納城堡：興建於湖中的小島上、僅靠一座橋與陸地相連接，是蘇格蘭著名的城堡之一。 

 蘇格蘭西高地之旅：『高地』有無數冰河時期形成的優美湖泊沿著峽谷散布，在這裡可觀賞到蘇格蘭 

  獨特的雄偉大自然景觀。 

 威廉堡：位於利尼湖畔的小鎮，也是前往英國最高峰的尼維斯峰及優美的尼維斯峽谷的觀光據點。 

 蘿夢湖：為英國境內最大的淡水湖，連峰的山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湖中島美不勝收。 

 

北愛爾蘭部分： 

 貝爾法斯特：位於北愛爾蘭的高山和海岸之間，散發著維多利亞風味的美麗城市，包括宏偉的市政廳 

  建築，流連忘返在充滿時尚氣息的城市街頭、別具特色的精品名店和時髦的商廈。 

 巨人堤道：又稱為巨人之路，因火山噴發熔岩冷卻凝固而形成玄武岩海岸，為世界自然遺產。 

 凱利克里亞德吊橋：位於 30 公尺深的峽谷上，以其兩岸無與倫比的風光及令人膽顫心驚的吊橋聞名。 

 布希米爾：參觀世上最古老釀造威士忌的釀酒廠，欣賞北部海岸線上歷經歲月風霜的敦魯斯城堡。 

 倫敦德里：北愛爾蘭第二大城，有著全英國最堅固的古城牆，與德里公會大廳的精美彩繪玻璃。 
 



愛爾蘭部分： 

 都柏林：存留著濃厚英國氣息的都柏林擁有蒼翠繁茂的公共綠地，蜿蜒曲折連綿不斷的海岸線，充滿    

  活力的都柏林煥發著青春的朝氣，但同時又保持著一種既溫馨、又悠閒愜意的氛圍。 

 高爾威：也稱為部落之城，有著眾多豐碩的藝術遺產，是一個藝術、音樂、戲劇和電影之都。 

 科克：愛爾蘭南部第一大城，是一個在濕原地帶上建立的海港城市，有兩條運河貫穿城市之中。 

 利莫里克：愛爾蘭大城之一，最美麗的香儂河就流經此地，這裡也是文化藝術與傳統音樂的中心。 

 多尼歌爾：從歷經戰爭與佔領幾成廢墟而後重建的多尼歌爾城堡，見證愛爾蘭的坎坷歷史。 

 斯萊果：造訪諾貝爾文學獎詩人葉慈最鍾愛的母親家鄉，體驗詩中所描述的優美景色。 

 莫黑斷崖：愛爾蘭十景之一，瀕臨在洶湧浪濤拍壁的大西洋岸邊，垂直突起 231 公尺高的大斷崖。 

 斯利夫里格峭壁：相較莫黑斷崖更加壯觀與險峭的垂直峭壁，拔地而起的地形令人不禁屏息。 

 凱利風景區：以基拉尼為起點環繞伊貝爾半島的景觀路線，沿途可欣賞無數史蹟及變化多端的大自然 

景觀及最後一次冰河期所形成的地貌，是愛爾蘭最受歡迎的熱門旅遊路線。 

 基拉尼國家公園：以湖泊、高山、森林、瀑布等大自然美景交織而成的國家公園，園內的馬克羅斯館 

是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維多利亞式大宅，這裡是展開基拉尼國家公園探險之旅的絕佳起點。 

 布拉尼城堡：「平躺、仰頭、翻身倒向牆面、往前親吻」城堡裡的布拉尼之石，相傳可以獲得「口若 

懸河、文辭並茂」的神奇效果，DISCOVERY 頻道甚至把這件事列為「人生必做的 101 事」之一！ 

 華德福水晶：參觀具有百年歷史的水晶工廠，欣賞精湛的工藝與水晶藝術作品。 

 格倫達洛：座落於素有「愛爾蘭花園」之稱的威克洛山國家公園內，以其原始壯麗的美、豐富的精神 

   內涵和珍貴的考古價值而聞名，吸引了好萊塢電影取景。 

 古塚遺跡：屬於「波茵河考古遺跡區」的世界遺產，自五千年前起留下的神秘疑團，待您親身參觀。 

 寶爾勢格莊園：曾被旅行指南評為世界十大豪宅之一，電影「PS.我愛你」即以此地為拍攝場景。 

 

威爾斯部分： 

 卡地夫：威爾斯的首府，也是一座新舊並存的城市，因生產煤使得此地成為世界第一的煤礦輸出港， 

這地區至今仍保留著從塞爾特語衍生的獨特語言：威爾斯語，羊肉料理是當地最出名的風味。 

 

玩家帶路、盡覽世界的盡頭： 

★ 天空島（蒼穹島）：位於蘇格蘭西北方、在大大小小 800 多座島嶼的內赫布群島中的面積最大，又被 

   稱為「斯開島」，島上高地壯闊荒原的景緻，加上樹木不多，而有著截然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大地風情。 

 

完整的藝術饗宴： 

★ 泰德現代美術館、國家藝廊、大英博物館、費茲威廉博物館、愛爾蘭國立美術館、艾許莫林博物館。 

 

安排一晚湖區渡假旅館： 

★ 我們特別為您精選的皆是當地具有代表性的、座落於湖區的渡假式旅館，除了能充分感受湖區的恬靜 

   與悠閒，清晨漫步於湖畔更是您不可多得的體驗。 

 

體驗一晚英式莊園旅館： 

★ 特別安排有著濃濃的英倫風、當地特有的莊園式旅館，透過深度的規劃體驗英式的鄉野情境，讓你真 

正貼近英國的人文風情，親臨感受浪漫情懷不虛此行！ 



 

航班參考：(實際搭乘班機與航點需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國泰航空(CX)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班機號 飛行時間 

第 一 天 11：05 12：55 台北香港 國泰航空 CX-475 約 1 小時 50 分 

第 一 天 14：35 20：30 香港倫敦 國泰航空 CX-253 約 12 小時 55 分 

第十四天   格拉斯哥貝爾法斯特    

第廿三天   都柏林卡地夫/布里斯托    

第廿五天 20：15 15：00+1 倫敦香港 國泰航空 CX-256 約 11 小時 45 分 

第廿六天 16：25 18：15 香港台北 國泰航空 CX-400 約 1 小時 50 分 

為您貼心的安排： 

 安排格拉斯哥貝爾法斯特與都柏林卡地夫或布里斯托的雙中段【內陸航班】，輕鬆連結兩島之間， 

免去長途車程、船程顛簸疲累之苦。(實際搭乘班機與航點需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倫敦特別安排最新落成的地標【碎片大廈】，登上觀景台居高臨下俯瞰泰晤士河兩岸的市區風光。 

 率先推出參觀世界遺產【拉納克】，體驗當年工業革命興盛的紡織業，也是蘇格蘭五個世界遺產之一。 

 獨家安排【福爾柯克水輪體驗遊船】，瞭解巨大的水輪如何克服高低差而巧妙銜接兩條運河。 

 私房景點【厄克特古堡】，親臨體會尼斯湖畔這座廢棄古堡呈現的歷史滄桑感。 

 特別安排【鐵達尼號博物館】，於當年造船工廠的原址參觀震驚世界的鐵達尼號之誕生場景。 

 獨家安排【敦格艾爾城堡】，位於高爾威海灣南岸，被譽為愛爾蘭最佳拍照背景地。 

 為您特別安排搭乘【倫敦泰晤士河遊船】、【劍橋康河撐篙】、【溫德米爾湖區遊船及懷舊蒸氣火車】、 

【尼斯湖遊船】等熱門遊程，從不同角度遊覽英國，擁有更多的旅遊感受與回憶。 

 【西岸鐵路】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所列入全世界十條最美麗的鐵路之一，其中從瑪賴格到 

威廉堡這段景色更是令人驚艷，每年從五月中到十月初期間有蒸汽火車頭行駛其間，著名的電影哈利 

波特就曾在威廉堡附近的鐵路取景。 

 行程之中安排參觀具有悠久歷史的釀酒廠，瞭解醇厚威士忌酒感的釀造方式、工藝背景與歷史風華。 

 

