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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簡介
United Kingdom



英國簡介
United Kingdom

紳士的國度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通稱英國，

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

斯和北愛爾蘭組成，是世

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境

內共有28項世界遺產，分

別是4項自然遺產、23項文

化遺產和1項雙重遺產。從

自然景色到神秘的遺蹟，

英國都有獨特的魅力，讓

我們一起探尋最經典的英

國風光！



倫敦市政大廈
萬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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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市政大廈萬豪酒店
London Marriott Hotel County Hall

     位於泰晤士河岸，比鄰倫敦眼

摩天輪。酒店所在的建築物於1922

年落成。有數十年的時間是前大倫

敦市議會的所在地，所以大家都稱

呼它London County Hall。這幢建

築在英國政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外，建築本身也相當壯觀華麗。襯

著2000年才完工的倫敦眼摩天輪。

新舊相映，更是顯現出這幢建築的

古典之美。目前屬於Marriott萬豪

酒店集團，其地理位置對很多觀光

客來說可謂夢幻之選。河的對岸就

是倫敦地標大笨鐘，在旅館內吃英

式早餐的時候正好一覽這處倫敦的

招牌景點！



地址：London County Hall, Westminster 
Bridge Road, London SE1 7PB United 
Kingdom

電話：+44 20 7928 5200   

網址：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
lonch-london-marrott-hotel-county-hall/



