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冰島倫敦 14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02 阿姆斯特丹 / 雷克雅維克  

03 雷克雅維克 (市區觀光+極光團)  

04 雷克雅維克 (金環之旅+Bruarfoss Waterfall)  

05 雷克雅維克 (冰川健行+飛機殘骸) 

06 雷克雅維克 (上午冰島馬+市區)  

07 雷克雅維克 (傑古沙龍冰河湖含船之旅)  

08 雷克雅維克 (COMFORT 藍瀉湖溫泉+市區觀光) 

09 雷克雅維克 / 倫敦 

10 倫敦 (市區觀光)  

11 倫敦 (市區觀光)  

12 倫敦 (市區觀光)  

13 倫敦 / 台北  

14 台北  

報價 : 兩人成行 / 每人 NTD 141,0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5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中華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雷克雅未克 / 倫敦經濟艙機票含稅 (含托運行李 23 公斤)  

03 表列旅館共 11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4 冰島機場---旅館來回巴士 

05 金環之旅當地旅遊團 

06 傑古沙龍冰河湖含船之旅當地旅遊團 

07 藍瀉湖溫泉之旅 (COMFORT 套裝+回巴士接送)  

08 極光當地旅遊團 

09 冰川健行+飛機殘骸當地旅遊團  

10 倫敦專車接機/送機 

11  LONDON PASSN 三日卡 

12 全程 WIFI 分享器二人一台(每日 2.5Gb / 用完降速---傍晚恢復) 

13 全程 500 萬身故+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4 詳細操作手冊+旅館地圖標示 

15 冰島馬當地旅遊團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4 天) 
 
 
DAY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 

噢！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此次歐 

洲之旅的第一站---阿德雷松。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 

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歐洲之旅。 

 

 

 

DAY2  阿姆斯特丹 / 雷克雅維克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阿姆斯特丹機場，短暫休息進中午搭機前往雷克雅未克，開啟北歐之旅

序幕。隨後市區觀光：市中心有許多著名景點，如美麗人工湖提厄爾寧湖，以及環繞其湖而

建的市政廳、國會樓。鄰近的釣魚碼頭也是不容錯過的拍照景點。 

 

 

哈爾格林姆教堂 (冰島語: Hallgrímskirkja) 

哈爾格林姆斯教堂位於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山丘上，以冰

島著名文學家哈爾格林姆斯的名字而命名，紀念他對冰島

文學的巨大貢獻。教堂建於 1930 年，是雷克雅未克標誌

性建築。哈爾格林姆教堂高 73 米，是冰島最大的教堂，

也是冰島第六高的建築結構，僅次於海德利桑德長波無線

電桅杆、格林達維克無線電桅杆、埃伊爾斯塔濟長波無線

電桅杆和 Smáratorg 塔。 

 

 

哈帕音樂廳 (冰島語: Harpa) 

哈帕音樂廳於 2011 年投入使用，據說其靈感源於冰島的

美景和美輪美奐的極光，也重在體現冰島的美。哈帕音樂

廳評選為世界 15 大最優美的音樂廳之一，其標誌性的透

明磚牆看上去不斷在變化著色彩和光線，形成城市與建築

內部生活之間的一種對話。音樂廳佔地面積 28000 平方

千米，整體形象像是一個聳立在海岸邊的玄武岩岩石，建

築外立面設計靈感來自自然，其中幾何單元結構靈感來自

當地玄武岩，可以眺望遠處的山脈與浩瀚的海洋。音樂廳和城市、山脈、海洋、天空共同組

成了一幅優美的畫卷，其不斷變化的光芒代表著色彩絢麗、變幻莫測的極光。 

 

 

 



 

 

太陽航行者 (冰島語: Sólfarið ) 

