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程 汶萊航空 BI452 桃園 汶萊 15:00 18:30 

 汶萊航空 BI003 汶萊 倫敦 22:55 06:25+1 

回程 汶萊航空 BI004 倫敦 汶萊 18:00 15:35+1 

 汶萊航空 BI451 汶萊 桃園 10:15 13:45 

(以上航班接駁等時刻，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發日航班為主) 
 

 

 
桃園/汶萊/倫敦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汶萊轉機，飛往英

國首都倫敦。  

 
X  

 
機上簡餐  

 
機上簡餐  

 
夜宿機上  

 
倫敦—埃姆斯伯里(史前巨石群)—巴斯(皇家新月樓、巴斯浴地、巴斯修

道院)—布里斯托爾 

今日早上抵達英國倫敦後，前往【史前巨石群】大約於 4000 多年前出現，這些石陣形成的

目的到現在至今仍是謎，考古學家曾提出的說法包含天文觀測工具及宗教祭祀場所，而最

近的研究推論可能是一處墓地。據說每到夏至太陽會從中間那顆石頭升起來，然後照射整

個祭壇，據以推斷這是用來觀測天象；現為了保護這群史前巨石陣，以繩索加以隔離，只

能在外圍觀看。【皇家新月樓】展延 184 公尺打造地美輪美奐之弧形 30 幢連棟樓房；喬治

王朝的建築樣式，露台是 114 根捲雲狀的愛奧尼亞式柱子，完美的貴族風範，堪稱 18 世

紀建築極品，被譽為英國最高貴的街道。【巴斯浴地】至今仍保留了西元 1 世紀時羅馬人留

下的浴池，二千多年的古老天然溫泉到現在還是一直有溫泉湧出，譽有歐洲阿爾卑斯山以

北，保留最完善的羅馬遺跡。除此，巴斯亦因地靈人傑造就了許多文學家、藝術家、音樂

家等，而許多電影作品也都在此拍攝的。【巴斯修道院】壯觀的巴斯修道院是典型的哥德式

建築，又高又尖的高聳的尖拱屋頂、支撐高塔的的飛扶壁，教堂外觀的正門上雕刻著天使

正在攀爬著樓梯及各種精細優美的花型的浮雕，非常雄偉華麗。   

 
機上簡餐  

 

約克布丁+英

式 烤 肉 風 味

餐  
 

中式風味 (六菜

一湯 )  

 

四星 Holiday Inn Bristol-Filton in Standard room 或 Mercure Bristol 

North Grange 或同級  

 
布里斯托爾—拜伯里(拜伯里小鎮) —水上柏頓(柯茲窩小鎮) —史特拉

福( 莎士比亞出生地、皇家莎士比亞劇院) —考文垂 

早餐後，前往【拜伯里小鎮】被譽為”英倫最美小鎮“的地方，這份榮譽是英國著名工藝

美術運動的領袖，世界知名的傢俱、牆紙圖案、布料花紋的設計家，畫家威廉 .莫裏斯 Willian 

Morris 說的。這裏是 Cotswold 景區的精華所在，小鎮坐落於科倫河山谷之間，擁有一座

輝煌的薩克遜時代的教堂和多處古蹟。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前行，可以到達拜伯裏最經典

的建築群阿靈頓排屋，這裏也是 Cotswold 最具象徵性的建築之一，也是英格蘭的名勝古

蹟，這排古樸的石屋建於 1380 年，最初是修道院用於儲放羊毛的倉房，17 世紀時被改造

成紡織工匠的作坊和居所。【柯茲窩小鎮】擁有柯茲窩水上威尼斯美譽。水上波頓可以說是

柯茲窩地區的明星小鎮，它的風光和景色總會被簽在柯茲窩的旅遊明信片和宣傳資料上，

被眾多遊客列為柯茲窩旅遊的首選目的地。水上波頓最大的特色應該算是環繞著小鎮那條

淺淺窄窄的溫德拉什河，小河蜿蜒流淌穿鎮而過，河上那 6 座超過 200 年曆史的古老石橋

靜臥於流水之上，當地居民為河道做了專門的規劃，兩岸繁茂的樹木帶著濃濃的綠意，掩



映著一幢幢用五彩鮮花裝飾的百年石屋。正是這“小橋流水人家”的風情，使得水上波頓

成了英國鄉村名聲最大的一座小鎮。【莎士比亞出生地】位於亞芳河畔、英國偉大的劇作家

莎士比亞的出生地－史特拉福，小鎮內有許多與莎翁有關的建築：莎士比亞 1564 年出生於

此，故居為一間二層樓都鐸式建築的房子，內部重現了當時莎士比亞出生時家裡的整個格

局和擺飾。【皇家莎士比亞劇院】莎士比亞劇場為白色都鐸式建築，完整重現伊莉莎白時代

的劇場風貌。  

 
飯店內早餐  

 

