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愛爾蘭 22 日(2018 年)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 & 愛爾蘭共和國)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倫敦 (洲際長程飛行，機上餐宿)
第 2 天 劍橋(Cambridge)約克(York)英格蘭
劍 橋: 英國第二古老的劍橋大學創立於西元 1209 年，共有 31 所學院(Colleges)分佈 1 平方多
公里學區，一年三個學期各約上課 8 周(Michaelmas:10-12 月 Lent:1-3 月 Easter:4-6 月)。
各學院限定遊客湧入，欲窺探學術殿堂奧秘，請化整為零輕聲入內觀賞。
 ★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西元 1441 年創立，有英王亨利六世(Henry VI)為設立全
英格蘭最美麗的教堂而建造的國王學院教堂(King's College Chapel)。
★三一學院：英王亨利八世於 1546 年創立，有全劍橋大學最寬廣的綠地庭園。
★女王學院：西元 1448 年與 1465 年創立兩次，有西元 1749 年依物理力學原理
不用鐵釘或螺栓搭造的數學橋(Mathematical Bridge)，被拆過後無法重組回復，
只好每兩英吋釘一根大頭釘裝回去。
★聖約翰學院：1511 年創立，跨接新舊兩校舍的歎息橋(Bridge of Sighs)最引人目光！
★基督學院：原「上帝之家」(God’s House)，西元 1448 年創立 1505 年更名，教堂甚具
特色！新穎的學院建築「New Court」具現代化。校友中寫「進化論」之達爾文最知名。
約 克: 西元 71 年羅馬帝國第九軍團在今約克市建城塞(古名：Eboracum)後成為北方省份
首府，是英國少數完整保存中世紀風味古城，遊英格蘭不到約克簡直抱憾終生！

第 3 天 約克湖區(The Lakes)
 ◎約克大教堂(York Minster)：天主教的大教堂，歐洲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大規模哥德式
教堂，塔高 60 公尺耗 250 年迄西元 1472 年建成，有全英國最精美中世紀彩繪玻璃窗。
★古城牆 (The Walls) ：包圍約克古城約 5 公里長的中古世紀城牆，牆內錯綜交織著
景色如畫的中古世紀街道，其中屠宰場古街(Shambles)是最多遊客造訪的景點。
湖 區: 在英格蘭西北部與蘇格蘭邊界自卡萊甌(Carlisle)到蘭卡斯特(Lancaster)國道(M6)以西，
面積約 2,300 平方公里，佔※湖區國家公園(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大部分，
一萬年前冰河時期結束後全境天然景觀幾乎原封不動。每年約吸引一千八百萬遊客到訪。
 長寬相距各約45公里範圍密集全英格蘭最長之★溫德密爾湖等共計16 個主要的狹長
形湖泊，湖畔接臨著全英格蘭最深的溪谷與壯麗瀑布以及英格蘭最高之 Scafell 山峰
(海拔 978 公尺)等共有 4 座將近一千公尺之英格蘭境內高峰。

第 4 天 格拉斯哥(Glasgow)蘇格蘭
格拉斯哥: 蘇格蘭西部港都、最大城市與英國工商大港，以國際馳名的蘇格蘭歌劇、芭蕾舞與
藝術，享有「歐洲文化之都」聲譽，西元 1999 年榮獲英國建築與設計代表城市。
 ★喬治三世廣場(George Square)：座落市中心周邊密集各種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建築。
◎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創立於西元 1451 年，校區在喀爾文林園
(Kelvingrove)綠地邊上，迄二十世紀末共培育出 57 位諾貝爾獎的得主。
◎凱文葛羅夫藝術(Kelvingrove Art)博物館:收藏精良武器和大量自然史文物。

第 5 天 羅蒙湖(Loch Lomond) 蘇格蘭高地(Scottish Highlands)
羅蒙湖: 蘇格蘭首座國家公園、英國最大淡水湖(7,123 公頃)，湖水清澈如鏡，宛若世外桃源。

蘇格蘭高地 蘇格蘭北疆地廣人稀由不規則分裂狀的地勢組成，古老山區經流水衝擊及冰川分割



形成無數山脈，其中本尼維斯山(Ben Nevis)是英國最高(1,344 公尺)的山峰、湖泊及
峽谷散布綠野叢林間，山湖相連風光明媚，供無數作家及作曲家在此獲得創作靈感。