太陽航行者是一座建在雷克雅維克海岸線(Sæ braut 

Street) 上的以維京船骨架為靈感製作的雕塑，由冰島藝

術家 Jón Gunnar Á rnason 於 1990 年製作完成，有人

說它是一艘代表了夢想的船，也有人說它是獻給太陽的頌

詩。如果說哈爾格林姆教堂是雷克雅未克的地標，太陽航

行者雕塑就是雷克雅未克海岸線上面最顯眼的標誌。因為

造型獨特，加上選址很好，經常有人在 The Sun Voyager 這裡拍出非常美的日落照片。 

 

雷克雅維克主教座堂（冰島語：Dómkirkjan í Reykjavík） 

雷克雅維克主教座堂是冰島福音信義會的主教座堂，位於冰

島首都雷克雅維克市中心的 Austurvöllur 廣場，毗鄰冰島

議會大廈。冰島議會自 1845 年以來，每屆議會均開始於該

堂的彌撒，因此該堂牧師也是國會議員。 該堂管風琴造於

柏林。 

 

 

 

DAY3  雷克雅維克 (市區觀光+極光團)     

今日上午雷克雅維克市區觀光: 

 

特約寧湖 (冰島語: Tjörnin) 

特約寧湖是雷克雅維克內最大的湖，也有鴨子湖之稱。湖

水在陽光照耀下鱗光閃閃，野禽在清澈的湖水里嬉戲，著

名的雷克雅未克市政廳等歷史建築倒影湖畔。湖水四周是

鱗次櫛比的建築。市內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築都設在這裡。

有議會大廳、政府大樓、冰島大學，還有一些著名的文化

場所，如國家博物館、畫家畫廊、自然科學博物館等。 

 

雷克雅維克市政廳 (冰島語: Ráðhús Reykjavíkur) 

這棟特約寧湖湖畔附近的現代市政單位建築，因其富有活

力的建築設計與擁有優美風景的地理位置，成為雷克雅維

克市中心的地標。 

前往雷克雅維克市政廳 (Ráðhús Reykjavíkur) 這個獨特

的現代市政中心，可欣賞其大膽的建築線條，與特約寧湖

平靜無波的水面融成一體。漫步在風景如畫的特約寧湖

畔，讚嘆這棟建築迷人的設計，或前往市政廳的咖啡館與

展覽空間，欣賞絕美湖景及觀賞鳥類。 



 

 

今晚參加陸路追極光行程。冰島雷克雅維克首都，緯度

64°08'N，位置非常接近北極圈，是觀看極光的極佳地點

之一。極光團巴士將開往最佳的賞極光地點，等待夜晚

的天空繪出神秘、超現實的色彩。每年 9 月中旬到次年

4 月這半年時間中到北極圈以內地區觀測極光，而深秋

的 11 月和初春的 2-3 月份則是賞極光的最佳季節，是

到冰島不容錯過的熱門行程！ 

 

 

DAY4  雷克雅維克 (金環之旅+Bruarfoss Waterfall) 

乘坐冰島最著名的路線，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 9

小時旅遊中欣賞黃金圈（Golden Circle）的亮點。在

Þingvellir 國家公園回歸自然，在 Geysir 的溫泉中欣賞奇

妙、令人驚嘆的瀑布。從雷克雅未克出發，全天遊覽大自

然，探索黃金圈的圖標。進入歷史悠久的 Þingvellir 國家

公園，國家議會於公元 930 年成立。探索兩大洲的構造板

塊在不斷運動的地方。然後，觀看 Strokkur 間歇泉每隔五分鐘在 Geysir 爆發一次，感受 Gullfoss

瀑布的力量。輕鬆徒步前往 Bruarfoss，Oxararfoss 和 Faxi 的瀑布。了解有關冰島文化和自然

歷史的更多信息，這些地區適合家庭出遊。幾個世紀以來，在不超過 14 人的私密小團體中聆

聽驚人的故事，並沿途發現各種地熱景觀。 

 

DAY5  雷克雅維克 (冰川健行+飛機殘骸)      