中 式 風 味 (六

菜一湯 )   

方便逛街，敬

請自理  

 

四星 Doubletree By Hilton Coventr y 或 Jurys Inn Hinckley Island 

Hotel 或同級  

 
考文垂—牛津(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波德里安圖書館) —比斯特折

扣城 Bicester Village—沃特林頓 

早餐後，今日前往【牛津大學】英語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也是世上現存第二古老持續

辦學的高等教育機構，和劍橋並列為舉世聞名的大學城，瀰漫濃濃的學術氣息。拉德克利

夫拱頂與廣場是牛津市中心的一個廣場，周圍被牛津大學的歷史建築所環繞。拱頂的巴洛

克式建築已成為牛津的地標之一，經常出現在眾多牛津大學的明信片中，其本身是圖書館，

與【波德里圖書館】曾有一條地下鐵路在兩館之間運送書籍。【基督教堂學院】成立於 1546

年，與姊妹學院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一樣，傳統上被認為是所在大學最貴族化的學院，與英

國政治淵源很深。目前有 13 位英國首相出自基督堂學院，與牛津大學其他 45 個學院的總

數相等，並超越劍橋的學院。因拍攝《哈利波特》而更聲名大噪。【比斯特折扣城 Bicester 

Village】聚集上百個歐洲知名品牌 (Burberry,Gucci, Prada, Vivian Westwood, Bottega 

Veneta, Tod, Melbury,...等 ) 的比斯特折扣城 Outlet，令人心動的折扣、琳瑯滿目的商品，

讓您盡情享受購物之樂。  

 
飯店內早餐  

 

中 式 風 味 (六

菜一湯 )   

西式三道式套

餐  

 

四星 Mercure Thame Lambert Hotel  或  Oxford Witney Hotel  或同

級  

 
沃特林頓—劍橋(劍橋大學-數學橋、國王學院、皇后學院、牛頓蘋果樹、

劍橋撐篙遊船) —倫敦(西敏寺、大笨鐘、外觀倫敦眼、白金漢宮、大英

博物館) 

早餐後，前往【劍橋大學】映入眼簾的是蜿蜒清澈的康河及康河上最美的一座橋【數學橋】，

沿著康河漫步，到處綠草如萻、楊柳垂提，河上的小船在您面前來回穿梭，這時才能真正

體會出，徐志摩先生：「再別康橋」及「我所知的康橋」文中對劍橋所描述的景況是多麼的

真，多麼的美 ,也才能一圓您心中多年的夢想。傳說牛頓曾在康河蓋了一座「數學橋」，連接

皇后學院與花園，這座木橋的結構完全靠著數學運算，沒有使用任何一根釘子，但某次被

學生好奇拆下來之後再也裝不回去。浪漫的傳說與事實當然有差距 ,為旅程中增添美麗的回

憶。，在漫長的歷史洪流中，康河畔增建了許多美麗的大學校舍如【國王學院】【皇后學院】

都是您不可錯過的焦點。在劍橋大學中尋找發現萬有引力【牛頓蘋果樹】。【劍橋撐篙遊船】



循著徐志摩的足跡，安排體驗劍橋撐篙遊船，撐一根長篙泛舟於詩意的劍河上，留下值得

一生收藏的回憶！國會大廈又稱【西敏寺】，是英國國會上下議院的所在地。西敏宮坐落在

泰晤士河西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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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英王登

基之處～西敏寺，有著美麗歌德式外觀是英國皇室貴族舉行結婚典禮的聖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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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角的鐘樓就是著名的【大笨

鐘】。【倫敦眼】就是其中之一。位於倫敦泰晤士河南邊，號稱全世界最巨大的觀景輪，可

以在高空眺望倫敦美景，是倫敦最叫人驚豔的千禧地標！這個由兩位建築大師──David 

Marks 和 Julia Barfield 設計的觀景輪，高度達 135 公尺，為大鵬鐘高度的兩倍，目前是

倫敦第 4 高的建築物。「倫敦眼」共有 32 個座艙，每一座艙可帶著 25 位乘客在空中作 360

度旋轉，以每次 30 分鐘的時間，和最寬廣的視野，俯視倫敦眼周圍 25 哩內的美景。從觀

景台望出去，倫敦知名地標-塔橋、泰晤士河上的風光一覽無遺。備註：大本鐘目前正在為

期四年的分段維修，可能會有遮擋物影響觀瞻，敬請各位貴賓理解與配合！【白金漢宮】

是女王的官方宅邸，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是國家慶典和王室歡迎禮舉行場地之一。1863

