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格蘭、英格蘭10日深度遊

第一天 原居地 – 倫敦
抵達英國倫敦希斯羅國際機場，後自行入住機場附近酒店。
酒店位於希斯羅機場附近，搭乘機場大巴 hotel hoppa 
bus，10~20 分鐘左右即可直達酒店，單程約 5-6 鎊 / 人，
如遇酒店沒有直達機場大巴，您可選擇出租車前往酒店。

第二天 倫敦 - 巨石陣 - 巴斯 - 倫敦
首先前往【巨石陣，位於英格蘭威爾特郡索爾茲伯里平原，
約建於公元前 4000~2000 年，是歐洲的史前時代文化神
廟遺址。幾十塊巨石形成一個大圓圈在這一馬平川的平
原上矗立了幾千年之久。而後前往英格蘭埃文郡東部的
小城【巴斯】，英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儘管巴斯城
池不大，但是卻擁有英國高貴的街道和曲線優美的建築。【古

羅馬浴池博物館】是巴斯的標誌景觀，羅馬人很早在就這
裡發現了溫泉，興建了龐大的浴場，如今的古浴場遺址是
英國古羅馬時代的遺跡。 【Sally Lunn’s】所在的建築始
建於 1482 年，是巴斯古老的建築之一。 【巴斯修道院】又稱“巴
斯大教堂”，以其雄偉的彩色玻璃及扇形的天花板聞名，
因窗戶多而得名“西方明燈”。 【皇家新月樓】是巴斯的大
型古建築群，建立於 1767~1775 年，由連體的 30 幢樓組
成，共有 114 根圓柱。皇家新月樓的道路與房屋都排列成
新月弧形，盡顯高雅貴族風範，被譽為英國高貴的街道。 【巴
斯雅芳河】雅芳河流經巴斯市區，分隔了新城與老城，世
界聞名的【普爾特尼橋】便坐落在雅芳河上。最後返回倫敦

（早餐）
【巨石陣】：21 英鎊 / 成人；12.5 英鎊 / 兒童（5-15 歲）
【古羅馬浴池】：22 英鎊 / 成人；14.5 英鎊 / 兒童（5-16 歲）

第三天 倫敦—溫莎—劍橋 - 伯明翰
從倫敦出發 , 首先前往抵達充滿愛與溫馨的“女王王城”【溫
莎】。隨後我們來到【溫莎城堡】（外觀）（導遊會根據當日
景區擁擠程度安排是否入內游覽）英國女王的官方居住
地之一。每當女王在城堡中時，會升起皇室的旗幟。莎士
比亞就是在這裡寫下了有名的《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後
前往劍橋。抵達英國知名學府【劍橋】，徐志摩的《再別康橋》
就是描述劍橋的，學院古樸的建築環起成片的草坪，蜿蜒
的劍河貫穿這座大學城。您可以偷得浮生體驗劍河撐篙
的【劍橋遊船】，也可徒步穿梭於各學院感受文化氛圍。接
著您可以自行遊覽，為您推薦：又大又美的【國王學院】，
哥特式建築十分宏偉壯觀。名氣與財力兼得的【三一學院】
門口有一顆蘋果樹，據說是當年砸中牛頓的蘋果樹的後代。
橫跨劍河之上有名的兩座橋，牛頓的【數學橋】，以及連接
聖約翰學院的【嘆息橋】。晚上抵達伯明翰，入住酒店。（早餐）

【劍橋撐篙】（往返約 45 分鐘）：18 英鎊 / 成人；9 英鎊 /
兒童 （16 歲以下）
溫馨提示：【溫莎城堡】：該景區近年來游覽人數日益增加，
買票排隊及安檢排隊往往超過 1 小時，無論團隊及散客
均要排隊，為了行程順暢所以建議外觀。導遊會根據當天