第 6 天 尼斯湖(Loch Ness)愛丁堡(Edinburgh)
尼斯湖: 在蘇格蘭北方，外形狹長(長 37 公里、寬 2 公里、最深達 240 公尺)，長年不斷傳出
有人目擊湖中大象般灰膚色、有長頸鹿般長脖子之身長 10 公尺大水怪出沒。科學家
長期研究、馬戲團懸賞捕捉、.....迭增尼斯湖長久以來的神秘色彩。
 ◎厄奎特(Urquhart)城堡：曾是蘇格蘭最大城堡，城堡上可全覽尼斯湖神秘風光。
愛丁堡: 蘇格蘭(Scotland)首府：歐洲最美麗城市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遺產城市。

第 7 天 愛丁堡
老城區: ◎愛丁堡古城與皇家哩路(Old Town & Royal Mile)：愛丁堡山丘下的三條街路
串接到聖十字架宮(Holyrood Palace)長約 1 哩，是古城區最精華遊覽路段。愛丁堡
城堡聳立在巨石般的死火山丘頂上，從市區各角落都可望見，是歷代蘇格蘭王朝
宅邸、舉辦盛宴與接待的首選，15 世紀以來不斷見證著圍城攻防之關鍵歷史過程。
 ★聖十字架宮：在廣袤的聖十字架公園高處邊沿，背對 12 世紀的修道院遺跡
與 16 世紀時建立的蘇格蘭王室宮殿，是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駐蹕蘇格蘭時的行宮。
★蘇格蘭新國會：有不規則造型的窗和一間間議員室，建築師稱為沉思的空間。
◎蘇格蘭作家(Scottish writers)博物館：主要展示蘇格蘭偉大文學人物:羅伯特伯恩斯
(Robert Burns)、沃爾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羅伯特.史蒂文生(R. L. Stevenson)的作品。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展示史前至今的蘇格蘭歷史文物，依不同主題時間順序介紹
蘇格蘭歷史及人文特性，很多展覽都可動手玩或親身體驗蘇格蘭的服飾和風笛。
新城區: ◎王子街花園(Princes Street Gardens)：王子街向南到愛丁堡城堡之間恰好分開新舊
兩城區，有大片精美的公園。中間有皇家蘇格蘭學院與蘇格蘭國家美術館，是一處
戲遊賞花令人心曠神怡的公園綠地，時或恰有音樂演出或施放節慶煙火，更是全世界
最大型除夕夜派對(Hogmanay Party)的舉辦處。
 ◎蘇格蘭國家美術館：廣泛收集文藝復興時期、浪漫主義時期與印象派的藝術
佳作。包括拉斐爾(Raphael)與提香(Titian)等義、法大師作品及蘇格蘭一流美術創作。
★卡爾登山丘(Calton Hill)與攝政王花園(Regent Gardens)：有★尼爾森紀念塔
(The Nelson Monument)、★市立天文台、紀念拿破崙戰爭亡魂的★國家忠烈祠…。
佛 斯: ★大鋼橋(Forth Bridges)：Forth 河出海口利用懸臂式鋼樑建造 2.5 公里長的跨河
大橋，西元 1883 年到 1890 年之間建造，橋面高於水面 48 公尺，完工時是舉世空
前的工程傑作！鐵橋油漆面積幾近 5,500 公畝，油漆工不得不一年到頭垂吊上漆。

第 8 天 蘇格蘭(Cairnryan)港伯爾發斯特(Belfast)北愛爾蘭
伯爾發斯特 北愛爾蘭首府和文化、商業中心，17 世紀時蘇格蘭與愛爾蘭的基督教長老教會信徒

以宗教信仰中心發展肇始。20 世紀初轉變成勝過愛爾蘭式的充滿英國式風格大城。
★登內格爾(Donegall)廣場與穀物市場(Cornmarket)：市中心新古典風格的市政廳矗立在

綠草如茵的方形廣場上，綠色半球形銅質屋頂 53 公尺高；穀物市場是最早的賣場。
黃金哩區域(The Golden Mile)：※維多利亞大道(Great Victoria Street)的兩旁有許多
北愛爾蘭代表性建築。★大歌劇院(Grand Opera House)乃北愛爾蘭領域最值得炫耀
的軟硬體設施，昔日屢遭『愛爾蘭共和軍』(IRA)炸過後一再補修。
女王大學區 ★女王大學完全仿建牛津大學的毛德任學院(Magdalen College)，西元 1845 年時