今日參加索爾黑馬冰川健行之旅。專車將於旅館接您前往

位於冰島西南方的冰川。經驗豐富的導遊會在安全介紹

後，帶領你開始 Sólheimajökull 冰川健行體驗。走在自然

奇觀鬼斧神工的冰川上，欣賞綿延不絕、美麗的藍色冰

原，享受此地獨特、迷人的風景。探索冰川及其驚人的冰

層、裂縫、下沉洞、深裂縫和鋸齒狀的山脊。當你碰到冰

牆，試試以你的手攀冰！冰川健行體驗包含所有需要的安

全工具，如:冰鎬，冰爪和安全線，勇敢的攀登壯麗的自然景觀，使得此行的經歷永遠難忘。 

 

DAY6  雷克雅維克 (上午冰島馬+市區)     

在雷克雅未克市中心外的大自然您可以體驗騎冰島馬。友

好的馬及熟練的導遊將陪您乘坐優越的騎馬路線。這趟之

旅您可體驗一邊騎冰島馬一邊被熔岩場與青山圍繞的感

覺。當我們回到馬厩您可以享用免費咖啡，茶或熱巧克

力。這趟之旅最適合初學者和更有經驗的騎手，也是在雷

克雅未克很好的一日遊。這趟兩個小時的騎馬之旅就是完

美體驗冰島自然的方式。享受美麗的山脈和廣闊的冰島曠野的對比風景，全部來自馬的頂端！ 



 

 

DAY7  雷克雅維克 (傑古沙龍冰河湖含船之旅)         

傑古沙龍冰河湖 (Jokulsarlon) 

冰島只有三個國家公園，每個都有著各自的獨特之處。

傑古沙龍冰湖所在的瓦特納國家公園是歐洲僅次於俄

羅斯的科米國家森林公園的第二大國家公園。瓦特納國

家公園地貌不僅豐富，更有世界上其它地方所沒有的獨

特景色。冰原、火山、冰舌、崎嶇的高地和熔岩景觀，

讓您覺得仿佛來到外星世界。冰湖是由冰川融化的水彙

聚而自然形成的。隨著一直在消融的冰川和湖中不斷累

積的碎冰塊，冰河湖的規模逐年擴大，景色也越來越迷人。然而傑古沙龍冰河湖的美景卻是

冰川消融的高昂代價，也是當前全球變暖的一個直觀後果。在冰島頻繁的地質活動作用下，

每次來到這裡看到的景象都會完全不同，所以冰河湖和附近冰舌的美景，在你的每次到訪呈

現的都是獨一無二的風景。 

 

 

DAY8  雷克雅維克 (COMFORT 藍瀉湖溫泉+市區觀光)     

藍瀉湖 (Blue Lagoon) 

上午前往享受品質極佳的藍色瀉湖，潟湖是一座特別的

地熱水療池，位於冰島西邊年輕的火山岩區上。 這裡

有許多休閒活動可供選擇，例如在藍色潟湖周邊散步、

沐浴在藍綠色的乳狀池中、地熱蒸汽浴或是在藍色潟湖

的瀑布下做肩膀按摩。 獨特的體驗包括享受戶外按摩

或個人水療療程。 這裡也有一家提供精緻菜單的餐廳

和銷售護膚產品藍湖商店，產品富含地熱活化元素，包

括礦物質、矽和海藻。 

 

 

下午自由活動於城內。 

冰島國立美術館（冰島語：Listasafn Íslands） 

冰島國立美術館是冰島的一座公立美術館，位於冰島首

都雷克雅維克。冰島國立美術館成立於 1884 年 10 月

16 日，當時主要藏品多半是由捐獻獲得，多為丹麥藝

術家的作品。1987 年，冰島國立美術館搬入現址。冰

島國立美術館還設有圖書館等研究機構。 

 

 

DAY9  雷克雅維克 / 倫敦      

今日上午搭機前往倫敦，隨後倫敦市區觀光: 

 



 

 

大英圖書館 (英語: British Library) 

