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格蘭、愛爾蘭、北愛爾蘭 

秘境：天空之島、高地、古堡經典 15天 

豐富的行程內容： 
 

英格蘭、倫敦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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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牛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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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劍橋：安排閒適優雅的撐篙遊康河及徐志摩的【再見康橋】，留給後世無限的想像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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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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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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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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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景點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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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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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天 16：25 18：15 香港台北 國泰航空 CX-400 約 1 小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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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台北 TAIPEI倫敦 LONDON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4★ COPTHORNE HOTEL 或同級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en/slough-windsor/copthorne-hotel-slough-windsor/#home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隨後搭乘華航航空豪華客機飛往英國首都：倫敦， 

  ，途經香港轉機，班機於當天抵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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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 CAMBRIDGE→約克 YORK（LEEDS）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英式風味料理 

住宿：4★ HOLIDAY INN LEEDS 或同級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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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感受康河撐篙的閒

適意境，下午前往英格蘭北部的旅遊名城：約克。抵達後安排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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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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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您貼心的安排： 

◎ 安排格拉斯哥貝爾法斯特與科克倫敦的雙中段【內陸航班】，輕鬆連結兩島之間，除了免去長途車 

   程、船程顛簸疲累之苦，更節省了寶貴的時間。（實際搭乘班機與航點需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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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精心的策劃，率先安排您體驗英式風情各式風味： 

◎ 欣賞傳統民俗表演，並同時享用當地特色料理：【蘇格蘭之夜晚宴】 

◎ 品嚐各地經典菜餚：蘇格蘭鱈魚排、塞爾特式傳統風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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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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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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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克大教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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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y Tea Room：約克知名的百年下午茶屋，因名氣響亮店內往往一位難求。 

  行車距離：倫敦－96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劍橋-252 公里（約 3 小時 40 分）約克 

  下車參觀：約克大教堂、約克城牆、石頭街、Betty Tea Room。 

  門票安排: 康河撐篙 

 

 

第 3 天  約克＋＋英國國鐵＋＋愛丁堡 EDINBURGH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蘇格蘭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住宿：4★ HOLIDAY INN EDINBURGH 或同級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tw/zh/edinburgh/edbcr/hoteldetail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約克巿區觀光後，接續專車前往約克火車站搭乘◎英國國鐵，在平穩中來到蘇格蘭

最具文化氣息的都會：愛丁堡。蘇格蘭首府：愛丁堡，愛丁堡位於蘇格蘭中部，地處七座蜿蜒起伏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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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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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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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約克－320 公里（火車約 2 小時 30 分）愛丁堡 

  下車參觀： 卡爾頓山。   

  特別安排：英國國鐵。 

 

第 4 天  愛丁堡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蘇格蘭之夜晚宴、風笛、傳統民謠舞蹈表演 

住宿：4★ HOLIDAY INN EDINBURGH 或同級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tw/zh/edinburgh/edbcr/hoteldetail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之後展開愛丁堡的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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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吉爾斯教堂：愛丁堡的宗教信仰中心，高聳的尖塔是當地地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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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紀新城和王子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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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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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新城和王子街。 

  門票安排：聖十字王宮、愛丁堡女王畫廊、愛丁堡城堡。 

  特別安排：蘇格蘭之夜。 



 

第 5 天  愛丁堡→史特林 STIRLING→蘇格蘭高地區域 HIGHLANDS【尼斯湖遊船】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蘇格蘭哈吉司風味料理  晚餐：蘇格蘭風味料理 

住宿：4★ MACDONALD HIGHLANDS 或同級 https://www.macdonaldhotels.co.uk/our-hotels/scotland/aviemore/macdonald-aviemore-resort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前往造訪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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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造訪蘇格蘭湖區的尼斯湖，並搭乘遊船遊覽尼斯湖，夜宿蘇格蘭高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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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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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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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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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精華路線，探尋水怪蹤 

跡，而尼斯湖岸北畔的＊厄克特城堡，就威嚴地矗立在蘇格蘭尼斯湖的中央。 

行車距離：愛丁堡－53 公里（約 1 小時）史特林－250 公里（約 3 小時 30 分）尼斯湖（高地區域） 

下車參觀：史特林橋。 

  行車遊覽：威廉華萊士紀念碑。 

門票安排：史特林城堡、尼斯湖遊船。 

  

第 6 天  蘇格蘭高地→愛琳朵納城堡→天空島 ISLE OF SK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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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蘇格蘭鮭魚風味  晚餐：蘇格蘭風味料理 

住宿：ROSEDALE HOTEL 當地民宿 或同級 http://www.rosedalehotelskye.co.uk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後驅車前往愛琳朵納城堡，之後來到天空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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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礡的奎雷因山口等等。今夜安排住宿於空島或近郊。 

＊愛琳朵納城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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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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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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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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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美人魚作在海涯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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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蘇格蘭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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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島、斯托爾山、老人峰、米爾特湖、基爾特岩岸、奎雷因山口。 

 

第 7 天  天空島→西岸鐵路【瑪賴格++威廉堡】→威廉堡 FORT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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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EXANDRA HOTEL 或同級 https://strathmorehotels-thealexand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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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威 