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Queen Alexandrina Victoria)蒞臨為創校奠基。南邊★植物園
(Botanic Gardens)有兩座 19 世紀建的溫室花房：棕櫚房(Palm House)與熱帶溪谷房
(Tropical Ravine House)。賞心悅目的★玫瑰花園逢花期到訪更是令人眷戀不已！

第 9 天 安特令幽谷(Glens of Antrim)巨人堤道倫敦德瑞(Derry)
安特令幽谷 北愛爾蘭北海岸是野生動物和花草並茂的世外桃源，共有九處美不勝收的※天然谷地

(The Glens of Antrim)，※格連納瑞芙(Glenariff)享有
「幽谷之后」
(The queen of the Glens)美譽！
巨人堤道: 獨特海濱景觀、大自然珍貴資產(A World Heritage Site)！被稱作世界第八大天然奇景，
由大約四萬支柱狀玄武岩構成 (大多六角形，間有四邊形、五邊形、七邊形或八邊形，
約六千萬年前地底噴出岩漿塑成，最高 12 公尺)。全世界只有蘇格蘭西海岸 Staffa 島
 還有一些。相傳是巨人麥酷爾(Finn McCool)為愛打造的神奇工程。★巨人堤岸濱海路徑
(The Gaint’s Causeway Coastal Path)：濱海景觀之路有海岸懸崖、沙灘、美麗小漁村與
崖邊古堡。附近海岸在1967 年挖掘出1588 年沉沒的西班牙「無敵艦隊」之螺旋號(Girona)。
倫敦德瑞: 北愛第二大城，17 世紀初建 1.6 公里城牆圍繞(天主教徒稱 Derry,新教徒稱 Londonderry)。

第 10 天 倫敦德瑞高爾威(Galway) 里摩瑞克(Limerick)愛爾蘭
◎聖可倫布(St. Columb’s)大教堂：建於 17 世紀，是哥德式的英國國教派大教堂。
 ★中央廣場(The Diamond)：最早把基督教傳到蘇格蘭和北英格蘭的聖可倫布創建
修道院(St Columb's Cathedral)處，喬治國王時代與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建築林列。
★血腥禮拜天紀念碑：天主教徒聚集的波哥區(Bog side)街角(Free Derry Corner)。
高爾威: 愛爾蘭第四大城，高爾威海灣東北角的商港、漁港，也是充滿閒逸氣息的大學城。
 ◎老城區岸邊匯集港埠與河口碼頭，過狼音橋(Wolfe Tone Bridge)與中古世紀
城牆遺址，可觀賞科瑞布(Corrib)河東岸，西元 1584 年建造的★西班牙拱門
(Spanish Arch)是代表該城的典型標誌。
★老城區內窄小蜿蜒的巷道充滿古色古香中世紀情調，並有現代化的購物商場。
★聖母昇天暨聖尼可拉斯大教堂(Cathedral of Our Lady Assumed into Heaven & St. Nicolas)：
西元 1965 年建造的羅馬天主教教堂，壯麗雄偉又稱「泰姬米侯」(Taj Michael)
以紀念當年興建這座教堂的大主教米侯(Michael Brown)。
里摩瑞克：愛爾蘭第三大城，維京人最早到夏濃(Shannon)、阿貝(Abbey)河中國王(King’s)島發展。

第 11 天 莫赫大斷崖(Cliffs of Moher) 里摩瑞克(Limerick)
莫赫大斷崖 231 公尺高之海岸大斷崖綿延 8 公里浪濤拍壁，天然勝景無比壯麗！往西遙望美洲：

茫茫大海杳無一片陸地！是西元1970年電影 Ryan's Daughter"雷恩的女兒"取景地。
風平浪靜時，俯望海岸無比震撼！海上稀疏突立幾支被海浪侵蝕的怪石柱，波濤
洶湧時海浪狂襲崖壁捲起石礫飛揚，層層岩壁成無數海鳥(Puffin)絕佳棲息地。
 最高處的★「歐布瑞恩塔」(O’Brien’s Tower)背對高山建於 19 世紀初，是俯瞰
整個愛爾蘭西部海岸最棒的觀景地。
里摩瑞克: 城北★國王島留存中古世紀風味，又稱「英國人城」(English Town)保有中古
城牆遺跡，宏偉的約翰王城堡(King John’s Castle)據守河岸，是 13 世紀初建造的
五角形堡壘和全城最古老建物。
 ★聖母大教堂(St. Mary’s Cathedral)：維京人退走後所建，現存大多 15 世紀遺物。
夏濃河上★托孟(Thomond)橋邊是西元 1691 年愛爾蘭投降英國的紀念地：簽約石
(Treaty Stone)最具歷史意義。國王島南「愛爾蘭人城」(Irish Town)有繁華 Patric 街、
歐康乃爾街(O’Connell St.)、弧形大道(The Crescent)…。