我們精心的策劃，率先安排您吃遍英倫三島各式風味： 

 欣賞兩大傳統民俗表演，並同時享用當地特色料理：【蘇格蘭之夜晚宴】、【愛爾蘭民俗歌舞晚宴】。 

 在當地享有盛名的特色餐廳內大啖風味料理：倫敦的中古世紀餐廳、溫德米爾湖區的波特小姐餐廳。 

 品嚐各地經典菜餚：傳統英式烤牛肉佐約克夏布丁、威爾斯羊肋排、蘇格蘭鱈魚排、塞爾特式傳統 

   風味等，並安排莊園飯店內享用浪漫英式晚餐。 

 受到英國人喜愛的當地美食小品：英式炸魚薯條，康瓦爾牛肉派、湖區鱒魚風味、義式風味套餐等等。 

 為您精選愛爾蘭的特色風味餐：健力士啤酒燉肉餐、傳統烤火雞風味、愛爾蘭式豬肉風味。 

 充滿地方特色的風味料理：蘇格蘭哈吉司、蘇格蘭鮭魚、凱利傳統燉小羊肉等等。 

 早餐皆於飯店內享用傳統的英式早餐，午、晚餐除風味料理之外，為您穿插安排中式料理（六菜）。 

 特別安排您品嚐知名的愛爾蘭咖啡，體驗咖啡香與酒香交織的濃烈感。 



（◎含門票或入內參觀景點、＊不需門票或下車參觀景點、▲行車經過、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行程內所到之景點，如遇休館或維修無法入內參觀，將提供替代行程或景點。） 

第 1 天  台北 TAIPEI經香港 HONG KONG 轉機倫敦 LONDON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925/en/hotel/lo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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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將於 

  當天抵達，為解決時差以及長途飛行勞累，我們安排您入住飯店充份休息。 

第 2 天  倫敦→麗池古堡 LEEDS CASTLE→坎特貝里 CANTERBURY→多佛 DOVER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英式風味簡餐  晚餐：英式牛肉派風味料理 

住宿：RAMADA 或同級 http://www.ramadadover.co.uk/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專車前往肯特郡，造訪著名的麗池古堡，午後來到英國國教的中心：坎特貝里， 

造訪教會總部的大教堂，今夜將投宿於英國對外的門戶：多佛。 

◎麗池古堡：建於西元九世紀中期，古堡的造型像極了柔情似水的女人般，躺臥在廣大的公園裡，被譽 

為是英格蘭最可愛的城堡，亦為最浪漫且古老的古堡之一（著名的英王亨利八世最鍾愛此一行宮）。 

古堡外有天鵝園、珍禽區、秘密洞窟及迷宮等，其中的城堡花園，更被公認是英格蘭最美麗的花園。 

◎坎特貝里大教堂：此為英國國教的搖籃，也是英國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建於十二世紀，內部美麗的彩 

  繪玻璃是不可錯過的景點，數百年來英國的大主教皆出身於此，而 300 年來一直是遊客朝聖的聖地。 

  行車距離：倫敦－59 公里（約 55 分）麗池－37 公里（約 35 分）坎特貝里 

            坎特貝里－28 公里（約 25 分）多佛 

  門票安排：麗池古堡、坎特貝里大教堂。 

 

第 3 天  多佛【白崖】→倫敦【碎片大廈、千禧橋、聖保羅大教堂、泰德現代館、國家藝廊、柯芬園】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英式炸魚薯條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hd/united-kingdom/london-hotels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參觀多佛著名的景觀：白崖，接續驅車返回倫敦，造訪碎片大廈，及《哈利波特》 

  電影中的場景：千禧橋、聖保羅大教堂、泰德現代美術館等，並前往國際重量級美術館：國家藝廊， 

  當然也不能錯過逛街尋寶的好去處：柯芬園。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925/en/hotel/lonno
http://www.ramadadover.co.uk/


＊白崖：又名莎士比亞崖，位在多佛的郊區，是由白堊岩構成，雪白色的懸崖彷彿被利刃切開垂直地切 

入海面，相當壯觀。位在山丘上的多佛堡，因為長期擔負著捍衛、監控英吉利海峽安全的任務，天氣 

晴朗時可遠眺對岸歐洲大陸上的法國土地。 

◎碎片大廈：歐盟最高的建築物，在歐洲僅次於莫斯科的水星之城，我們安排您到頂層「觀景台」，體驗 

  倫敦全新的極致景觀，建築 95%的建築體採用環保回收建材，外牆以 11,000 塊玻璃拼貼而成，所以 

  又被稱為碎片塔。 

＊千禧橋：英國政府為迎接千禧年的到來，特別由名建築師諾曼福斯特所設計建造，橋的外形簡潔而俐 

  落，橋兩端連結著代表中世紀建築的聖保羅大教堂，以及現代精神的泰德美術館。 

＊聖保羅大教堂（在外拍照）：建於七世紀，於十八世紀重建，查爾斯王子與戴安娜王妃即在此舉行婚禮。 

※泰德現代美術館：由發電廠改建而成、以現代藝術展覽為主，收藏包括了畢卡索、達利、安迪沃荷等 

  大師的作品，內部空間的嶄新設計也獲得各界的一致好評，是倫敦最具話題性的美術館。 

  （備註：美術館為自由參觀行程，如遇特別展覽時，館方將會另外收費，旅客可選擇是否自費入內。） 

※國家藝廊：位居全球知名美術館之一，館藏豐富，以西方 1260~1900 年間的作品為主，收藏各流派的 

  大師繪畫佳作。 

  （備註：美術館為自由參觀行程，如遇特別展覽時，館方將會另外收費，旅客可選擇是否自費入內。） 

＊柯芬園：在三百年多前原是倫敦的果菜市場，隨著都市的更新發展，現在已轉變成個性商店的聚集地， 

  除了店面之外也有許多露天攤販，販售著個人創意手工藝品或是自製農產品，是個尋寶的好去處。 

  行車距離：多佛－120 公里（約 2 小時）倫敦 

  下車參觀：白崖、千禧橋、聖保羅大教堂（在外拍照）、柯芬園。 

  入內參觀：泰德現代美術館（自由參觀）、國家藝廊（自由參觀）。 

  門票安排：碎片大廈。 

 

第 4 天  倫敦【倫敦塔、大英博物館、首相官邸、西敏寺、國會大廈與大鵬鐘、泰晤士河遊船】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中古世紀餐廳風味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hd/united-kingdom/london-hotels 

  今日行程安排，全日為倫敦的市區深度導覽，做為英國的首都，倫敦因多霧常被稱為「霧都」，著名的 

  景點大都分佈在泰晤士河的兩岸，我們特別為您安排了泰晤士河的遊船。晚上若有機會，您可自費觀賞 

  倫敦著名的音樂劇。 

◎ 倫敦塔：緊靠泰晤士河北岸的塔橋旁，是有 900 多年歷史的諾曼式城堡建築，既是一座堅固的兵營 



城堡，又是富麗堂皇的宮殿，裏面還有天文台、監獄、教堂、刑場、動物園、小碼頭等建築。 

※大英博物館：又稱不列顛博物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成立於西元 1753 年。 

目前博物館擁有藏品 1300 多萬件。由於空間的限制，目前還有大批藏品未能公開展出，館內珍藏之 

文物珍品，包羅萬象令人大開眼界，尤其是二樓的木乃伊，更是您不可錯過之重點。 

  （備註：安排專人以中文導覽館藏精品。） 

＊首相官邸（外部遠眺）：唐寧街 10 號，建於 1680 年，十八世紀以來為英國歷屆首相官邸和辦公處。 

＊ 西敏寺（在外拍照）：為英國哥德式建築的經典之作，也做為舉行加冕儀式及婚喪典禮的英國王室 

  教堂，其內還有英國歷代國王、著名的作家、詩人、音樂家等的墓碑，現為世界文化遺產。 

＊國會大廈與大鵬鐘（在外拍照）：國會大廈是世界最大的哥德式建築物之一，矗立於泰晤士河畔，內有 

  1000 間房間；大鵬鐘每小時報時一次，鐘聲響起時遠近可聞，英國 BCC 電視台也是依據此鐘報時。 

◎泰晤士河遊船：我們除了陸地的遊覽之外，更可以透過從泰晤士河的遊船上，感受倫敦這大都會不同 

的一面，為您安排這段的船程，可欣賞到包括國會大廈、倫敦眼、倫敦塔橋等著名景點。 

  行車距離：市區導覽 

  下車參觀：首相官邸（外部遠眺）、西敏寺（在外拍照）、國會大廈與大鵬鐘（在外拍照）。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專人導覽）。 

  門票安排：倫敦塔、泰晤士河遊船。 

  

第 5 天  倫敦→劍橋 CAMBRIDGE→史特拉福 STRATFORD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義式風味套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MACDONALD SWAN’S NEST 或同級 http://www.macdonaldhotels.co.uk/swansnest/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專車前往具有 700 多年歷史之劍橋大學城，參觀著名的學院與費茲威廉博物館， 

  並感受康河撐篙的閒適意境，下午前往擁有豐富人文歷史、也是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史特拉福， 