英國的國家圖書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學術圖書館之

一，擁有超過一億五千萬件館藏。大英圖書館中的館藏

包括世上幾乎所有語文的作品；它們不只有書籍，還有

其他印刷品和數碼內容，包括手稿、期刊、報紙、雜誌、

劇本、專利、資料庫、地圖、郵票、圖畫、樂譜、錄影

和錄音。單以藏書量計，大英圖書館有一千四百萬本藏

書，是除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外全球藏書量最大的圖書

館。大英圖書館的館藏既有最近出版的書籍和報刊，也有古老至公元前二千年的古籍手抄本。 

 

聖潘克拉斯國際車站 (英語: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 

聖潘克拉斯國際車站是位於英國首都倫敦聖潘克拉斯地

區的一座大型鐵路車站，坐落在大英圖書館和國王十字

車站之間。聖潘克拉斯站常被稱作「鐵路大教堂」，因為

它擁有兩座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建築。這座車站得主車

庫是在 1868 年由工程師威廉•亨利•巴羅建造的，是當

時最大的單跨建築。車站的正面是聖潘克拉斯宮殿，是

一座典型的維多利亞哥德式建築。 

 

哈利波特 9¾月台 ( 英語:Platform Nine and Three Quatres) 

位於國王十字車站於 1999 年在 9 號和 10 號月台所在的附屬建築牆上豎

立一個「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鐵製標誌，並在牌下設置一台半進入牆

內的手推車，以紀念小說裡的描述，2012 年，國王十字車站進行了一番

改建，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牌子和那輛手推車被改而設於第 8 和第 9 月

台之間的牆上，手推車上還增設了行李和裝貓頭鷹的籠子，如今朝聖的

人潮眾多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已經移到車站大廳，在手推車牆壁旁邊，還

有一家販賣哈利波特相關商品的九又四分之三號月台商店，是哈利波特

迷絕不能錯過的朝聖地。 

 

 

DAY10  倫敦 (市區觀光)   

特拉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  

是英國大倫敦西敏市的廣場，也是一處著名旅遊

景點，建於 1805 年。廣場南端是倫敦傳統意義上

的中心點查靈十字，再往南是政府辦公區白廳，

通向國會大廈，西南是水師提督門，背後是通往

白金漢宮的儀仗道林蔭路。廣場北面是國家美術

館。廣場四周還有聖馬田教堂，和加拿大，南非

和馬來西亞等大英國協國的高級專員署（大英國協國家互派的大使級代表處）。 



 

 

過去廣場四周有街道環繞。近年北邊的街道被封，改為人行道，改善了廣場的交通和環境。

廣場最突出的標誌是南端的納爾遜紀念柱，高 53 公尺。此碑紀念著拿破崙戰爭中的海軍上

將，英國民族英雄霍雷肖•納爾遜。柱頂是將軍的銅像。柱底四周是四隻巨型銅獅。柱基四

周是記念拿破崙戰爭各次戰役的浮雕。廣場中部是兩個花形噴水池。廣場北端是台階。廣場

四角上有四個雕塑基座；國家美術館前另有兩個。這六個基座中有五個現有銅像，包括數位

歷史名將，君主和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西北角的「第四基座」一直空缺著。近年倫敦市政

府在此輪流置放一些當代雕塑作品。 

 

柯芬園（Covent Garden） 

英國倫敦西區的一個地區，位於聖馬丁巷與德魯里巷

之間。區內的皇家歌劇院與小商店是柯芬園的一大特

色，而位於東側的河岸街，就保存著眾多十七至十八

世紀建造的建築物。對很多音樂人而言，皇家歌劇院

幾乎是柯芬園的同義詞。柯芬園本來是西敏寺修道院

的所在地，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修道院領地被沒

收。後來該地成為了果菜市場，往後三百年，柯芬園一直是倫敦居民買賣鮮果的地方。隨著

西區都市化，該地成為了集合菜市場及購物商場的商業中心，這裡的露天攤販是其一大特色。 

 

阿波羅維多利亞劇院（Apollo Victoria Theatre）: 