第 12 天 寇克(Cork)都柏林(Dublin)
寇 克: 愛爾蘭南海岸 Lee 河入海口的全國第二大城，是別具特色文化與傳統的南部港都。
★克羅福特藝術館(Crawford Art Gallery)：原 Lee 河小島尖端的海關，現供藝術展覽。
※聖安教堂(St. Ann’s Church)：方形鐘塔頂端豎立鍍金鮭魚狀風標是城市的標誌。
 ★聖芬巴大教堂(St. Finbarr’s Cathedral)：西元650年建塔高73公尺之哥德式修道院。
◎布拉尼城堡(Blarney Castle)：15 世紀城堡廢墟是最熱門景點，依習俗仰頭翻身
倒向牆面吻城塔內 29 公尺高布拉尼之石(Blarney Stone)，據說可獲口若懸河、
文辭並茂的神奇效益！有心想要出口成章嗎？請登高並折腰獻倒吻！
都柏林: 千年歷史古城，12 世紀起來自英格蘭的統治者開始建造教堂與城牆、圓型塔堡。

第 13 天 都柏林


★市政廳： 18 世紀建的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19 世紀中葉改成議員聚會所。
★愛爾蘭銀行：西元 1800 年的愛爾蘭國會表決脫離英國，英軍鎮壓後改成銀行。
★都柏林城堡：13 世紀初英王約翰所建造，迄 1922 年是統轄愛爾蘭的行政中心。
◎國家美術館：西元 1864 年開館，收藏歐洲各畫派與雕塑作品逾萬之藝術寶殿。
★國家博物館：展西元前 2200 年迄 20 世紀文物，塞爾特古文明與維京遺物最珍貴。
★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西元 1592 年由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所創立，校區
許多 18、19 世紀的精美建築。
★半分錢虹橋(Ha’Penny Bridge)：麗妃(Liffey)河水面上無支柱的精美人行橋。

第 14 天 聖頭港(Holyhead)康維(Conwy)威爾斯
聖頭港: 自都柏林碼頭乘船渡過愛爾蘭海(Irish Sea)前往大不列顛島西岸威爾斯的聖頭港。
康 維: 全城被 12 世紀古城牆包圍，是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建造之許多精美城堡。
 ★康維城堡(Conwy Castle)有 22 支圓塔、牆高 11 公尺、厚約 2 公尺、長約 1.6 公里，
城堡內火車軌道自城牆下鑽入。緊鄰快活山(Mt. Pleasant)陡峭牆面上視野精彩。
★蘭卡斯特紀念廣場(Lancaster Square)：中央矗立 13 世紀時建立威爾斯獨立王國
之傳奇君主 Llywelyn the Great 手持盾劍的雕像，廣場許多 14~16 世紀的古典建築。
★世界最小房子(The Smallest House)：四百年前蓋的 2 層窄屋，183 公分高>入內低頭！

第 15 天 斯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卡次渥茲(Cotswolds)英格蘭
斯特拉福: 阿爾丁森林區(Arden country)莎翁出生地，瀰漫他生平典故風情與都鐸(Tudor)風貌。
★莎翁故居：莎士比亞出生地，亦是全世界的英國文學熱愛者最嚮往的朝聖地。

★班克羅夫特花園(Bancroft Gardens)暨劇場花園(Theatre Garden)：亞玟河(River Avon)
河畔精美的公園中班克羅夫特花園內有 15 世紀古石橋(Clopton Bridge)與 19 世
紀英國雕刻家 Ronald Gower 爵士為大文豪及其戲曲主角創作之紀念雕像。南邊
皇家莎士比亞劇場(Royal Shakespear Theatre)和天鵝劇場(Swan Theatre)接劇場花園。
★聖三合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亞玟(Avon)河西岸的莎翁與妻女安息處。
卡次渥茲: 是英國『法定特殊自然美景區』(Areas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英格蘭
西南部傳統古村與賞心悅目的迤迡山川、泰晤士(Thames)河源頭高低起伏谷地
的田野點綴古色古香的中世紀石屋…共同編織成一幅幅充滿詩情畫意的景觀。
格洛斯特 除了沿途一幕幕精彩畫作般的田園景觀，西元 681 年原建在塞文河畔的聖彼得
大教堂: 修道院遺址上，矗立西元 1089 年至 1499 年建的羅曼式風格★格洛斯特大教堂
(Gloucester Cathedral)，
『哈利波特』電影的許多場景是在這長達 130 公尺、寬
44 公尺、中央高達 69 公尺有 4 個小尖塔的大教堂(主要是它的修道院)所拍攝。