  外圍有亞芳河所環繞，鎮中到處都是中世紀時代留下來黑白相間的維多利亞式建築。 

＊國王學院（在外拍照）：西元五世紀時由當時的國王亨利六世所創立，學院建立之初就追求宏偉壯觀的 

  建築，而其建築群中最著名的當然是學院的禮拜堂，今天它已經成為整個劍橋鎮的標誌。 

＊皇后學院（在外拍照）：座落於康河兩側，由知名的數學橋（也稱康橋）相連。皇后學院是由亨利四世 

  的皇后瑪格莉特，以及愛德華四世皇后伍德維爾分別在西元 1448 年與 1468 年先後捐錢建立。 

＊三一學院（在外拍照）：十六世紀時由當時的國王亨利八世所建，為劍橋大學各學院中規模最大、財力 

  最雄厚、名聲最響亮的學院之一，同時也擁有全劍橋大學最優美的建築與庭院。三一學院著名的畢業生 

  包括：發現萬有引力的牛頓，以及浪漫派詩人拜倫等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53%E5%B9%B4
http://www.macdonaldhotels.co.uk/swansnes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8E%8B%E5%AD%A6%E9%99%A2%E7%A4%BC%E6%8B%9C%E5%A0%82&action=edit&redlink=1


◎康河撐篙：撐篙是用一根長桿控制平底船的行進，大多由當地劍橋的學生打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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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感受劍橋迷人的風情。 

※費茲威廉博物館：附屬於劍橋大學，收藏來自於費茲威簾子爵的藝術收藏與圖書捐贈，內容包羅萬象。 

  （備註：博物館為自由參觀行程，如遇特別展覽時，館方將會另外收費，旅客可選擇是否自費入內。） 

◎莎士比亞故居：莎翁出生於西元 1564 年，從小在這裡生長求學，父親是經營手套的商人，母親則是 

  佃農的女兒，莎翁之後到倫敦當舞台劇演員，後來成為家喻戶曉的劇作家；莎翁晚年回到故鄉置產， 

  並在此定居直到去世，故居裡面展示莎翁小時候居住的房間，牆壁家具等物品據說還是維持當時的樣 

  子；裡面並保有莎翁父親製作和賣手套的工作室以及店面。 

◎安妮海瑟威故居：莎翁 18 歲和大他 7 歲的妻子安妮結婚，而安妮在結婚之前一直居住於此，十九世紀 

前一直做為農場，有著茅草屋頂的屋子，內部包括閣樓、暖爐及廚房等都維持著當時的原貌。 

  行車距離：倫敦－96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劍橋－156 公里（約 2 小時 40 分）史特拉福 

  下車參觀：國王學院（在外拍照）、皇后學院（在外拍照）、三一學院（在外拍照）。 

  入內參觀：費茲威廉博物館（自由參觀）。 

  門票安排：康河撐篙、莎士比亞故居、安妮海瑟威故居。 

 

第 6 天  史特拉福→科茲窩【水上伯頓BOURTON ON THE WATER】→約克 YORK 或 里茲 LEEDS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康瓦爾牛肉派風味  晚餐：西式風味料理 

住宿：MARRIOTT 或同級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qqyyk-york-marriott-hotel/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車行於科茲窩丘陵區，【COTSWOLDS】的英文指的是『有著羊群小屋的山丘』， 

  在中古時代正是聞名遐邇的牧羊場及羊毛織品的集散地，而羊毛貿易造就了富有的商人，商人們紛紛 

  在此興建有著蜜糖色建築石材的小屋子。此處伸展於一片美麗、悠遊的大自然之中，這裡也是泰晤士 

  河的發源地，房子幾乎都是保持著數百年前的石板建築，當陽光照上石板，一棟棟小巧可愛的英國麥 

  梗屋就像是會發光似的，映射出金黃色的迷人色調，和湖區一南一北地並列為英國人最受歡迎地渡假 

  地區，下午前往英格蘭北部的旅遊名城：約克。 

＊水上伯頓：位於科茲窩地區中心的水上伯頓，是個美得如名信片般、瀕臨溫德許河的水畔之城，淺淺 

  的水面上映著柳樹搖曳的倒影，天鵝和水鴨在水中嬉戲，河畔聳立著的蜜糖色石板屋，素有「科茲窩 

  的威尼斯」之稱。 

 （備註：如遇約克飯店滿房時，將調整住宿到鄰近的大城市：里茲，離約克約 35 分鐘車程。） 

  行車距離：史特拉福－38 公里（約 50 分）水上伯頓－275 公里（約 4 小時）約克郡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qqyyk-york-marriott-hotel/


  下車參觀：水上伯頓。 

 

第 7 天  約克→溫得米爾 WINDERMERE【湖區】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湖區鱒魚風味料理 

住宿：LAKE SIDE 或同級 http://www.lakesidehotel.co.uk/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是約克的市區觀光，約克是觀光客數量僅次於倫敦的城市，城中保有大量融合羅 

  馬時期、撒克遜、維京統治的歷史文物，遊覽其中彷彿穿越時光隧道來到中古世紀。之後專車前往位 

  於英格蘭西北部坎伯蘭高原上的湖區，其中以溫得米爾湖面積最大，今夜投宿恬靜的湖畔渡假飯店。 

＊約克大教堂（在外拍照）：英國最大的哥德式教堂，費時 250 年建造完成，東面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世紀 

  彩色玻璃窗，北面則有大教堂歷史最悠久的玻璃窗，也是英國最大的灰色調單色玻璃。 

＊約克城牆：城牆最早建立在羅馬時期，如今早已不復存；現今看到的多建於十二~十四世紀，在維京人 

  及日耳曼人入侵的年代發揮了保護的功用，全長 5 公里環繞著約克舊城區。 

＊石頭街：位於約克大教堂的南邊，街上現在多為書店、瓷器、禮品店的聚集地。 

＊貝蒂茶屋（在外拍照）：約克知名的百年下午茶屋，因名氣響亮店內往往一位難求。 

◎蒸氣火車：在湖區的南邊，安排您搭乘懷舊蒸氣火車，沿途景致變化多端，主要是從溫得米爾湖流出 

的拉威恩何沖刷的溪谷，車窗外綠色的森林及點綴其間的村莊房舍，彷彿在撫慰旅人的心靈。 

  行車距離：約克－232 公里（約 3 小時 10 分）湖區 

  下車參觀：約克大教堂（在外拍照）、約克城牆、石頭街、貝蒂茶屋（在外拍照）。 

  門票安排：蒸氣火車。 

 

第 8 天  溫得米爾【湖區】→哈德連長城 HARDRIANS WALL→愛丁堡 EDINBURGH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波特小姐餐廳風味  晚餐：莊園內用風味晚餐 

http://www.lakesidehotel.co.uk/


住宿：MACDONALD CARDRONA 或同級莊園旅館 http://www.macdonaldhotels.co.uk/cardrona/index.ht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安排乘坐遊艇悠遊於湖中，之後參觀彼得兔作者：波特小姐的紀念館，午餐在她 

  的故居改建的餐廳內享用風味，下午專車前往蘇格蘭首府：愛丁堡，途中先造訪英國的長城：哈德連 

  長城。今夜特別住宿於英式的莊園旅館，並在飯店內享用浪漫晚餐，體驗不同的旅遊感受。 

◎遊艇之旅：安排搭乘遊艇徜徉湖區、欣賞湖景，隨後您也可輕鬆漫步於綠波蕩漾的湖邊，享受自然清 

新的空氣也可逛逛此一美麗的小鎮。 

◎碧翠絲．波特的世界：首先利用影片，詳細地介紹了碧翠絲．波特小姐的個人生平、創作彼得兔故事 

書的緣由與過程，並引領參觀者一同進入到她的書中世界。所有在書中出現的動物們及小房子全都用 

大比例的模型尺寸呈現，不論是咬著紅蘿蔔的彼得兔或是趴在池塘邊的青蛙先生，表情動作都刻劃的 

十分生動，感覺上就像是從圖文書中躍出來的一樣。 

＊ 哈德連長城：建於西元 128 年，全長達 117 公里，被指定為世界遺產保護的長城，景致極為壯觀， 

  它同時也象徵著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古羅馬帝國的輝煌歷史。 

  行車距離：湖區－74 公里（約 1 小時）哈德連長城－156 公里（約 2 小時 15 分）愛丁堡 

  下車參觀：哈德連長城。 

  門票安排：遊艇之旅、碧翠絲．波特的世界。 

 