擁擠情況，再跟遊客確認是否可入內參觀，敬請理解。

第四天 伯明翰 - 湖區
前往英格蘭湖區人氣超高的自然湖【溫德米爾湖】，您可
以在湖邊駐足欣賞皇家天鵝的悠然戲水，可以沿著湖邊
漫步，走上棧橋近距離欣賞湖光山色，悠閒地享受湖區的
愜意和寧靜吧。若天氣和時間都允許，您也可以去體驗【湖
區遊船】。想要重溫童年樂趣的話不妨到小鎮深處尋找英
國家喻戶曉的童話天堂【彼得兔童話館】吧！（早餐）

【溫德米爾湖區遊船】（45 分鐘）：9 英鎊 / 成人；4.5 英鎊
/ 兒童（5-15 歲）

第五天 湖區 - 高地 &A82 公路—格倫科峽谷—
尼斯湖—厄克特城堡 – 愛丁堡
酒店早餐後前往高地地區。途經 007 系列電影取景地擁
有蘇格蘭美麗風景的【A82 公路】，遊覽【蘇格蘭高地】，擁
有古老的城堡、起伏的山脈、自由生長的動物，這裡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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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首尾希斯羅機場酒店，便捷舒適，省去預訂
煩惱。
探索矗立千年之久的【▲巨石陣】奧秘，感受【巴
斯】~ 英國唯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城市的歷
史古韻。
漫步“人生五十個必去景點之一”的【溫德米
爾湖 Bowness-on-Windermere】。
穿梭在《007：大破天幕危機》電影拍攝地 ~【蘇
格蘭最美風景公路 A82】
暢覽“歐洲風景最優美的地區”【蘇格蘭高地
Scotland Highlands】感受【厄克特城堡】的
古蹟滄桑，飽覽尼斯湖神秘風光。
遊覽蘇格蘭首府 ~“蘇格蘭浪漫城市”【愛丁堡】。
感受有著英國歷史縮影之稱的古城【約克】，
走進哈利 • 波特的魔法世界。
飽 覽 女 王 最 愛 居 住 地【 溫 莎 城 堡 Windsor 
Castle】內部的高貴典雅。
造訪英國皇族和學者的搖籃【牛津 Oxford】，
探尋哈利 • 波特的踪跡。
英 國 人 心 目 中 最 美 城 堡 榜 首【 華 威 城 堡
Warwick Castle】，千年堡壘，斷崖邊的童話，
美到窒息。
感受世界知名學府所在地【劍橋 Cambridge】
濃郁的文化氛圍，陶冶英倫紳士名媛情操。
暢遊【倫敦 London】特色之旅，一天之內游
遍倫敦最具知名度的景點，領略真正的英倫魅
力。

成人 Adult 兒童（3-5 歲）不佔床 單人房差 Sgl Supp

$1320 $1160 $700

價格包含 價格不含

▲導遊：資深中文講解導遊
▲司機：專職巴士司機
▲車輛：豪華旅遊巴士，舒適保證
▲酒店：三星級酒店或同級品牌酒店。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或歐陸式早餐

▲機票，機場稅及其燃料附加費
▲景點門票
▲午晚餐食（導遊會向您推薦當地餐）
▲小費：3 英鎊 / 顧客 / 天（大小同價）
▲簽證費
▲旅遊保險費，個人消費
▲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導致的額外費用

  2020 年出發日期
 03 月 26 日
 04 月 02, 09, 16, 23, 30 日
 05 月 07, 14, 21, 24, 28, 31 日
 06 月 04, 07, 11, 14, 18, 21, 25, 28 日
 07 月 01, 02, 05, 08, 09, 12, 15, 16, 19,
              22, 23, 26, 29, 30 日
 08 月 02, 05, 06, 09, 12, 13, 16, 19, 20,
              23, 27, 30 日
 09 月 03, 06, 10, 13, 17, 20, 24, 27 日
 10 月 01, 08, 15, 22 日