第 16 天 卡迪夫(Cardiffd)巴斯(Bath)
卡迪夫: 威爾斯首府，臨布里斯托海灣(Bristol Channel)北岸，接近威爾斯全境最南端的海濱。
★卡迪夫城堡(Castell Caerdydd)：威爾斯境內最著名的千年遺產，也是舉世知名
的遺址景點之一，集阿拉伯式、哥德式、古希臘式風格建造在古羅馬遺跡上。
塔夫(Taff)河畔：★布特(Bute)公園、★市民中心(Civic Centre)、★鐘塔高聳的
市政廳、★女王街(Queen St.)…。
巴 斯: 保存羅馬人建於西元一世紀的大澡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
 ◎古羅馬大浴池(Roman Baths)：英國唯一天然泡湯處(日湧 46.5C 溫泉~113,650 公升)。
★皇家新月與維多利亞公園(Royal Victoria Park)：18 世紀經典建築，弧形 184 公尺長
連棟樓房，如宮邸般古典公寓迎綠草如茵的維多利亞公園，十足融合住宅與庭園
之美。※國王圓環(The King’s Circus)：1754 年建的街景，三條路交會圓環周圍
屋宇具特色。※波騰尼橋(Pulteney Bridge)：1769 年到 1774 年建的橋上商街，跨亞玟
(Avon)河上，與另一座北行列橋(North Parade Bridge)併列接通西岸巴斯精華景點區。

第 17 天 史前巨石圈(Stonehenge)牛津
史前巨石圈 或譯:「巨石陣」
，遠溯及新石器時代的英國最重要之人類史前遺跡，建築起因

和構造方法至今在考古界仍是個不解之謎!每年從世界各地有百萬以上的旅客
慕名來參觀。西元 198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巴士將遠處停靠綠草如茵的大片平原邊際，每顆最重達 45 公噸之★巨石自 386
公里外的威爾斯西南部搬過來築成最高約 7 公尺、直徑約 91 公尺的謎樣史前遺跡。
（綜合各種考古推論：大約是西元前 3050 年至 1550 年之間的人類歷史遺蹟）
牛 津: 全英國最古老的牛津大學創立於 1167 年，出過 20 幾位英國首相，現共有 39 所
學院密布於高街(High St.)、寬街(Broad St.)的周邊約 1 平方公里區域內，欲深入各
學院窺其堂奧請先化整為零褪去鮮明的遊客色彩！
★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西元1525 年成立，有許多間的堂皇
校舍、教堂、藝廊。
★美爾敦學院(Merton College)：西元1264 年創立，其 14 世紀建的圓形建築
「Mob Quad」乃牛津最古老學院，其圖書館自中古時期使用迄今，一旁 13
世紀末建的小教堂(Chapel)古老玻璃窗從 14 世紀一直保留到現在。
★王后學院(Queen’s College)：西元1340 年為尊崇菲立芭王后(Queen Philippa)
所設立，17 世紀中葉時校舍重建，是全牛津獨具清一色建築風格的學院，
學院內之課堂、教堂、圖書館…皆完整保留三百多年前的原貌。
★毛德任學院(Magdalen College)：西元 1458 年成立，原是浸信會的醫院，
沿高街那面牆是 13 世紀的古蹟，學院內有 46 公尺高的鐘塔傲視全城。

第 18 天 溫莎(Windsor)倫敦(London)
溫莎古堡: 全英國最大的城堡、全世界所有王室宅邸中最大也是沿用最久的宮殿。最早是
Windsor Castle 11 世紀時「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建在泰晤士河岸上的一處木造
要塞，12 世紀時亨利二世以石頭改建，當今之規模乃英格蘭王朝歷經 40 君主
所陸續建成，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承襲先祖成例亦常駐蹕溫莎。遊客觀賞★溫莎
 城牆與廣大綠地庭園時，幸運的話也可剛好觀賞到衛兵交換班。
倫敦: 聯合王國(U. K.)與大英國協(Common Wealth)首都、顯赫世界舞台的超級大都會，
全英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國際金融商貿暨世界上觀光旅遊的重鎮。
市區：市中心區(City of London or “The City”)、西敏市(Westminster or “West End”)