年始成為英國歷代君主的寢宮，是英皇權力的中心地，宮殿主體是一座四方的灰色建築物，

四周圍上欄杆，宮殿前的廣場上維多利亞-女王像上的金色天使雕像，代表皇室希望能再創

造維多利亞時代的光輝，若皇宮正上方飄揚著英國皇帝。【大英博物館】與紐約的大都會藝

術博物館、巴黎的盧浮宮同列為世界三大博物館。自 1759 年 1 月 15 日起對公眾開放，至

今已有超過 250 年的歷史共擁有 1300 多萬件的藏品，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

館之一。  

 
飯店內早餐  

 

中 式 風 味 (六

菜一湯 )   

中式風味 (六菜

一湯 )  

 

四星 Renaissance London Heathrow Hotel  或 Novotel London Excel 

Hotel in Standard room 或同級  

 
倫敦(倫敦塔、倫敦塔橋、碎片大樓）/汶萊 

早餐後，前往曾是英國王室的居所、寶庫、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倫敦塔】可見到塔上長久

以來居住於此的一群烏鴉，尖厲的叫聲，增添倫敦塔的神秘淒冷，令您回想起當年許多當

權得勢的王侯后妃一旦失寵，便會淪為倫敦塔的階下囚。並可參觀歷代國王之王冠、寶杖

的珠寶珍藏。【倫敦塔橋】倫敦塔橋兩端有兩座仿哥德的高塔，遠遠望去有如兩座天主教堂

矗立在泰晤士河上，極為雄偉壯闊。歐洲最高大樓【碎片大樓】聳立在倫敦塔橋附近，高

達 310 米，共有 88 層，耗資 5 億英鎊，大樓建設時間達 12 年。看起來就像一座玻璃金字

塔，底座寬大，逐漸向上收窄，頂部鋸齒狀尖塔更是獨具特色。該大廈的建成使得鄰近地

標聖保羅大教堂及英國國會大廈都相形失色。讓遊客可以 360 度從高處俯瞰倫敦市區景

觀，將帶給您完全不同的視野，留下與眾不同的回憶。  

 
飯店內早餐  

 

英國炸魚&薯

條風味料理   
機上簡餐  

 
夜宿機上  



 
汶萊(蘇丹紀念館、紅樹林長鼻猴生態之旅、外觀奧瑪哈里清真寺、五星

帝國飯店晚霞、外觀傑米哈山納基亞清真寺) 

早餐後，前往【蘇丹紀念館】由三個展廳組成，廳內陳列著蘇丹登基儀式的各種御品。並

展現 1992 年蘇丹登基 25 周年紀念時乘坐御車走上街頭的盛況，仿佛歷史回轉，身臨其境。

另還有蘇丹與皇后穿過鑲有黃金，鑽石和珍珠的馬來傳統服裝，及黃金和鑽石打造的皇冠

和權杖，令人歎為觀止。【紅樹林長鼻猴生態之旅】導遊帶領您暢遊在紅樹林地帶，尋覓長

鼻猴的蹤影，婆羅洲是全球唯一存在長鼻猴的島嶼，而且此珍貴的生物已經頻臨絕種，導

遊將向您講解紅樹林與長鼻猴的生態特點。如果幸運，我們會有機會觀賞到紅樹林中各種

野生動物的蹤影。【外觀奧瑪哈里清真寺】汶萊最高的建築，也是汶萊的象徵，東南亞最美

麗的清真寺之一。整個建築巍峨高大，莊嚴肅穆，其巨大圓形金頂和鏤空乳白色尖塔，雄

偉豪邁，可供千人禮拜。之後前往以欣賞色彩絢爛且迷人的【六星帝國飯店晚霞】(以當日

天氣為準 )。帝國飯店及鄉村俱樂部是汶萊最負盛名的豪華海灘度假勝地。這家位於斯里巴

加灣市的飯店享有大海，潟湖，寬敞花園和度假村高爾夫球場的美妙景色。清真寺被湖水

環繞，一艘仿汶萊 16 世紀皇家遊船石舫，浮在碧水之中，構成一幅美麗的天然圖景【外觀

傑米哈山納基亞清真寺】在當地被稱為"國王的清真"是汶萊現任蘇丹建造。其外觀圓塔由

29 個大小不一的 24K 純金打造的圓型金頂組成，黃金厚度達 2 公分。寺內擺放著巨型古蘭

經手抄本，據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古蘭經之一。  

 
機上簡餐  

 
機上簡餐  

 

五星帝國飯店

沙灘自助餐  

 
汶萊先得坊酒店 The CentrePoint Hotel  或同級  

 
汶萊/桃園 

飯店享用豐盛的早餐後，隨後則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且讓「和平之鄉」─汶萊的

美麗景色，充實您的行囊，為此行愉快的旅程劃下完美的句點。  

 
飯店早餐  

 
機上簡餐  

 
X  

 
夜宿機上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