以下成人費用均以澳元每位計算 ( 兒童需要佔床按成人價格收費 ) 旺季附加費（標為黃色）加 AUD $50 / 每人



了你對蘇格蘭所有的想像。穿越【格倫科峽谷】，曾出現在
電影《勇敢的心》拍攝場景中，這裡也是徒步遊愛好者的
天堂，可以看到淡泊美麗的 Tulla 湖和三姐妹山的雄偉。
途經威廉堡，休息並用餐。抵達【尼斯湖】漂亮的觀景地帶，
您可以駐足尼斯湖邊散步，也可以自願選擇乘坐【尼斯湖
觀光遊船】和入內參觀【厄克特城堡】，厄克特城堡是蘇格
蘭高地上重要的古蹟之一，在 14 世紀蘇格蘭獨立戰爭中
起著重要的作用。從城堡上可以全覽整個尼斯湖的神秘
風光，如今透露著寂寞和神秘。而後返回酒店。（早餐）

【厄克特城堡 + 尼斯湖遊船（35 分鐘）】：23 英鎊 / 成人；
18 英鎊 / 兒童（5-15 歲）

【蘇格蘭特色晚餐】：15 英鎊 / 人（主菜：雞肉加哈吉斯；
甜點或湯：二選一；咖啡和茶水）

【高地中式套餐】：15 英鎊 / 人

第六天 愛丁堡 - 阿尼克城堡（僅每年 3 月 29
日 -10 月 27 日遊覽）
酒店早餐後前往【愛丁堡】，抵達後前往【愛丁堡城堡】（外
觀）俯瞰全城是來到愛丁堡不可錯過的一件事，早在 6 世
紀就成為蘇格蘭的皇室城堡，遙遙早於眾多歐洲古堡。之
後您可以自行選擇遊覽，為您推薦：漫步於【皇家英里大道】，
是不可多得的蘇格蘭紀念品天堂，街道轉角處坐落的【大
象咖啡館】是 JK 羅琳當年寫下《哈利波特》的地方；繁華
的商業街道【王子大街】將愛丁堡分為新城、舊城，素有全
球景色佳的馬路之稱，感興趣可以逛逛【蘇格蘭國家美術
館】，東側是【王子街花園】；遠觀【卡爾頓山】，一側可遠眺
到蔚藍的大西洋，另一側可看到愛丁堡城堡全貌；如果還
有時間，可參觀位置稍遠的【荷里路德宮】，是女王的避暑
山莊。下午前往【阿尼克城堡】又稱艾維克城堡，是一座中
世紀風格的私人古堡。電影《哈利波特》、《唐頓莊園》等，
均取景於阿尼克城堡。城堡後邊有條小巷通往花園，是典
型的英式花園。後前往酒店。 （早餐）

【愛丁堡城堡】：19.5 英鎊 / 成人；11.5 英鎊 / 兒童（5-15 歲）
（只含城堡門票，不含語音講解設備）
【阿尼克城堡 + 阿尼克花園】：28.5 英鎊 / 成人；12 英鎊 /

兒童（5-16 歲）（僅每年 3 月 29 日 -10 月 27 日對外開放）

第七天 約克 - 伯明翰
早餐後乘車抵達【約克】，這是一座擁有 1900 多年曆史的
老城，融合了英國不同時代的文化，是英國歷史的縮影和

見證。您可以選擇自行遊覽，為您推薦：參觀中世紀哥特
式教堂【約克大教堂】（外觀）和經歷無數歲月洗刷的【約
克古城牆】。鋪滿鵝卵石的中世紀古街道【肉舖街】，是《哈
利波特》中對角巷的取景地，如今這裡吃喝玩買一應俱全。
有時間您還可以漫步【烏斯河】，或參觀超大的火車博物館