大英博物館 ◎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與巴黎的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鼎立為全



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博物館，展出內容包羅萬象精彩無比。史前與世界各古文明之
珍奇寶物、人類的寶貴文化遺跡盡皆蒐集珍藏，尤其埃及法老王古跡、中國
早期遺產文物最受世人歎賞！

第 19 天 倫敦
倫 敦: ★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與英國王室歷史最密不可分的宗教建築，最早
自西元 1066 年英王哈洛德(Harold II)二世到現今女王，除了愛德華五世與愛德華

八世，一直維持著英國君主在西敏寺加冕登基的歷史傳統。
★英國國會(Houses of Parliament)與「大笨鐘」(Big Ben)：倫敦最具代表性象徵，
是英國的上、下議院，原是王室的西敏宮(Royal Palace of Westminster)迄亨利八世
才遷出。西元 1834 年火災，西元 1840 年重建完工。
★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正式宮邸，座落 40 英畝的
庭園中有六百間房。夏季時每天上午 11 點 30 分演出約半小時「衛兵交換班」
。
★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倫敦 1666 年大火災後在焚毀的教堂原址，
建造三十餘年迄 1711 年完成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座新教徒的大教堂(也是原址的
第五座教堂)，教堂高 365 呎(111 公尺)巍巍聳立泰晤士河北邊，半球狀屋頂
全歐洲第二大規模僅次於梵帝岡之聖彼得大教堂！
※倫敦塔橋(Tower Bridge)：古典韻味洋溢的塔橋 1886 年建造到 1894 年完工，
整體造形哥德式呈堡塔狀，以花崗石和鋼鐵建造，橋面可仰開供大船通過。
※海德公園(Hyde Park)與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s)：共 630 英畝綠地
(含 41 英畝湖面)，林木廣袤直如「倫敦之肺」。海德公園原是英王亨利八世
獵鹿園區，現在是市民與遊客休憩的絕佳園地。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紀念特拉法加海戰陣亡之海軍上將納爾遜
(Horatio Viscount Nelson)而建的市中心廣場，也是代表倫敦市區的一處地標，
中央矗立 145 呎(44 公尺)高之花崗岩石柱，上端是高 17 呎(5.18 公尺)的納爾遜
雕像，下端 4 隻雄獅雕塑守護著石柱。廣場上大群鴿子盤踞並有一座美麗的
噴水池，此處亦是政治性集會或示威的熱門地點。
格林威治: 西元 199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格林威治保存了高密度、高質量具有歷史和
建築意義的區域，包括沿河的與航海有關的建築群、格林威治宮苑、以及建於
19 世紀的鎮中心區，將「海事格林威治」(Maritime Greenwich)登錄世界遺產名錄。
英國是世界上先進的海運國家，從格林威治子午線計算經度(該子午線被認定為
 經線零度，Meridian Conference of 1884 這公約被國際上採用)，「GMT」是指在
格林威治天文台平均太陽時間的術語。子午線經線零度在★皇家天文台八角形
屋頂上的時間球(Royal Observatory with the time ball atop the Octagon Room)。

第 20 天 倫敦
第 21 天 倫敦台北
第 22 天 台北

(全日自由活動)
(整理行裝搭機返國，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歡欣喜悅、充實又滿足地各自平安返抵家門)

＊旅途中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不供餐）
。＊經濟型旅館住宿為：2 人 1 室附衛浴。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參加辦法請看下頁

＊英國、愛爾蘭 22 日之行程內容充實豐富，參觀項目安排許多，若逢該日或抵達當時無法
入內參觀時，盡可能改往其他相同預算之觀光景點；若該項入內參觀（即標示“◎”符號）
為免費，但因“不可抗拒”（如：博物館休假、整修、關閉……）因素取消，則無任何
“退費”或“補償”，請旅客諒察。
＊旅客若有任何不要入內參觀之項目，請於出國前告知本公司！為免除領隊帶團之困擾
（如：入內參觀前後另需核對預算、或另需核算扣除團體購票與個人退款差額、或
voucher 不得更改、或訂妥人數即不得變更之限制…。）
旅客出國後任何自行放棄之項目及餐食本公司將一律不退費！
＊各學院在考試時間或休課時期各自限定遊客湧入，請化整為零、輕聲從容入內欣賞各
學院建築與學風。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
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
公司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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