一個西區劇院，位於英國倫敦西敏市威爾頓路，維多利亞

車站對面。劇院開業於 1930 年，當時為電影院，由建築

師歐內斯特•劉易斯和威廉•愛德華•特倫特設計，採用

藝術裝飾風格。1981 年它成為音樂劇院，首演劇目為《音

樂之聲》，現在則上演音樂劇《女巫前傳》，到 2017 年已

經上演 11 年。 

 

大笨鐘（Big Ben） 

是倫敦西敏宮北端鐘樓的大報時鐘的暱稱，也常代指該鐘

所在的鐘樓 。鐘樓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是倫敦的標誌之

一。於 1859 年 5 月 31 日建成，高 320 英尺（約合 97.5 公

尺），是世界第三高鐘樓。外牆上有四面巨大的鐘表朝向

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分針有 14 英尺長（約合 4.27 公尺），

國會開會期間，鐘面會發出光芒。大本鐘直徑 7 公尺，重

13.5 公噸，為英國最大的鐘。大笨鐘的命名來源眾說紛紜，

有一種說法稱大笨鐘的名字來自於班傑明•豪爾爵士，他

負責修建了西敏宮。2009 年 6 月 1 日，歡慶啟用 150 週年。2012 年 6 月 26 日，英國政府宣

布為慶祝伊麗莎白二世登基 60 周年，將大笨鐘所在的鐘樓正式改名為伊麗莎白塔。 

※注意:大笨鐘維修至 2021 年，維修期間僅有面向泰晤士河的那面露出來 

 



 

 

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 

又稱國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位於英國倫敦

西敏市，是英國國會（包括上議院和下議院）的所在

地。西敏宮坐落在泰晤士河西岸，接近白廳範圍內的

其他政府建築物。西敏宮是哥德復興式建築的代表作

之一，1987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西北角的鐘樓就

是著名的大笨鐘所在地。該建築包括約 1,100 個獨立房

間、100 座樓梯和 4.8 公里長的走廊。儘管今天的宮殿

基本上由 19 世紀重修而來，但依然保留了初建時的許多歷史遺蹟，如西敏廳 (Westminster Hall)

（可追溯至 1097 年），今天用作重大的公共典儀，如國葬前的停靈等。西敏宮及周邊區域的

掌控權幾個世紀以來屬於英王的代理人：掌禮大臣。1965 年，通過與王室達成協議，上下兩

院獲得控制權。但也依然有個別紀念廳室繼續由掌禮大臣管理。在 1834 年發生的火災幾乎將

西敏宮完全燒毀，今天的宮殿於 1830 年代開始由建築師查爾斯•巴里爵士和他的助手 A.W.

普金設計完成，並在此後進行了 30 餘年的施工。該方案也將西敏廳和聖史蒂芬堂遺蹟也納入

其中。進入 20 世紀，西敏宮進行過陸續的修繕，二戰期間，曾遭到德軍轟炸，部分建築結構

受損，此後又陸續進行過維修和小規模的結構調整。今天既是英國政府機構的代表建築，也

是倫敦當地一處著名的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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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園（Hyde Park） 

位於英國倫敦中心的西敏寺地區，倫敦最大的皇家庭

園。該公園被九曲湖（Serpentine Lake）分為兩部分。

該公園的近鄰肯辛頓花園，被許多人認為是海德公園

的一部分，其實嚴格來說是兩個公園。海德公園面積

為 1.4 km²，肯辛頓公園為 1.1 km²，總計 2.5 km²。這

裡現在也是人們舉行各種政治集會和其他群眾活動的

場所，有著名的「演講者之角」（Speakers' Corner）。 

 