【大英鐵路博物館】。傍晚前往伯明翰入住酒店。（早餐）
【約克大教堂】：11.5 英鎊 / 成人；5 英鎊 / 兒童（16 歲以下）
（聖誕節當天不對外開放。）

第八天 伯明翰 - 斯特拉福德小鎮 - 華威城堡 - 
牛津 - 倫敦
早餐後前往戲劇大師【莎士比亞故居】所在地【斯特拉福
德小鎮】。您可悠閒的遊覽小鎮，尋找這位文學大師的靈感。
也可以沿著 Avon 河邊散步，靜靜感受時間一點點溜走。
然後來到位於華威郡的【華威城堡】，城堡的歷史可以追
溯到 11 世紀，裡面有城堡丘、圓塔樓、成片的草坪，可登
頂俯瞰風景，城堡內也常有適合親子的活動。午後前往【牛津】，
充滿中世紀的哥特式建築和濃厚的文化底蘊，【牛津大學】
和牛津鎮融為一體，各個獨具特色的學院與小鎮的街景
完美呼應，被稱為“大學中有城市”。有時間您可以自行遊覽，
為您推薦：世界上較早的大學博物館【阿什莫林博物館】，
出過三位英國首相的【三一學院】，牛津大學主教堂【聖瑪
麗大教堂】，以及《哈利波特》取景地：【拉德克里夫圖書館】
與【波德利圖書館】、【基督教堂學院】。 入住倫敦附近酒店。

（早餐）
【華威城堡】：20 英鎊 / 人（成人兒童同價）

第九天 倫敦
早餐後首先前往【塔橋】，這座上開懸索橋橫跨泰晤士河，
因在倫敦塔附近而得名，也是倫敦的象徵。您還可以自選
乘坐【泰晤士河遊觀光遊船】欣賞泰晤士河周邊的美麗景
色。泰晤士河從倫敦城中蜿蜒而過，並且將倫敦市區的許
多名勝串聯起來，比如倫敦眼、千禧橋、聖保羅大教堂等，
搭乘現代且人性化的遊船游河，可以讓您從另外一種角
度欣賞倫敦的美。（不參加遊船的團友乘車前往下一目的地）。
然後開始【倫敦】市中心遊覽（步行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
前往女王倫敦的居所【白金漢宮】（外觀），女王經常在此
辦公，召見首相或大臣，舉辦國家慶典等重要活動。步行
遊覽《達芬奇密碼》的重要場景之一【西敏寺大教堂】（外觀），
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哥特復興式代表建築【國會大廈】（外觀），

倫敦地標式建築【大本鐘】（外觀），“世界出鏡率很高的門口”
【唐寧街 10 號英國首相府】（外觀）。中午前往中國城用餐，

下午參觀【大英博物館】這裡藏品之豐富、種類之繁多，為
世界博物館所罕見。（早餐）

【泰晤士河觀光船遊（30 分鐘）】：10.5 英鎊 / 成人；6.5 英
鎊 / 兒童（5-15 歲）

【大英博物館人工講解（60 分鐘）】：10 英鎊 / 人 （講解包括：
埃及，羅馬，希臘，木乃伊，瓷器，中國佛像。）

【中式團餐】：15 英鎊 / 人 （六菜一湯，6-10 人每桌）

第十天 倫敦 – 原居地
酒店退房後旅程結束。請自行前往機場。（早餐）
酒店位於希斯羅機場附近，搭乘機場大巴 hotel hoppa 
bus，10~20 分鐘左右即可直達機場，單程約 5-6 鎊 / 人，
如遇酒店沒有直達機場大巴，您可選擇出租車前往酒店。

溫馨提示：
1）自費項目和景點門票價格參考（門票價格因季節變化會有
浮動，以景點官方網站或者景點當天價格公告為準，如有變
動不再另行通知）
2）以上行程時間表僅供您參考，為了保證團隊整體遊覽和進
展順利，導遊有權根據天氣和交通等實際情況對行程做適當
調整 。如遇部分景點節假日休息或慶典等，本社有權根據實
際情況調整行程遊覽先後順序，以盡可能保證遊覽內容。但
客觀因素限制確實無法安排的，本社將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
整，敬請各位貴賓理解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