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 7 天 6 夜精華之旅：
Day
Day 1
Day 2

Program
抵達倫敦， 辦理入住後於飯店自助晚餐。
早餐後， 開往史前巨石陣(STONEHENGE
， 117KM/ 2.20HRS) ， 巨石陣亦稱爲圓形石林， 由幾十塊巨石圍城一個大圓圈， 有
些石塊甚至高達 6 公尺， 在這平原上矗立了數千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

產， 英國最著名的史前建築遺跡。
巨石陣
是英國最受游客歡迎的景點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古跡之一， 因爲沒有人知道爲
什麽先人如何佈置這些石陣， 又是什麽原因， 讓他們這樣去佈置？
之後前往索爾兹伯里（SALISBURY
16KM/ 0.30HRS) Local 餐廳午餐 （三道式）。

Day 3

餐後經過 ANDOVER (114KM/ 2.00HRS) 開往溫莎（WINDSOR）， 有著大圓塔的溫莎
城堡， 是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最喜歡居住的行宮之一， 也是平常皇室家族聚會活動
的主要場所。 聖喬治禮拜堂 （St. George’s Chapel ）則是溫莎城堡的皇家教堂， 可以
容納 800 位訪客。（下午溫莎小鎮的行程有中文導游導覽 ）
行程結束開往飯店 (21KM/ 0.20HRS)
早餐後， 出發前往 Outlet Bicester Village (84KM/ 1.15HRS)。 超過 160 家的名店， 常
年提供名品折扣， 最高甚至可以打到 4 折， 提供最超值的購物樂趣。
https://www.thebicestervillageshoppingcollection.com/en/the-villages/bicester-village/
Option: 早上開車前往劍橋校區， 校區本身古色古香的英式建築， 加上整片的綠地，
林木， 河川，構成了一幅和諧美景。
午餐中式餐 （六菜）
之後前往牛津 ( OXFORD 24KM/ 0.30HRS)
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 （Christ Church 含門票）
牛津大學是真實版的霍格華兹，知名電影哈利波特中用餐的

大堂便是在此拍攝
（中午師生用膳時間
不對外開放）。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建於 1546 年， 由亨利八世所建， 也是世界上唯一
一個同時是主座教堂 （Cathedral）的學院。 英國史上， 共有 13 位英國首相為本校校
友， 貴族色彩非常濃厚。
參觀門票包含的參觀區域: 學院餐廳(The Great Hall)、主教座堂(Cathedral)、學院內的
四方草坪(Quads) 和學院迴廊 (Cloister)
（下午牛津的行程有中文導游導覽 ）
Day 4

早餐後開往倫敦市區 (95KM/ 2.00HRS)
（全天中文導游，午餐六菜中式餐）， 參觀以下定點：
- 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建於 1753 年，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舘。大英博物
館的收藏， 囊括了兩百萬年人類的歷史， 從石器時代至今和各個世界文化遺產， 屬
於世界最爲重要的博物館之一。 展出品共約八百萬件（如果一件展覽品看 10 秒， 需
要兩年半的時間。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 每年約有五百萬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
也是世界上最受訪客歡迎，造訪次數最多的博物館。由 Sir Norman Foster 設計的入口
是歐洲最大的開放式建築，比一個足球場還要大。
- 自然史博物舘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博物館位於世界知名的 Harrods 百貨公司附
近， 屬於世界上此類展出最大的博物館之一。 該管從前屬於大英博物館的一個分部，
現在則是將一些展出主題在此獨立出來， 例如地球上的生活， 自然力量， 達爾文，
野生物。。。等等。在此展出衆多動物標本和骨骸， 入口處 20 公尺長的恐龍便是一

例，
另外還有藍鯨等等巨型動物的骨
骸可見。這裏展出標本約七千萬件， 共有 5 個主題， 分別是植物學， 昆蟲學， 礦物
學， 古生物學和動物學。 博物館同時也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心。
-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柯芬園是世界一流的時尚和餐飲中心，鵝卵石廣場和市集
大樓 (Marketing Building) 的拱門則透露著古色古香。從西敏寺的果園， 到倫敦第一座
住宅廣場再到倫敦果菜批發市場， 可盡情探索幾世紀來科芬園濃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此外， 科芬園還以街頭表演著稱， 是潘趣木偶戲(‘Punch & Judy’ puppeteer show)的發

源地。從早期的木偶戲到當今的街頭表演，科芬園一直都是表演藝術的樂園。

Day 5

行程結束開回飯店 (45KM/ 1.00HRS)
HEATHROW AIRPORT
早餐後出發前往倫敦市區(45KM/ 1.00HRS)
（早上半天中文導游）， 參觀以下定點：
- 英國國會大廈 House of Parliament， 又稱西敏宮，是國會所在地， 建於 1840 到
1870 年間， 柱狀新哥特式代表建築之一。 西敏宮位於國會廣場的西敏市内， 泰晤士
河西岸， 建築之初是作爲皇室住所只用， 但自 1529 年之後， 皇室便搬遷此地。 西敏
宮和西敏寺， 聖瑪格麗特教堂同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西敏宮目前保
留下來最古老的部分是 1097 年的西敏廳和 1365 年建的珍寶塔。 1834 年一場火災將
西敏宮幾乎完全燒毀， 之後的修復約花了 30 年的時間。 二戰亦受到德軍的轟炸而需
要修復。 今天西敏宮不僅是英國政府機構的代表建築， 也是倫敦著名旅游地標。
- 大笨鐘 Big Ben， 作爲倫敦最搶眼的建築， 非伊麗莎白塔莫屬。這座 1858 年竣工，