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 

***11:00 白金漢宮衛兵交接(時間可能因氣候或特殊狀況調整)*** 

是英國君主位於倫敦的主要寢宮及辦公處。宮殿坐落在

西敏市，是國家慶典和王室歡迎禮舉行場地之一，也是

一處重要的旅遊景點。在英國歷史上的歡慶或危機時

刻，白金漢宮也是一處重要的集會場所。1703 年至 1705

年，白金漢和諾曼比公爵約翰•謝菲爾德在此興建了一

處大型鎮廳建築「白金漢屋」，構成了今天的主體建築，

1761 年，喬治三世獲得該府邸，並作為一處私人寢宮。

此後宮殿的擴建工程持續超過了 75 年，主要由建築師約翰•納西和愛德華•布羅爾主持，為

中央庭院構築了三側建築。1837 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後，白金漢宮成為英王正式宮寢。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宮殿公共立面修建，形成延續至今天白金漢宮形象。二戰期間，宮殿

禮拜堂遭一枚德國炸彈襲擊而毀；在其址上建立的女王畫廊於 1962 年向公眾開放，展示皇家

收藏品。現在的白金漢宮對外開放參觀，每天上午進行著名的禁衛軍交接典禮，成為英國王

室文化的一大景觀。 

 

倫敦塔橋（Tower Bridge） 

是英國倫敦一座橫跨泰晤士河的一座高塔式鐵橋，可

登入參觀塔橋的建造歷史及俯瞰整個泰晤士河美景，

因位於倫敦塔附近而更馳名。橋有兩個橋塔，每個塔

高 65 米。橋的中部長 61 米，分為上下 2 層。上層高

而窄，可作為人行道。下層是主通道，分為兩扇橋段，

每扇可以豎起到 83 度來讓河流交通通過。這兩扇橋段

各重上千噸，它們的軸位於它們的重心上來減小它們起升時所需要的力，它們可以在一分鐘

內升起。一開始這個升降裝置是液壓的，為此它有六個蓄壓瓶來產生高壓水。蒸汽機把水從

水庫泵入液壓裝置。今天橋是用電動機來升降的，但過去的蒸汽機機構依然保留可供參觀。 

 

倫敦塔（Tower of London） 

是位於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北岸的一座城堡，其官方

名稱是「女王陛下的宮殿與城堡，倫敦塔」（英文：Her 

Majesty's Palace and Fortress, The Tower of London），因

此雖然將其作為宮殿居住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已是幾世

紀前的詹姆士一世（1566 年至 1625 年），但在名義上

它至今仍是英國王室宮殿。它座落於倫敦的陶爾哈姆

萊茨區，與倫敦城的東邊相隔著被稱為「塔丘」的開

放區域。倫敦塔完工於 1066 年底，是諾曼征服英格蘭的一部分。白塔（不以建築風格及材料

為名，而是建成當時，整體漆成白色而得名）實際上是在倫敦泰晤士河邊的幾座塔樓的組合

體中間；倫敦塔曾作為堡壘、軍械庫、國庫、鑄幣廠、宮殿、刑場、公共檔案辦公室、天文

台、避難所和監獄，特別關押上層階級的囚犯。最後的這一用途產生一條短語「sent to the 

Tower」，意思是「入獄」。伊莉莎白一世在她姐姐瑪麗一世統治時曾在此入獄一段時間；倫敦

塔最後一次作為監獄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押魯道夫•赫斯。1988 年被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 

 

Sky Garden 觀景台 

Sky Garden 不僅是一個可以觀看倫敦美景的地方，同

時也是一個高空酒吧，甚至擁有「歐洲最高空中花園」

的稱號。花園內種植超過 2000 棵亞熱帶植物，包含了

100 種不同品種，延伸了 3 個樓層的挑高設計，360 度

的落地窗，足以一覽倫敦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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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繼續倫敦市區觀光: 

 

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位於英國倫敦的綜合博物館，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

著名的博物館之一，成立於 1753 年。目前博物館擁有

藏品 800 多萬件。由於空間的限制，目前還有大批藏品

未能公開展出。博物館在 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對公

眾開放。62 號和 63 號展廳是許多遊客進入博物館後的

參觀首選鎮館之寶——埃及木乃伊，千萬不要錯過! 以

及位列 33 號廳的中國館是參觀大英博物館必到之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表明，中國流失文物多達 164 萬件，被世界 47 家博物館收藏。大英