第 9 天  愛丁堡【愛丁堡城堡、聖十字王宮、卡爾頓山、十八世紀新城與王子街、蘇格蘭之夜】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蘇格蘭之夜晚宴(風笛、傳統民謠舞蹈表演)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1/en/hotel/edbcr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之後展開愛丁堡的市區觀光，此地位於蘇格蘭中部，地處七座蜿蜒起伏的小山丘 

  上，每年八月份的『國際藝術節』期間，吸引大批觀光客蜂擁而至，有北方『雅典』之稱，今晚我們 

  特別安排了「蘇格蘭之夜晚宴」，您可以欣賞蘇格蘭傳統文化表演，在風笛的演奏聲中享用晚餐。 

◎ 愛丁堡城堡：城堡聳立在市區的至高點：135 米高的城堡山上，是英國重要的皇室城堡之一，也是 

蘇格蘭的象徵。城堡沿坡旋繞而上分為下、中、上等三個區域，曾經是堡壘、皇宮、軍事要塞和國家 

監獄，現在城牆上還能看到整整齊齊地安放著一個個烏黑的古炮，炮口和當年一樣一致地對著福思灣 

河，演繹著古時防禦森嚴的緊張氣氛。 

◎聖十字王宮：又稱為聖魯德王宮，是英國王室在愛丁堡的行宮，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每年夏天都會前 

來愛丁堡小住，就在聖十字宮下榻。此時這座宮殿就掛起英國皇家旗幟，並暫時停止對外開放。 

  （備註：如遇女王或皇室人員停留、舉行重要儀式而未開放時，將改參觀皇家植物園。） 

http://www.macdonaldhotels.co.uk/cardrona/index.htm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1/en/hotel/edbcr


＊卡爾頓山：愛丁堡城區中央的一座小山丘，從山頂眺望市區的景致常用於這座城市的明信片。 

＊十八世紀新城與王子街：匯集著世界精品與流行服飾，為愛丁堡逛街購物的好地方，遠望景致之美， 

  令人終生難忘。 

◎蘇格蘭之夜晚宴：在蘇格蘭傳統風笛演奏之中，享用道地的蘇格蘭風味料理，並欣賞富有高地特色的 

  民俗舞蹈表演以及民謠，讓您感受不同的風俗體驗，度過一個難忘的夜晚。 

  行車距離：市區導覽 

  下車參觀：卡爾頓山、十八世紀新城和王子街。 

  門票安排：愛丁堡城堡、聖十字王宮。 

  特別安排：蘇格蘭之夜。 

 

第 10 天  愛丁堡→福爾柯克 FALKIRK→史特林 STIRLING→蘇格蘭高地區域 HIGHLANDS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蘇格蘭哈吉司風味料理  晚餐：蘇格蘭風味鱈魚排 

住宿：蘇格蘭高地區域飯店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前往體驗福爾柯克水輪，之後造訪電影《英雄本色》當中，主角「威廉華萊士」 

的活躍地：史特林，並參觀史特林城堡，下午前往蘇格蘭高地區域，夜宿於此。 

◎福爾柯克水輪【獨家安排私房景點】：蘇格蘭的內陸因為地勢起伏，所以開鑿不少運河，其中一條貫穿 

  蘇格蘭東西兩岸、與另一條運河之間有著二十多公尺的水位差，外觀看起來好像開瓶器的水輪，把兩條 

  運河巧妙地連接起來，將過去需要六小時的航程，縮短成只需十五分鐘，大大節省了時間和能源，我們 

  將安排您實際搭乘遊船舶，實際體驗一下伏爾柯克水輪的操作方式。 

◎史特林城堡：十五世紀時由蘇格蘭國王詹姆斯所建，是蘇格蘭在歷史與建築工藝上最大與重要的城堡 

之一。城堡位於史特林山丘上，三面峭壁地形險要而成為防守上的要塞，蘇格蘭女王瑪莉一世曾在此 

舉辦加冕，蘇格蘭獨立戰爭中此城堡也曾遭到包圍，城堡的草皮及閱兵廣場如今成為藝術表演場地， 

也是蘇格蘭重要歷史遺跡。 

＊史特林橋：第一次蘇格蘭獨立戰爭中史特林橋之役所在地，威廉華萊士以七千名步兵擊退了英格蘭、 

  威爾斯、蘇格蘭聯軍。1995 年梅爾吉勃遜在電影《英雄本色》中將此戰役收錄在劇情中。 

▲威廉華萊士紀念碑（外部遠眺）：為紀念威廉華萊士的貢獻，史特林人民建立紀念碑悼念他。 

  （備註：因英國交通法規規定，遊覽車不便行駛該處，我們將安排行車經過山下停車場於遠處眺望。） 

  行車距離：愛丁堡－53 公里（約 1 小時）伏爾柯克－20 公里（約 30 分）史特林 

            史特林－180 公里（約 3 小時）蘇格蘭高地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8F%E6%A0%BC%E5%85%B0&variant=zh-tw


  行車遊覽：威廉華萊士紀念碑（外部遠眺）。 

  下車參觀：史特林橋。 

  門票安排：史特林城堡。 

  私房景點：福爾柯克水輪體驗遊船。 

 

第 11 天  蘇格蘭高地區域→尼斯湖【遊船】LOCH NESS→愛琳朵納城堡 EILEAN DONAN 

          CASTLE→天空島 ISLE OF SKYE 或 近郊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蘇格蘭鮭魚風味 

住宿：天空島附近民宿 或 同級民宿 

  今日行程安排，展開蘇格蘭高地之旅，首先造訪蘇格蘭湖區的尼斯湖，並搭乘遊船遊覽尼斯湖，之後 

  驅車前往愛琳朵納城堡，下午前往天空島，今夜安排住宿於天空島或近郊。 

◎尼斯湖遊船：尼斯湖位於蘇格蘭高地湖區，為英國面積第二大及第二深的湖泊，蓄水量居全國第一， 

  湖水因大量浮藻而非常混濁，並以尼斯湖水怪聞名全球，我們安排您搭乘遊船探尋水怪蹤跡。 

◎厄克特古堡【獨家安排私房景點】：位於尼斯湖畔、建於西元六世紀的廢棄古堡，是蘇格蘭高地最重要 

  的古蹟之一，歷經一千多年來不斷見證權力更迭、城堡易主、平民的反抗與當權者的鎮壓，而今這裡是 

  欣賞尼斯湖最佳的觀景之處，隨著尼斯湖水怪的傳說而被世人所知，由於城堡地處湖畔的絕壁之上， 

  三面環湖居高臨下，一度是易守難攻的堡壘，軍事地位十分重要，曾經長期為貴族所控制，站在城堡上 

  看著遠處的霧靄、湖水、山巒，彷彿能聽見那些為了蘇格蘭自由而倒下的勇敢的心的聲音。 

＊愛琳朵納城堡（在外拍照）：這是一座 13 世紀建立為了防禦維京人、興建於湖中小島上的古堡，也是 

  蘇格蘭著名的城堡之一，景色相當優美，甚至張學友的蘇格蘭威士忌廣告就是在此拍攝的！ 

  行車距離：尼斯湖遊船－70 公里（約 1 小時 35 分）愛琳朵納－45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天空島 

  下車參觀：愛琳朵納城堡（在外拍照）。 

  門票安排：尼斯湖遊船。 

  私房景點：厄克特古堡。 

 



第 12 天  天空島【玩家帶路、盡覽世界的盡頭】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蘇格蘭風味料理  晚餐：蘇格蘭風味料理 