高 96,3 公尺的建築物，
原來的名稱就叫鐘
樓, 2012 年為慶祝伊麗莎白女皇二世即位 60 周年，改名為伊麗莎白塔, 亦屬於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 大笨鐘原本是指鐘樓内五個大鐘其中最重最大的一
個，它的正式名稱叫西敏大鐘„Great Bell of Westminster“。 慢慢的大笨鐘變成這個鐘
樓的俗稱。大笨鐘每 15 分鐘播放一次音樂， 如果不是正好在維修， 便可以欣賞諸多
名曲， 例如韓德爾歌劇中的彌賽亞。
-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y, 位於西敏宮的西邊， 傳統歷任英國國王在此加冕且身後埋
葬於此， 在位將近 70 年的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的登基， 戴安娜王妃的喪禮，威廉
王子和凱特王妃的婚禮也都是在這裡舉行的，除了是重要的典禮舉辦地點，西敏寺在
學術方面也有具有一定地位，部分《新約》及《舊約》聖經都是在這邊翻譯完成的。
西敏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 1045 年， 當時國王開始建造一個羅曼式的建築， 並於
20 年後完工。隨著時間的推移， 慢慢出現早期哥特式的建築風格。
西敏寺亦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
- 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占地 16 萬平方公尺。是英國皇室的住所， 同時也是女
皇伊麗莎白二世和夫婿菲利浦親王接待外賓的地方。 白金漢宮建於 1703 年， 1837 年
開始， 隨著維多利亞女皇的登基， 正式成爲英國皇室的住所。白金漢宮的上方如果飄
揚著國旗， 便表示女王處於宮中。 廣場每天早上都舉行衛兵交接，是來到倫敦觀光的
熱門節目之一。
午餐中式餐（六菜）
下午自由活動。

Day 6

行程結束開往飯店 (45KM/ 1.00HRS)
早餐後出發前往倫敦市區(45KM/ 1.00HRS)
（全天中文導游）， 參觀以下定點：
泰晤士河游船， 從西敏碼頭上岸到倫敦塔碼頭下船（from
Westminster Pier to Tower Pier by City Cruises ）， 一路盡賞泰晤士河兩岸風光： 西敏
大橋， 西敏宮， 倫敦眼， 環球劇場 (Shakespear’s Globe) , 碎片大廈 （The Shard， 約
310 公尺， 歐盟最高摩天大樓，這棟建築的門面是由 11.000 塊玻璃碎片建成， 這是它
的名字由來）, 倫敦鐵橋等等。
午餐西式三道式。

- 倫敦塔 Tower of London （外觀）
是世
界上最有名的城堡之一， 建於 1086 年， 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在歷
史上， 曾被用來作爲軍火庫， 動物園， 寶藏庫， 監獄和皇居。 起初倫敦塔非常不受
百姓歡迎， 因爲作爲監獄和刑場， 倫敦塔是政府壓迫人民的象徵， 直到今天， 都還
流傳著恐怖的故事。這裏現在收藏著王冠珠寶。 關於倫敦塔的迷信之一，就是只要有
六隻烏鴉停留在那裏， 英國就不會亡國。 所以一定有至少六隻烏鴉留在塔區。
- 倫敦塔橋 Tower Bridge （外觀）。倫敦塔橋除了是倫敦著名地標， 也是世界上最美
麗的橋梁之一， 這座橫跨泰晤士河， 244 公尺長的橋建於 1886 到 1894 年之間，主要
是鋼鐵材質， 橋上兩座塔外觀則是以石灰岩為建材。 起初由於流鶯和扒手的出沒，
1910 年開始禁止行人通行， 直到 1982 年才重新對徒步行人開放。 泰晤士河的河運量
雖然大爲減低， 但大型觀光河輪穿過時， 鐵橋中央還是得打開， 最多可打開至 86 度
角， 幾乎是垂直。 這樣完全打開的時候並不多， 只有在特別慶典或紀念重要人物才
會發生。 例如 1965 年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國喪。
- 聖保羅大教堂 St Paul Cathedral （外觀）聖保羅大教堂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築，為英
國第一大教堂。 教堂建於西元 604 歐元， 17 世紀的倫敦大火燒毀後，目前樣貌為 17
世紀末耗時 30 多年改建而成。 已逝的戴安娜王妃和查理王子的婚禮， 便是在這座教
堂中舉行。

Day 7

- 千禧橋 Millennium Bridge （外觀）千禧橋於西元兩千年開放，是一座鋼材吊橋， 其
上只限行人通行。吊橋也出現在哈利波特系列電影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 的場景中。跨泰晤士河兩岸， 北接聖保羅大教堂， 南接環球劇場。
之後開回飯店(45KM/ 1.00HRS)
這天踏上歸途， 結束倫敦精華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