廉堡後，帶您造訪格倫科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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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搭乘時間與去回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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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NCO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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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里（約 35 分）格倫科峽谷 

  下車參觀：威廉堡、格倫科峽谷。 

  門票安排：西岸鐵路。 

 

第 8 天  威廉堡→蘿夢湖→格拉斯哥 GLASGOW貝爾法斯特 BELFAST (北愛爾蘭)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蘇格蘭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或退餐費 10 英鎊 

住宿：4★ EUROPA HOTEL 或同級 https://www.hastingshotels.com/europa-bel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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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來到蘇格蘭大城：格拉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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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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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天  貝爾法斯特→巨人堤道 GIANTS CAUSEWAY、凱利克里亞德吊橋→貝爾法斯特           

早餐：飯店內英式  午餐：健力士啤酒燉肉餐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住宿：4★ EUROPA HOTEL 或同級 https://www.hastingshotels.com/europa-belfast/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造訪巨人堤道以及凱利克里亞德吊橋，下午返回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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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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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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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爾發斯特市政廳、歌劇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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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貝爾法斯特－96 公里（約 2 小時）巨人堤道－96 公里（約 2 小時）貝爾法斯特 

  下車參觀：鐵達尼號博物館、市政廳、歌劇院。 

  門票安排：巨人堤道、凱利克里亞德吊橋。 

 



第 10 天  貝爾法斯特→都柏林 DUBLIN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英式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住宿：4★ CITY NORTH HOTEL 或同級 http://www.citynorthhotel.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跨越邊境前往愛爾蘭共和國，愛爾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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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帶您 

  導覽首都：都柏林。這裡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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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建築物屬於十八世紀的喬治式風格，存留濃厚的英國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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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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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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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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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廳：原是皇家交易所，現今是市議員的聚會所。 

  行車距離：貝爾法斯特－164 公里（約 2 小時 50 分）都柏林 

  下車參觀：三一學院、議會大廈、聖派翠克大教堂、市政廳。 

  入內參觀：愛爾蘭國立美術館。 

第 11 天 都柏林→高爾威 GALWAY→莫黑斷崖 THE CLIFFS OF MOHER→利莫里克 LIMERICK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愛爾蘭傳統烤火雞風味  晚餐：愛爾蘭式風味料理 

住宿：4★ RADISSON BLU HOTEL LIMERICK 或同級 https://www.radissonblu.com/en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來到西部港口的中心都市：高爾威，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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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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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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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都柏林－208 公里（約 3 小時）高爾威－76 公里（約 1 小時 50 分）莫黑斷崖 

            莫黑斷崖－75 公里（約 1 小時 30 分）利莫里克 

  下車參觀：高爾威、利莫里克。 



  門票安排：莫黑斷崖。 

 

第 12 天  利莫里克→布拉尼 BLARNEY→科克 CORK倫敦 

早餐：飯店內愛爾蘭式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簡餐或退餐費 10 英鎊 

住宿：4★ COPTHORNE HOTEL 或同級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en/slough-windsor/copthorne-hotel-slough-windsor/#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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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特別安排您品嚐知名的愛爾蘭咖啡；之後前往機場，

搭乘飛機飛返英國首都：倫敦。 

※備註：本日因應飛機時間安排，晚餐供應簡餐（三明治）或退餐費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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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利莫里克－93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布拉尼－9 公里（約 20 分）科克 

  下車參觀：科克。 

  門票安排：布拉尼城堡。 

  

第 13 天 倫敦【倫敦塔、大英博物館、首相官邸、西敏寺、國會大廈、白金漢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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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八菜一湯 

住宿：4★ COPTHORNE HOTEL 或同級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en/slough-windsor/copthorne-hotel-slough-windsor/#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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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倫敦塔：緊靠泰晤士河北岸的倫敦塔橋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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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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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等人的墓碑，現為世界文化遺產。 

＊國會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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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漢宮（在外拍照）：歷代英國國王的寢宮及宮殿，同時也是接待國賓的所在地，自從西元 1837 年 

  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之後，即成為王室的居所，如果宮殿上方飄揚著皇室旗幟，表示女王正住在宮中。 

◎泰晤士河遊船：我們除了陸地的遊覽之外，更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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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鐵橋等著名景點。 

  行車距離：市區導覽 

  下車參觀：首相官邸、西敏寺、國會大廈、大鵬鐘、白金漢宮。 

  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 

  門票安排：倫敦塔、泰晤士河遊船。 

  

第 14 天  倫敦→牛津→OUTLET 購物村→倫敦機場台北 

早餐：飯店內用英式  午餐：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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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ET 購物村，琳瑯滿 

  目的精品名牌都有非常好的折扣，加上英鎊兌台幣降值，正是購物的好機會，傍晚前往機場，由領隊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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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53%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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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學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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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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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倫敦－68 公里（約 1 小時 15 分）牛津－24 公里（約 30 分）OUTLET 購物村 

            OUTLET 購物村－132 公里（約 2 小時）機場 

  下車參觀：基督教會學院、牛津大學城、卡法斯塔、OUTLET 購物村。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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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這趟難忘的蘇格蘭、北高地、北 

  愛爾蘭、愛爾蘭經典十五天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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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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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共歐元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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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過期或污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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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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