住宿：天空島附近民宿 或 同級民宿 

  天空島（蒼穹島）又稱為「斯開島」，位於蘇格蘭西北方一連串群島中最大的一座島嶼，地形屬狹長型， 

  跟蘇格蘭高地以橋樑相連接，高地壯闊荒原的景緻不同於其他地方，堪稱英國人的秘密花園。島上保留 

  著塞爾特人的獨特文化與傳統，至今島民還是以塞爾特人為主。 

  今日行程安排天空島深度之旅，天空島被譽為「世界的盡頭」，我們參觀包括斯托爾山的老人峰、恬靜 

  的米爾特湖、磅礡的奎雷因山口、斯塔芬海灣等等。 

＊斯托爾山 STORR、老人峰：在美麗的湖畔可望見被稱為「老人峰」的巨型支柱岩石峰，這些石峰歷史 

  悠久，是侏羅紀地質期形成的火山岩，存在於世界盡頭的奇景，從石峰處繼續往前，清澈的瀑布飛流 

  而下，沿著壯觀的峽谷流向大海，山羊在懸崖上輕盈的跳躍。陽光照耀下，斑斕的彩虹伴著水流撞擊 

  石頭的聲音呈現出大自然最精彩的表演。 

＊米爾特湖 LOCH MEALT：位於天空島北部，湖水通過一條小河道和一條瀑布注入大海。 

＊基爾特岩岸 KILT ROCK：位於海崖邊的特殊景觀，由侏儸紀後火山爆發後的熔岩所形成柱狀玄武岩， 

  熔岩隨時間冷卻產生皺折，亦被稱為皺褶岩，這裡也被稱為是美人魚海岸，傳說中美人魚坐在海涯邊， 

  用歌聲把人類給吸引過去。 

＊奎雷因山口 QUIRAING：天空島上最著名的景點之一，許多好萊塢影片都在這裡取景拍攝，磅礡的山 

  峰地勢傾瀉而下，與海毗鄰，天氣好時還可以望見遠方的斯塔芬海灣。 

＊斯塔芬 STAFFIN：位於天空島北部，在斯塔芬沿岸可以看到海中的迷你島嶼，就好像睡美人一般， 

  橫臥在北冰洋里，當地的斯塔芬海灣也是絕佳的觀海點。 

＊珊瑚海灘 CORAL BEACH：位於天空島西北處，是島上最大的天然沙灘，潔白的沙灘與兩旁沿岸形成 

  強烈的對比。 

  行車距離：天空島之旅 

  下車參觀：斯托爾山、老人峰、米爾特湖、基爾特岩岸、奎雷因山口、斯塔芬、珊瑚海灘。 

 

第 13 天  天空島→西岸鐵路【瑪賴格 MALLAIG++威廉堡 FORT WILLIAM】→威廉堡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西式風味料理 

住宿：NEVIS BANK 或同級 http://www.nevisbankinn.co.uk/ 



  今日行程安排，前往搭乘知名的西岸鐵路菁華路段，行駛瑪賴格至威廉堡之間的觀景火車之旅，夜宿 

  北高地大城：威廉堡。 

◎西岸鐵路：安排搭乘曾出現於電影「哈利波特」中的著名景觀鐵路，美麗的風景彷彿帶您走進夢幻的 

童話世界，於此同時更可感受到蘇格蘭高地之美，行駛路線：瑪賴格至威廉堡之間。 

（備註：因該路線非常熱門，詳細搭乘時間與順行逆行安排將以實際訂購為準。） 

＊威廉堡：為蘇格蘭洛哈伯區首府，位於利尼湖畔，小城風景優美恬靜，亦是著名購物地。 

＊格倫科峽谷健行【獨家安排私房景點】：蜿蜒的科伊河流經格倫科峽谷的崎嶇山巔，展現西高地的雄偉 

  氣勢，這裡也是登山客的勝地，其中最出名的是被稱為三姐妹的峽谷，在蘇格蘭語中 GLENCOE 也有 

  垂淚的山谷之意。 

  行車距離：天空島－108 公里（約 2 小時 35 分）威廉堡 

  下車參觀：威廉堡。 

  私房景點：格倫科峽谷健行。 

  門票安排：西岸鐵路。 

 

第 14 天  威廉堡→蘿夢湖 LOCH LOMOND→拉納克 LANARK→格拉斯哥 GLASGOW 

          貝爾法斯特 BELFAST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STORMONT 或同級 http://www.hastingshotels.com/stormont-hotel/index.html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沿著景色優美的西高地公路，造訪恬靜的蘿夢湖；而後來到拉納克，位於蘇格蘭 

  南部的村莊，以重建當年紡織工業景觀而被列為世界遺產；傍晚來到蘇格蘭大城：格拉斯哥，晚餐後 

  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 

▲西高地公路：為蘇格蘭第二條主要公路，連結西部高地和南部低地，沿途景觀優美，並在此安排停車 

  拍照點，欣賞蘇格蘭高地美景。 

▲尼維斯峽谷、尼維斯峰：沿途可欣賞到壯闊的山景水色，還可遠眺經冰河侵蝕後所遺留的瀑布、山谷、 

  谿壑等地形，襯托出獨特景致的英國最高峰「尼維斯峰」。 

＊蘿夢湖：為英國境內最大的淡水湖，連峰的山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湖中島美不勝收。 

◎ 拉納克：由蘇格蘭商人大衛戴爾在十八世紀建立，最早為當地紡織廠以及工人們的居住區，因水力 

  紡紗機的發明而使當地繁榮起來，在企業家們的合作之下成就了村莊經營的商業模式，直到現代的競 

爭而漸漸沒落。為了讓人感受當年紡織業的興盛而將存留的建築修復，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遊客，現在 

這裡是蘇格蘭的五個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也是歐洲工業遺產之路的重要地點。 

http://www.hastingshotels.com/stormont-hotel/index.html


  行車距離：威廉堡－217 公里（約 3 小時）拉納克－43 公里（約 50 分）格拉斯哥 

  行車遊覽：西高地公路、尼維斯峽谷、尼維斯峰。 

  下車參觀：蘿夢湖。 

  門票安排：拉納克。 

 

第 15 天  貝爾法斯特→巨人堤道 GIANTS CAUSEWAY、凱利克里亞德吊橋 CARRICK-A-REDE 

          ROPE BRIDGE→倫敦德里 LONDONDERRY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健力士啤酒燉肉餐  晚餐：西式風味料理 

住宿：CITY HOTEL 或同級 http://www.cityhotelderry.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參觀鐵達尼號博物館，北愛爾蘭位於愛爾蘭島的東北部、人口約 170 萬，貝爾法 

  斯特是北愛爾蘭最大的海港、同時也是首府，知名的遊輪鐵達尼號就是在此建造並出港，之後前往造 

  訪巨人堤道以及凱利克里亞德吊橋，途經綠色隧道，傍晚來到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倫敦德里。 

◎鐵達尼號博物館：適逢鐵達尼號沉船百周年紀念而建，博物館位於當年造船工廠的原址，整體外型就 

  像一艘即將乘風破浪的大船，當年白星航運公司委託貝爾法斯特的「哈蘭德與沃爾夫」造船廠設計、 

  興建，內部展出包括船艙的還原、駕駛艙、建造的過程等等，是來到貝爾法斯特不可錯過的特殊景點。 

＊貝爾發斯特市政廳與歌劇院（在外拍照）：北愛爾蘭的首府，有著古典文藝復興樣式建築的市政廳是 

  城市的地標，還有建於西元 1895 年的劇院，除歌劇外還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巨星在此表演。 

＊綠色隧道：在十八世紀時由當地貴族種植下了 150 棵山毛櫸，形成彎曲樹枝交纏而成的樹林隧道，向前 

  來他莊園的賓客炫耀，而今這裡已成為北愛爾蘭的著名景點。 

◎ 巨人堤道：由冰河時期火山活動所流出的熔岩，冷卻後形成玄武岩石柱，緊密相鄰如同步道，綿延 

於海岸邊長達八公里的奇岩怪石，讓你嘖嘖稱奇。有的在海平面下或與海面持平，陸上形成的玄武岩， 

呈繩狀、塊狀構造和柱狀節理，水下形成的玄武岩，常呈現枕狀構造。 

＊凱利克里亞德吊橋：連結巨人堤道斷崖與海灣小島的吊橋，全長 18 公尺、高 24 公尺，寬度只有 1 公 

  尺，在過去漁民們主要是為了要跨越 30 公尺深、20 公尺寬的峽谷，到對岸撒網捕捉鮭魚而建立起這 

  座橋，如今這座吊橋已經變成遊客們用來測試膽量的挑戰關卡了。 

  行車距離：貝爾法斯特－96 公里（約 2 小時）巨人堤道－64 公里（約 1 小時 15 分）倫敦德里 

  下車參觀：貝爾法斯特市政廳與歌劇院（在外拍照）、綠色隧道、凱利克里亞德吊橋。 

  門票安排：鐵達尼號博物館、巨人堤道。 



 

第 16 天  倫敦德里→布希米爾 BUSHMILLS→倫敦德里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西式風味料理 

住宿：CITY HOTEL 或同級 http://www.cityhotelderry.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造訪布希米爾的釀酒廠與位於北愛爾蘭北部海岸線的敦魯斯城堡；午後返回倫敦 