博物館是收藏中國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館，目前收藏的中國文物多達 2.3 萬件，長期陳列的

約有 2000 件。 

 

聖保羅座堂 (St Paul's Cathedral) 

英國聖公會倫敦教區的主教座堂，坐落於英國倫敦

市，巴洛克風格建築的代表，以其壯觀的圓形屋頂

而聞名。現存建築建於 17 世紀。原址教堂最初建立

於西元 604 年，早期建築多次遭火災與海盜破壞，

直至 1087 年後情況才有改觀，教堂首要新建築於

1148 年完成，而後維持了數百年的榮境，在中世紀

成為信仰中心。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浪潮中，原本的聖保羅座堂從建築結構到內部組織都受到了強烈的衝

擊，1561 年閃電擊中了教堂代表性的尖塔，火焰毀損了主要木造結構，雖有修復計畫，又因

內戰停擺並未完成。1650 年代，建築已處於嚴重失修的狀態，直至 1666 年倫敦大火，教堂

建築幾乎付之一炬。1675 年教堂開始重建，主要建築師為克里斯多佛•雷恩，修建完成的主

要外部樣式即為現在所見的樣貌。 

 

 

碎片大廈觀景台 (The Shard) 

高達 800 英尺（244 公尺）; 登上倫敦最高的觀景平台，

享受無與倫比的倫敦景色，長達 40 英里，當太陽下山

時，景色更令人嘆為觀止！還有全倫敦最佳的衛生間景

觀：海拔 244 米的衛生間配有落地窗戶，讓訪客鳥瞰倫

敦市的景色觀景區。坐落於第 68、69 與 72 層升降機以

每秒 6 米的速度行進，讓遊客能舒適、迅速地到達頂層！ 

 

 



 

 

 

英國皇家植物園 (Kew Gardens) 

英國皇家植物園是一處世界文化遺產，也是英國本土的園

藝天堂。這裡種植了 30,000 種植物，宮殿和寶塔隨處可

見，還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盆栽植物。穿梭於十種不同的氣

候帶，發現您聞所未聞的各種奇珍異草，珍稀樹木。棕櫚

溫室再造了一片雨林，置身其中，盡情探索巧克力、咖啡

和香蕉的生長過程。也可以可登上 18 米高的樹冠走廊，

從高空俯瞰整座花園。這裡還有豐富的植物、寶塔、維多

利亞時代的溫室，甚至還可以看到小小的宮殿。您還可憑票進入蜂房 – 這里為遊客們帶來

不可錯過的多感官展覽，走進其中彷彿置身於蜂房之內。在英國皇家植物園，全年都有特別

舉辦的季節性活動，例如異域植物展覽、沉浸式裝置和家庭活動日等。如果您在冬季到此參

觀遊覽，一定不要錯過植物園裡的聖誕節。花園裡張燈結彩，掛滿了節日的彩燈，遊客可享

用聖誕節點心、香料紅酒，還可參加精彩紛呈的活動。 

 

 

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 

開啟一段神奇的時光之旅。了解時間如何標準化，第一

台望遠鏡是如何製造的，以及科學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

而不斷進步。倫敦通票持有者將有機會橫跨本初子午

線，一隻腳踩在東半球，另一隻腳踩在西半球，然後拍

下一張具有重要意義的自拍照。遊客們還可參觀英國最

大（28 英寸）的折光式望遠鏡，欣賞從泰晤士河到金

絲雀碼頭一帶攝人心魄的美景。 

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遊客須知:特殊閉館時間：在法定開放期間的大多數週一，Great Equatorial 

Dome 將在 10:00–14:30 時間段閉館，以提供教育培訓。 

如果您在天黑之後來這裡參觀，請一定要留意綠色的激光，它會從天文台照到倫敦天際線，

標記出子午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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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您可以前往哈洛斯百貨公司 Harrods 享受購物樂

