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
SY5

蘇格蘭、天空島、英格蘭5日精華遊

第一天  倫敦 / 伯明翰 / 曼城 - 湖區
早上從倫敦 / 伯明翰 / 曼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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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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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湖區 - 高地 &A82 公路 - 格倫科峽谷 - 
尼斯湖 - 厄克特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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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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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返回酒店。（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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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特色晚餐】：15 英鎊 / 人（大小同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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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同價）

第三天  天空島：玻璃遊船（自選，僅 4 月 -10 月
中旬開放） - 波特里 - 艾琳多南堡
早餐後，前往天空島，這裡是蓋爾人文化保存較完整的地
方，且仍有一小部分人使用蓋爾語。島上山峰連綿，湖泊
散佈，自然又美好。遠眺【天空島大橋】，自選參加【出海玻
璃遊船】。繼而前往【波特里 Portree】名字意為“國王的
港口”，是天空島首府，海邊一排彩色的房子尤為惹人注目，
是經常出現在明信片中的風景。如果時間充裕，推薦您遊
覽：【老人岩】 波特里以北的山地上一塊巨大的尖峭岩石，
因似面朝大海的老人頭像而得名。這裡曾是英國風光攝
影比賽獲獎的拍攝地。 【力特瀑布】清澈的瀑布順著懸崖
飛流而下，景色頗為壯觀。 （如力特瀑布停車場限制入內
流量將改為群岩懸崖，【群岩懸崖】一組懸崖峭壁向遠方
延伸，面朝無垠的大西洋，因岩體的紋路與蘇格蘭 Kilt 裙
子相像而得名。）後途經【艾琳多南堡】（外觀），蘇格蘭標
註性建築之一，被稱為蘇格蘭美麗的城堡，城堡建在三大
海洋湖泊的交匯處，三面環水，建有一座石拱橋與陸地相
連接。（早餐）

【出海玻璃遊船】：15 英鎊 / 成人；8 英鎊 / 兒童（3-15 歲）
（40 分鐘往返，當天行程遊覽順序可能會根據玻璃遊船

時間和天黑時間調整。備註：出海玻璃遊船每年僅 4 月 -10
月中旬對外開放）

第四天  愛丁堡（深度遊覽）
早餐後酒店出發，途經福斯鐵路橋 Forth Bridge 是古老
的鋼筋鐵路橋，可通行客貨火車。希區柯克的電影《三十九
級台階》中驚險的跳火車場景就選在福斯鐵路橋上。抵達
前往【愛丁堡城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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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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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景點特殊性不保

證入內游覽，門票價格參考，以城堡當日售價為準）

第五天 愛丁堡 - 曼城 / 伯明翰 / 倫敦
早餐後乘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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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累了到【貝蒂茶室】品一品享譽百
年的英式下午茶，感受度假的悠閒。離開約克，返回曼城 /
伯明翰 / 倫敦。（早餐）

【約克大教堂】：11.5 英鎊 / 成人；5 英鎊 / 兒童（16 歲以下）
（導遊根據當天實際情況安排是否可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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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貼心：中文導遊服務，達人設計行程；
深度：漫遊愛丁堡，縱覽中世紀街道、城堡、尖塔、
蘇格蘭風情，擁有北方雅典的美譽；
田園牧歌：007系列電影取景蘇格蘭高地，尋
覓尼斯湖水怪；
一路向北：英國北部的夢幻島嶼 -天空島，島
上山峰連綿，湖泊散佈，保留了蓋爾人文化；
哈利波特：穿越約克、愛丁堡、高地、湖區，
重溫童年魔法夢；

接送地點
倫敦 London【08:00】 Golders Green Station, London 地鐵站出口【預計回程 21:30】
伯明翰 Birmingham【10:00】伯明翰機場火車站出口旁的 WH Smith 店門口【預計回程 19:00】
曼徹斯特 Manchester【12:15】Altrincham Interchange Station，Stamford New Rd, Altrincham 車站對面馬路
右側大巴 A 站台【預計回程 17:00】

（實際下團地點及時間，請以收到的電子票為準）。

天空島

成人 Adult 兒童（3-5 歲）不佔床 單人房差 Sgl Supp

$680 $6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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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04 月 01, 04, 08, 11, 18 日
 05 月 03, 10, 17, 24, 31 日
 06 月 02, 07, 09, 14, 16, 21, 23, 28, 30 日
 07 月 05, 07, 10, 12, 14, 17, 19, 21, 24, 26 
             28, 31 日

 08 月 02, 04, 07, 09, 14, 16, 18, 21, 23,
             28 日
 09 月 01, 04, 06, 08, 11, 13, 15, 20, 27, 
              29 日
 10 月 04, 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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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