  德里，欣賞古城牆與德里公會大廳等建築之美，夜宿倫敦德里。 

◎釀酒廠：布希米爾在工業革命初期，藉著水力發電小鎮開始發跡，全盛時期至少有七座磨坊仰賴布希 

  河而發展，至今仍在運作的釀酒廠是世界上最古老獲得允許釀造威士忌的釀酒廠，而全世界第一輛水 

  力發電火車系統也在這。 

◎敦魯斯城堡：該城堡是敦魯斯遺址的一部分，其歷史可追溯到十二至十四世紀時期，屬於當地望族的 

  祖產，但幾經易手之後，物逝人非，最後贈送給北愛爾蘭政府，歷經風吹雨打的歲月侵蝕，目前只剩 

  下殘垣斷壁的無頂城堡，卻成為北愛爾蘭沿海公路上的一道亮麗風景。 

＊倫敦德里古城牆：倫敦德里，愛爾蘭人稱為「德里」，為北愛爾蘭第二大城，亦是愛爾蘭島上第四大都 

  市，環繞市中心的古城牆，當時被稱為全英國最堅固的城牆，也是全世界僅存幾個從未被攻下的城鎮， 

  您可登上一覽北愛爾蘭第二大城之風光。 

＊德里公會大廳：是本城最醒目的建築，有著紀念遠道而來傳教的基督教聖人：聖可倫巴的彩繪玻璃。 

  行車距離：倫敦德里－61 公里（約 1 小時 20 分）布希米爾－61 公里（約 1 小時 20 分）倫敦德里 

  下車參觀：古城牆、德里公會大廳。 

  門票安排：釀酒廠、敦魯斯城堡。 

 

第 17 天  倫敦德里→斯利夫里格峭壁 SLIEVE LEAGUE→多尼歌爾 DONEGAL 

         →斯萊果 SLIGO→高爾威 GALWAY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西式風味料理 

住宿：CLAYTON HOTEL 或同級 http://www.claytonhotelgalway.ie/reviews.html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專車西行進入愛爾蘭境內，愛爾蘭的海岸線長達五千公里，島內地形包括山丘、 

  沼澤、河川和離島，景觀非常的豐富多變，純樸的愛爾蘭人以好客、友善、幽默和有趣而聞名。首先 

  前往斯利夫里格峭壁，之後造訪多尼歌爾城堡。下午前往詩人葉慈的長眠之地：斯萊果，欣賞斯萊果 

  修道院與加拉佛哥河的景色。今晚來到西部港口的中心都市：高爾威住宿。 

＊斯利夫里格峭壁：論壯觀程度，與莫黑斷崖比起來，斯利夫里格峭壁完全不落下風，甚至有過之而無 

  不及，從海面拔起的最高處達到 600 公尺，雖然名氣不及莫黑斷崖，其高度幾乎有莫黑斷崖的三倍，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絕對會是令人屏息的經驗。 

◎多尼歌爾城堡：城堡主體建於十五世紀，四周的圍牆在十七世紀加建，長期見證著英格蘭與愛爾蘭交 

  替佔領的歷史。 

◎斯萊果修道院：斯萊果是愛爾蘭西北部最大的城鎮，人口約兩萬人，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葉 

  慈母親的家鄉，他多次在詩中描述到斯萊果的優美景色，也表明無論身在何處，斯萊果是他永遠的家； 

  也由於如此鍾愛此地，最後選擇了這裡做為他長眠之所。建於十三世紀的斯萊果修道院是郡內最古老 

  的建築，十五世紀受大火摧殘而重建，十七世紀又被親英派的軍隊洗劫一空。屋頂雖已殘破，但迴廊 

  仍保存完好，依稀可想見過去盛大的規模。 

＊加拉佛哥河：沿岸優雅幽美，為當地居民與觀光客鍾愛的散步道，亦為拍照的好景點。 

  行車距離：倫敦德里－122 公里（約 2 小時 20 分）斯利夫里格峭壁－49 公里（約 1 小時）多尼歌爾 

            多尼歌爾－64 公里（約 1 小時）斯萊果－139 公里（約 2 小時）高爾威 

  門票安排：多尼歌爾城堡、斯萊果修道院。 

  下車參觀：斯利夫里格峭壁、加拉佛哥河。 

 

第 18 天  高爾威→敦格艾爾 DUNGUAIRE→莫黑斷崖 THE CLIFFS OF MOHER 

          →利莫里克 LIMERICK 

早餐：飯店內愛爾蘭式  午餐：傳統烤火雞  晚餐：愛爾蘭傳統民俗歌舞晚宴（餐後佐以咖啡、甜點） 

住宿：GEORGE 或同級 http://www.thegeorgeboutiquehotel.com/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從高爾威出發，首先來到濱海的敦格艾爾城堡，之後前往愛爾蘭知名景點：莫黑斷 

  崖；傍晚前往香儂河畔城：利莫里克，今晚特別安排欣賞愛爾蘭式的傳統民俗歌舞表演，享用道地愛爾 

  蘭傳統風味料理。 

＊高爾威：愛爾蘭西部的中心都市，與其說是一個城市，但是它更像一個大型的城鎮，這裡有著悠閒隨 

  意的風格和波希米亞式不受約束的生活狀態，氣候溫和，附近有許多沙灘及峽灣、小島。 

◎敦格艾爾城堡【獨家安排私房景點】：位於高爾威海灣南岸的一座塔樓型城堡，被譽為愛爾蘭最佳拍照 

http://www.thegeorgeboutiquehotel.com/


  背景地的城堡，建於十六世紀的城堡，已經整修作為塞爾特文化復興的象徵之處，夏季往往舉辦很多 

  活動，並可在此眺望美麗的高爾威海灣美景。 

◎莫黑斷崖：愛爾蘭十景之一，是個瀕臨大西洋的突兀峭壁，在海浪的沖擊之下，形成令人讚嘆的自然 

  景觀。斷崖另一端的歐布萊恩石塔是制高點，主要用作觀察斷崖。 

  （備註：歐布萊恩石塔每年三到十月開放，入塔參觀為另行收費，旅客可選擇是否自行購票。） 

＊利莫里克：愛爾蘭第三大城，位於香儂河向西入海的海口，九世紀時曾被維京海盜佔領，城市裡都處 

  處可見中世紀的歷史印跡、古老的街道、城堡和教堂。 

◎愛爾蘭傳統民俗歌舞晚宴：今夜為您準備愛爾蘭的傳統風味晚宴，一邊欣賞愛爾蘭風格的民俗表演。 

  行車距離：高爾威－28 公里（約 35 分）敦格艾爾城堡－47 公里（約 1 小時）莫黑斷崖 

            莫黑斷崖－75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利莫里克 

  下車參觀：高爾威、利莫里克。 

  門票安排：莫黑斷崖。 

  私房景點：敦格艾爾城堡。 

  特別安排：傳統民俗歌舞晚宴。 

 

第 19 天  利莫里克→凱利風景區 RING OF KERRY→基拉尼 KILLARNEY 

早餐：飯店內愛爾蘭式  午餐：凱利式傳統燉小羊肉風味  晚餐：愛爾蘭式風味料理 

住宿：RANDLES COURT 或同級 http://www.dromhall.com/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驅車前往愛爾蘭西南部的凱利風景區，並安排品嚐著名的愛爾蘭咖啡；下午前往 

  凱利郡最熱鬧的城市、也是愛爾蘭最熱門的渡假勝地：基拉尼，在這遊覽基拉尼國家公園。 

＊凱利風景區：愛爾蘭十景之一，為伊貝爾半島的環狀公路，半島延伸出大西洋，由海浪侵蝕出來的懸 

  崖及山巒起伏的地勢，有著最原始的氣息及多樣的景觀，使她成為愛爾蘭其中一個著名的風景區，是 

  遊覽愛爾蘭必探訪之處。沿著環繞伊貝爾半島的景觀公路，行駛於斷崖峭壁與山嶺之間，途中有湖泊、 

  海灣、山谷等大自然的美景。 

 （備註：凱利風景區為一環線景觀公路，最後返凱里郡最熱鬧的城市：基拉尼。） 

◎愛爾蘭咖啡：特別安排品嚐著名的愛爾蘭咖啡，讓您對於此地留下深刻的印象。 

＊基拉尼國家公園：基拉尼國家公園是愛爾蘭第一個國家公園，隨著維多利亞女王在西元 1861 年造訪之 

  後，該地更是聲名大噪，擁有三座湖泊、高山以及森林所組成的優美自然風景。 

＊馬克羅斯館（在外拍照）：由愛丁堡的建築師於西元 1843 年所設計，有著維多利亞式風格的建築。 

  行車距離：利莫里克－110 公里（約 1 小時 50 分）凱利風景區－165 公里（約 3 小時）基拉尼 

http://www.dromhall.com/


  下車參觀：凱利風景區、基拉尼國家公園、馬克羅斯館（在外拍照）。 

  特別安排：愛爾蘭咖啡。 

 

第 20 天  基拉尼→布拉尼 BLARNEY→科克 CORK→華特福 WATERFORD 

早餐：飯店內愛爾蘭式  午餐：愛爾蘭式風味料理  晚餐：愛爾蘭式風味料理 

住宿：FITZWILTON 或同級 http://www.fitzwiltonhotel.ie/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帶您前往造訪布拉尼城堡，參觀傳說中的巧言石，之後來到愛爾蘭第二大城市： 