趣，哈洛斯百貨是世界最負盛名的百貨公司，販售奢華

的商品，位於倫敦肯辛頓-修爾斯區的騎士橋上。「哈洛

斯」的品牌也用在哈洛斯集團的其他子公司，如哈洛斯

銀行、哈洛斯房地產公司、哈洛斯航空等。哈洛斯百貨

占地 4.5 英畝，擁有超過 330 個銷售部門，涵蓋超過一

百萬平方呎的樓層地板面積，成為世界最大的百貨公司

（與紐約梅西百貨打平），目前仍然是英國境內最大的百貨公司。 



牛津街 (Oxford street) / 攝政街 (RegentStreet) 

英國首要的購物街，是倫敦西區購物的中心，每年

吸引了來自全球的 3 千萬遊客到此觀光購物，長

1.25 英里的街道上雲集超過 300 家的世界大型商

場。牛津街（Oxford street）是英國首要的購物街，

是倫敦西區購物的中心，每年吸引了來自全球的 3

千萬遊客到此觀光購物，長 1.25 英里的街道上雲集

超過 300 家的世界大型商場。在牛津街&攝政街

(OxfordSt.&RegentSt.)，選購重點是衣服、鞋子、飾

品，價位要多元化。基本上想買的都不會錯過，這個區域最大的優點是，所有的店鋪都是肩

並肩挨靠在一起，而且街道寬敞明亮，堪稱購物者天堂。另外，一個不能顛滅的購物真理是

“在當地購買當地產品”，在英國買英國產品必定較其它地方便宜。 

皮卡迪利圓環 (Piccadilly Circus) 

皮卡迪利圓環是倫敦最有名的圓形廣場，興建於

1892 年，早期是英國零售商店所在地，今日為英

國倫敦市中心購物街道的圓心點，有五條主要街

道交錯與此。皮卡迪利圓環的地標是一尊高聳天

空的丘比特銅像以及周圍色彩斑斕的廣告牌。這

裡的夜景尤為絢爛多姿，是不少電影的取景地。

皮卡迪利廣場是由幾個主要的旅遊景點，包括沙

夫茨伯里紀念碑，標準劇院，倫敦館和幾個主要的零售商店包圍。許多夜總會和酒吧坐落在

該地區和鄰近的蘇豪區，包括舊 Chinawhite 俱樂部。 

波多貝羅市集 (Portobello Market) 

諾丁丘位於西倫敦富裕的 Kensington and Chelsea 區，

早在維多利亞時期就是上流社會活躍的區域，19 世紀

時波多貝羅市集主要是販售生鮮產品，到了二戰之後大

批古董商與加勒比海移民進駐，直到現在每個禮拜六都

聚集上千個攤位販售各式商品，波多貝羅市集範圍相當

大，從 Notting Hill Gate 地鐵站出發，第一個區域是古

董與收藏品，接著是食物區、二手古著區和跳蚤市場。

這裡也是目前英國最大的古董市集，你可以在這找到各

式各樣各種美麗的古董,早的還可以追朔到西元 1960

年，包羅萬象的產品 包括：玻璃、水晶、銀器、書籍與眾多收藏品。 



查令十字街 (Charing Cross Road) 

查令十字街位於特拉法加廣場和萊斯特廣場附

近，通向查令十字車站。查令十字街因《查令十

字街 84 號》而出名，雖然現時 84 號書店已不再，

但仍有很多書迷前來。《查令十字街 84 號》（84 

Charing Cross Road）是居於紐約的作者與倫敦書

店老闆之間的書信紀錄，書店的地址正是查令十

字路 84 號。作者與老闆因爲書信，發展出一段深

厚的友誼，到現時仍被奉為佳話。可惜書店早已不復存在，變成了快餐店，僅有店門口鑲著

一面銅鑄圓牌，上面寫著「查令十字街 84 號，因海蓮•漢芙的書而舉世聞名的馬克斯與科恩

書店原址」。查令十字街現正是倫敦的書店街，聚集多間專營二手書和珍罕古籍的書店，吸引

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愛好者。喜愛讀書的遊客不仿到這裏逛逛，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傍晚接您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DAY14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  : 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

樂趣。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