  科克，這裡是一個以運河為主而發展的港口城市；下午則前往華特福，參觀著名的華特福水晶。 

◎布拉尼城堡：城堡在 600 年前由麥卡錫所建造，在城堡塔樓上面有一塊神奇的大石頭，就是傳說中的 

  【巧言石】，據說不善於言語的人只要親吻了這塊石頭，就會擁有一副好口才，很多名人都曾親吻過這 

  塊神奇的石頭，包括蘇格蘭小說家史考特爵士、美國總統、各國領導人及一些國際巨星等等。 

＊科克：沿著利河畔而建的科克港，曾是愛爾蘭最重要的港口，河岸兩旁的建築令人賞心悅目，漫步在 

  聖派翠克大街上，熱鬧的人潮反映了這個城市的活力。 

◎華特福水晶：安排參觀百年歷史的水晶大廠，透過影片了解水晶的製作過程，現場展示各種別出心裁 

  的水晶設計。 

  行車距離：基拉尼－77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布拉尼－9 公里（約 20 分）科克 

            科克－122 公里（約 2 小時 10 分）華特福 

  下車參觀：科克。 

  門票安排：布拉尼城堡、華特福水晶廠。 

 

第 21 天  華特福→格倫達洛 GLENDALOUGH→寶爾勢格莊園 POWERSCOURT 

          →都柏林 DUBLIN 

早餐：飯店內用愛爾蘭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CROWNE PLAZA 或同級 http://www.dublinwest.crowneplaza.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首先前往格倫達洛，座落於素有「愛爾蘭花園」之稱的威克洛山國家公園；下午則 

  驅車參觀愛爾蘭最著名的義大利式莊園：寶爾勢格莊園；傍晚抵達愛爾蘭首府：都柏林。 

◎格倫達洛：在愛爾蘭語中是指「兩湖間的峽谷」，格倫達洛以其原始壯麗的美、豐富的精神內涵和珍貴 

  的考古價值而聞名，群山之間水氣繚繞的深色湖畔，古樸而寧靜、神秘且浪漫的典型的愛爾蘭風情， 

  吸引了多部好萊塢電影來此取景，包括梅爾吉勃遜的《英雄本色》，是威克洛山國家公園著名景點之一， 

  景區裡座落著六世紀時期的古老修道院遺址和圓塔，修士為避開人間煙火，選擇了這一方淨土以隔世。 

◎寶爾勢格莊園：建於十八世紀，曾被著名的旅行指南《寂寞星球》評為世界十大豪宅之一，以其開闊 

  怡人的風景，精心設計的雕塑和噴水池聞名於世。在水池的周圍，工藝精湛的雕塑隨處可見，義大利 

  式的莊園坡道錯落有致，電影《PS.我愛你》即以此地為拍攝場景。 

  行車距離：華特福－147 公里（約 2 小時 15 分）格倫達洛－28 公里（約 50 分）寶爾勢格 

            寶爾勢格－26 公里（約 40 分）都柏林 

  門票安排：格倫達洛、寶爾勢格莊園。 

 

第 22 天  都柏林→波茵河考古遺跡 BRUNA BOINNE→都柏林 

早餐：飯店內愛爾蘭式  午餐：健力士啤酒燉肉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CROWNE PLAZA 或同級 http://www.dublinwest.crowneplaza.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波茵河區域，參觀歐洲文明特有的圓形古塚遺跡，下午帶您細細導覽愛爾蘭 

  首都：都柏林，這裡已經發展成高科技的都市，也是歐洲快速成長的都市之一，雖有千年歷史，但多 

  數主要建築物屬於十八世紀的喬治式風格，存留濃厚的英國氣息。 

◎古塚遺跡：「波茵河考古遺跡區」在西元 1993 年被登錄為世界遺產，某些遺跡甚至可追溯至 5000 年 

  前，修建時所用的天文數據令人驚奇，其神秘之處不亞於埃及金字塔。 

  （備註：園區每日開放團體預約有數量限制，團體安排以「諾斯古塚」為主，展示中心內則有「新葛蘭 

    芝古塚」的內部實境模型可供參觀） 

＊三一學院（在外拍照）：西元 1592 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下令興建，直到十八世紀方成現今規模。 

  400 多年來三一學院一直是世界著名的教育中心，也是都柏林唯一一所大學。 

＊議會大廈（在外拍照）：議會大廈的前身為倫斯特公爵所建的倫斯特宮，建於西元 1745 年。 

＊聖派翠克大教堂（在外拍照）：都柏林境內最大的教堂，西元 450 年愛爾蘭的守護者聖派翠克在教堂 

  現址的一處古井旁為人們祝福受洗，人們為了感激他而在現址上蓋了座木造教堂，後來幾經改建成為 

  現在的規模。 

http://www.dublinwest.crowneplaza.com/
http://www.dublinwest.crowneplaza.com/


＊市政廳（在外拍照）：原是皇家交易所，現今是市議員的聚會所。 

◎都柏林古堡：內部以水晶和大理石裝飾豪華，現今總統就職大典和迎賓晚宴皆在此地舉行。 

※愛爾蘭國立美術館：館內收藏有大量中世紀到現代的歐洲畫作，包括林布蘭、莫內等大師的珍品。 

（備註：美術館為自由參觀行程，如遇特別展覽時，館方將會另外收費，旅客可選擇是否自費入內。） 

  行車距離：都柏林－50 公里（約 50 分）波茵河考古遺跡－50 公里（約 50 分）都柏林 

  下車參觀：三一學院（在外拍照）、議會大廈（在外拍照）、聖派翠克大教堂（在外拍照）、 

            市政廳（在外拍照）。 

  入內參觀：愛爾蘭國立美術館（自由參觀）。 

  門票安排：古塚遺跡、都柏林古堡。 

 

第 23 天  都柏林卡地夫 CARDIFF 或 布里斯托 BRISTOL 

早餐：飯店內用或早餐餐盒  午餐：威爾斯傳統羊肋排料理  晚餐：英式風味料理 

住宿：AZTEC HOTEL AND SPA 或同級 http://www.aztechotelbristol.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搭機飛往威爾斯首府：卡地夫 或 布里斯托，參觀著名的卡地夫堡、卡地夫市場 

  以及卡地夫灣，傍晚前往南英格蘭商業大城：布里斯托。(實際搭乘班機與航點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卡地夫堡：西元一世紀由羅馬人奠基，因經歷三次整修而融合了三個時代的歷史要素，包含羅馬式的 

  城牆、諾曼地的要塞以及維多利亞式的城堡，內部裝飾美侖美奐，相當氣派。 

＊卡地夫市場：位於市區中心，主要販售生鮮食材及生活用品，市場在十九世紀時曾是監獄，後來演變 

  為當地第一個室內的市場，在此可以讓您了解到威爾斯居民的生活消費等等。 

＊卡地夫灣：卡地夫做為威爾斯南部的濱海小鎮，由於工業革命運送煤炭出口而成為重要的海港，間接 

  促使這裡成為威爾斯的首府，而卡地夫灣的再造計畫將此地改頭換面，變成了一個聚集美術館、表演 

  藝術中心、餐廳、歷史建築的美麗海灣，包括威爾斯的文化藝術地標：千禧中心、磚紅色外觀的碼頭 

  大廈、挪威教堂藝術中心以及美麗的海灣等等，相信此處必定讓您不虛此行。 

★【特別介紹】：威爾斯羊肋排，「沒吃過羊肋排，不能算到過威爾斯」，威爾斯的羊肉料理是英國最出名 

  的，甚至這道料理曾經贏得英國烹飪大賽的首獎，成為女王生日宴會時主菜的殊榮。 

  行車距離：卡地夫－68 公里（約 1 小時）布里斯托 

  下車參觀：卡地夫市場、卡地夫灣。 

  門票安排：卡地夫堡。 



 

第 24 天  布里斯托→古巨石陣 STONEHENGE→巴斯 BATH→牛津 OXFORD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英式烤牛肉佐約克夏布丁  晚餐：英式風味料理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1/en/hotel/oxhoh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古巨石陣，參觀早期巨石文化的結晶，之後專車前往以溫泉聞名之古老羅馬 

  城：巴斯，這個位於倫敦西方的古老城鎮，至今依然保留了羅馬人留下的礦泉浴池，傍晚驅車來到與 

  劍橋齊名的大學城：牛津。 

◎ 古巨石陣：又稱懸掛之石，於西元 1986 年時被列為世界遺產，每年吸引百萬遊客造訪，其存在的 

  原因眾說紛紜，各種穿鑿附會的傳說倒非常精采。一般估計大約距今 4000 多年前開始出現，古代人將 

  巨石排列組合對上自然方位之準確性，在缺乏測量儀器的年代是如何辦到的，有待科學家們研究。 

 （備註：巨石陣每日開放團體預約有數量限制，實際參觀日期與時段或有調整，以預約結果為準。） 

◎羅馬浴池博物館：以羅馬浴場為建築主體，地下室有挖掘出的羅馬遺跡，當年羅馬人在此膜拜神明及 

  沐浴泡溫泉，您亦可於幫浦室內自費飲用自然泉水並欣賞特有的長形座鐘。 

＊皇家新月樓（在外拍照）：外觀為半月型的建築，以創意的建築及精美的雕刻驚豔英國，如今它是高價 

  的商業公寓。 

＊巴斯修道院（在外拍照）：早在羅馬時期便已存在，外牆上的雕刻，是聖經故事中的「雅各夢見天使 

  爬天梯」，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教堂內的五十六扇彩繪玻璃窗，敘述耶穌生平的五十六個事蹟。 

＊普特尼橋：亞溫河畔的古橋，是一座模仿義大利佛羅倫斯舊橋所建造的石橋，橋身有著優美細緻的橋 

  拱，而橋上兩側有各式各樣的小商店販賣著紀念品，已經有 200 多年的歷史了。 

  行車距離：布里斯托－72 公里（約 1 小時 50 分）古巨石群－64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巴斯 

            巴斯－130 公里（約 1 小時 30 分）牛津 

  下車參觀：皇家新月樓（在外拍照）、巴斯修道院（在外拍照）、普特尼橋。 

  門票安排：古巨石陣、羅馬浴池博物館。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1/en/hotel/oxhoh


第 25 天  牛津→溫莎古堡 WINDSOR→倫敦機場經香港轉機台北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退餐費每人 10 英鎊 

住宿：夜宿機上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參觀英國的第一所大學：牛津，這裡既是嚴肅的學術殿堂，同時也是戲謔人生的 

  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的起源處，城內處處瀰漫著濃濃的學術氣息。之後來到溫莎，參觀舉世聞名的溫 

  莎古堡，之後前往機場，由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北。 

＊牛津大學城（在外拍照）：為英國最古老之大學，號稱「充溢夢幻塔尖之都市」，基督學院之大教堂即為 

  顯例，每個學院都有不同的建築特色，值得細細品味。 

＊基督教會學院（在外拍照）：成立於西元 1524 年，是牛津最大的一座學院。曾在內戰時期做為查理 

  一世的臨時首都，其最引以為傲的成就是在近代 200 年內產生了 16 位英國首相。 

＊卡法斯塔：建於十一世紀的地標鐘塔，塔上的機械鐘每隔 15 分鐘會有人偶跳舞報時。 

※艾許莫林博物館：創立於 1683 年，為全世界首間大學博物館，收藏英國皇家協會創辦人之一的珍藏， 

  包括骨董、古文物、科學研究、書籍繪畫等等，涵蓋五大展區。 

  （備註：博物館為自由參觀行程，如遇特別展覽時，館方將會另外收費，旅客可選擇是否自費入內。） 

◎溫莎古堡：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城堡，在九百多年前為了防禦倫敦西邊的敵人而建；經歷幾個世紀的翻 

  修，至十六世紀逐漸轉為住宅用，也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情聖：溫莎公爵之故居，亦為現任女皇的 

  行宮，在導覽之下參觀滑鐵盧大廳、迎賓大廳、聖喬治大廳及古代兵器大展，及聖喬治教堂。 

  （備註：溫莎古堡之各展覽場地時常因王室造訪而有休館，並不另行通知，敬請見諒。） 

  行車距離：牛津－70 公里（約 1 小時）溫莎古堡－15 公里（約 20 分）機場 

  下車參觀：基督教會學院（在外拍照）、牛津大學城（在外拍照）、卡法斯塔（在外拍照）。 

  入內參觀：艾許莫林博物館（自由參觀）。 

  門票安排：溫莎古堡。 

  

第 26 天  台北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班機於今天飛抵達台北，帶著滿滿的回憶，返抵闊別多日的家門，結束這趟難忘的英格蘭、蘇格蘭、 

威爾斯、北愛爾蘭、愛爾蘭全覽廿六天之旅，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出發日期：2019 年 06 月 16 日(日)、2019 年 07 月 01 日(一) 

          2019 年 08 月 15 日(四)、2019 年 09 月 06 日(五) 

團費售價：每人新台幣 288,000 元 

報名訂金：每人新台幣 30,000 元 

單人房差：新台幣 56,000 元 
 

◎訂金繳付說明： 

1. 團位名額之保留須以完成訂金繳付程序為依據。 

2. 善意提醒，訂金繳付完成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廠商之規定，

為旅客預付此趟旅程的機票、飯店或餐廳等費用。若旅客因故取消報名，本公司將依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費用，收取不足之超支費用或退回

剩餘訂金。訂金若以刷卡繳付，退還時亦須刷退，以免產生額外刷卡手續費用。 

3.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機票款，且不接受名單調整或替換。

旅客若因懷孕、生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團體住房說明： 

1. 團費報價是以「兩小床」的雙人房兩人一室為基礎，計算出每人的團費價格，歡迎您

與親友結伴、自組配對參加。 

2. 若單人報名或奇數人數報名，單人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百合旅行社會盡量協助安

排同性別團員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3. 單人房差額為單人住宿「單人房型」(Single for Single use)，並非「雙人房型」供一

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故單人房型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型小，敬請諒察。 

4. 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 12 歲以下的小孩才能加床，且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

彈簧床，房間空間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為確保長天數旅遊

之舒適度，故百合旅行社不安排住宿三人房。 

5. 為遵守歐洲消防法規，2~12 歲的小孩皆需以每人佔床計算，2 歲下嬰兒可不佔床。 

6. 飯店團體配房作業由飯店統一安排，並非由百合旅行社或領隊安排，故無法指定一張

大床、連通房，也無法指定同行親友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亦無法保證不在邊間、電

梯或馬路旁，百合旅行社將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請見諒。 

7. 歐式建築房間大小規格不一，若部分標準房型獲飯店善意隨機升等，導致每間房型不

同，非百合旅行社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8. 本行程視飯店、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路況與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旺季、商展



或節慶導致客滿缺房，將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 

◎報價內容說明： 

費 用 項 目 說 明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含，共歐元 260 元 

景點標註入內之門票、交通、住宿、餐食 含 

來回經濟艙機票(含機場稅、燃油費) 含 

飯店行李搬運費與行李服務小費 不含 

礦泉水 不含，水可生飲 

簽證費 持台灣護照免簽 

旅遊契約責任險 含，保額 500 萬元(65 歲以上只能保新台幣

200 萬)加新台幣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護照代辦工本費 NT$1,500 不含 

機場來回接送 不含 

床頭小費等等各項私人開銷 不含 

 

◎證件需求說明： 

1. 報名時請提供清晰可供辨識之護照影本，並協助填寫客戶基本資料表。訂金繳付若欲

以匯款方式，請見下方匯款帳戶資料，若欲以刷卡支付，請來電索取刷卡簽帳單。 

2. 若旅客無持有護照、或護照效期不足(有效期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為基準)、

護照過期或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

護照內頁空白頁不足、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請來電洽詢新辦事宜。 

3. 特殊身分者(如：軍警人員、役男)請先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 

4. 多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在台屬居留身份者，請務必攜帶

居留證出入境。非本國籍者，可能需自行辦理目的地國家之入境簽證，請於報名時主

動告知，以免屆時產生無法入境的問題。未成年人獨自參團須出具監護人同意書。 

 

◎其他報名前須知： 

1. 出國旅遊視不同目的地國家有程度高低不等的旅遊風險，為考量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

其它團員的權益，若有慢性或特殊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

告知，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照顧，本公司將評估是否接受報名；若未告知身體特殊

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於旅程中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2. 歐洲餐食口味偏重(鹹/甜)、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3. 若有需要自行由高雄飛往轉機點與團體會合，或機票自理，請另洽詢報價。 



4. 歐洲多數商店會於星期例假日休息，多數景點亦有固定休館時間，報名前敬請知悉。 

 

百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6526  品保 1302  

10352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22號 10樓之 4  http://www.sholiday.com.tw/  

TEL:(02)2552-4411  FAX:(02)2552-2841 
 

銀行資料與匯款帳號 合作金庫銀行  南京東路分行 代碼：006 

戶名：百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3487-717-102549 

 

http://www.sholiday.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