白金漢宮
景點介紹



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現今世上最廣為人知

的建築物之一，和國會大

廈、倫敦塔橋齊名，是倫

敦乃至全英國的代表性建

築。從1837年開始就是

英國皇室的住居，1839

年加冕的維多利亞女皇是

第一個入住君主，現為女

王伊莉莎白二世和菲力浦

親王在倫敦的官邸。



皇家騎兵隊閱兵場
景點介紹



皇家騎兵隊閱兵場
Horse Guards

     皇家騎兵衛隊鎮守白

金漢宮大門已有三百多

年，閱兵場在皇家騎兵衛

隊建築前方，是用鐵鍊圍

起來的正方形廣場。英國

皇室外圍的巡邏工作也由

皇家騎兵執行，騎兵每天

會在白金漢宮外圍巡邏一

圈，所有車輛都得讓道，

巡邏前還有衛兵換崗的傳

統儀式。



唐寧街10號
景點介紹



唐寧街10號
10 Downing Street

     除作為首相官邸和首

相辦公室外，首相的秘

書、助理和顧問都在唐寧

街10號工作。如今這裡已

經成為英國首相的象徵，

成為深具歷史價值的地

標。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就

曾在1985年說過，唐寧

街10號已經成為「全國的

歷史遺產中，最重要的珍

寶」。



西敏寺
景點介紹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英國皇室象徵，西敏

寺是哥德式建築風格的教

堂，矗立在泰唔士河西

面，1987年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包括伊莉莎

白女王在內的英國歷代君

王都在此舉行加冕，亦是

英國皇室婚禮的主要場

地，旁邊就是聞名的大笨

鐘及一系列熱門景點。



大笨鐘
景點介紹



大笨鐘
Big Ben

     英國國會大廈西敏宮

的知名鐘塔，位於威斯敏

斯特橋橋頭，與英國國會

大廈相連，鐘樓高79米，

是倫敦的傳統地標。大笨

鐘從1 8 5 9年就開始報

時，每小時敲響一次，至

今近一個半世紀，儘管曾

兩度裂開而重鑄，現在的

大笨鐘，鐘聲仍然清晰、

動聽。



倫敦眼
景點介紹



倫敦眼
London Eye

     「英國航空倫敦眼」

又稱「千禧之輪」，位於

泰晤士河南岸，現代造型

與嚴肅的古蹟建築群相映

成趣，是倫敦最吸引人的

觀光景點之一，也被譽為

數學上的奇蹟。工程師透

露，建造這座摩天輪所使

用的電腦計算能力，超過

世界上任何最大、最複雜

的建築。



溫莎古堡
景點介紹



溫莎古堡
Windsor Castle

     位於英國英格蘭東南

部伯克郡，目前是英國王

室溫莎王朝的家族城堡，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經

常住在城堡，也在此舉行

國家或私人活動。城堡歷

史悠久，設計上依照王室

的喜好、需求與財政狀

況，在各時期而有不同。

儘管如此，城堡的許多特

徵都融合了古典與現代。



巨石陣
景點介紹



巨石陣
Stonehenge

     英國最著名的史前遺

蹟，它的建造起因和方法

至今仍是個不解之謎。巨

石陣也叫做圓形石林，位

於英國離倫敦大約120公

里的埃姆斯伯里，幾十塊

巨石圍成一個大圓圈，其

中一些石塊足有六米之

高。據估已經矗立了幾千

年。這裡向來是一個充滿

神秘力量的迷人景點。



攝政街
景點介紹



攝政街
Regent Street

     政街是倫敦主要的購

物街之一，弧形的街道兩

旁名店林立，各式各樣的

品牌旗艦店應有盡有，如

LV、GUCCI、CHANEL、

MANGO、BURBERRY、JO 

MALONE、ZARA、H&M、

M I C H A E L、 K O R S、

REISS、SUPERDRY、

BOSS、HAMLEYS、APPLE

等旗艦店。



哈洛德百貨
景點介紹



哈洛德百貨
Harrods

     哈洛德百貨之所以聞

名全球，在於獨一無二。

人面獅身像、金字塔等異

國風情擺飾，放在雕樑畫

棟的百貨內毫無突兀感，

反倒像時空停止，重現日

不落帝國曾享有的輝煌。

哈洛德百貨崛起於19世紀

初，原是家小茶葉行，現

在則匯集了世上最高檔的

貨品。



牛津大學
景點介紹



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和劍橋並列為舉世聞

名的大學城，它是英語世

界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栽

培了許多傑出校友，包括

27位英國首相、60位諾

貝爾獎得主、各國皇室和

政治領袖等，還有飾演

「豆豆先生」的羅溫．艾

金森、影星休．葛蘭、哈

利波特女主角艾瑪．華森

等名人都出身牛津。



基督教堂學院
景點介紹



基督教堂學院
Christ Church

     這是英國牛津大學最

大的學院之一，也是世界

上唯一一個同時也是主教

座堂的學院。基督教堂學

院成立於1546年，有16

位英國首相都曾就讀於

此。電影《愛麗絲夢遊仙

境》和《哈利波特》都曾

在學院大廳取景，拜訪倫

敦不容錯過。



謝爾登劇院
景點介紹



謝爾登劇院
Sheldonian Theatre

     牛津大學的畢業典禮

常年於謝爾登劇院舉辦，

於1994年被歐洲委員會

評為「牛津的建築珍寶之

一」，當初建造的宗旨就

是為牛津大學提供一個非

宗教性會議及各種典禮的

場所。



倫敦塔
探索女王珍寶



倫敦塔
Tower of London

探索女王珍寶

     位於倫敦市中心泰晤

士河北岸，名義上它仍是

英國王室宮殿，但最後居

住在此的是17世紀過世的

詹姆士一世。倫敦塔曾作

為堡壘、軍械庫、國庫、

鑄幣廠、宮殿、刑場、天

文台和監獄，關押上層階

級的囚犯，並於1988年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倫敦塔橋
探索女王珍寶



倫敦塔橋
Tower Bridge

     位於倫敦市中心的東

部，橫跨泰晤士河，為英

國著名的地標之一，塔橋

的設計為兩座哥德式風格

的主橋塔連接上下二層橋

身，因泰晤士河水上交通

繁忙，故倫敦塔橋除了觀

光功能之外還同時兼具了

交通實用性。

探索女王珍寶



肯辛頓宮
探索女王珍寶



肯辛頓宮
Kensington Palace

     建於1605年的肯辛頓

宮自17世紀起成為英國皇

室居住地。宮殿與花園大

部分改造工程是18世紀喬

治一世進行。1819年維

多利亞女王在這裡出生，

因此現在還特別設計了一

個紀念她的房間。如今，

肯辛頓宮則以戴安娜王妃

故居聞名於世。

探索女王珍寶



大英博物館
日不落帝國歷史之旅



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最早可以追朔到西元

1753年，收藏家斯隆爵

士過世時，捐出7萬1000

多件收藏，成為博物館最

早一批館藏，隨著英國殖

民地擴張，海外收藏品也

日益增加。參觀大英博物

館，不僅是單純的博物館

參觀，更是穿梭歷史，跨

過地理限制的超越時空之

旅。

日不落帝國歷史之旅



邱吉爾莊園
遇見英國傳奇



遇見英國傳奇

邱吉爾莊園
Blenheim Palace

     這座遼闊且深具歷史

意義的鄉間邸宅，是英國

佔地最大的建築之一，最

初建造於1705年，是安妮

女王為獎賞約翰．丘吉爾

在布倫漢姆戰役中的勝利

所建。英國首相溫斯頓．

邱吉爾為該家族後裔，出

生於此，因此亦常被稱為

「邱吉爾莊園」。



莎士比亞故居
自選行程



遇見英國傳奇

莎士比亞故居
Stratford-upon-Avon

     位在英國中部小鎮史

特拉福，是一棟兩層樓的

古舊都鐸式建築，雖然經

過整修，但仍可以看出這

座小屋已有400年以上的

歷史。裡面重現了當時莎

士比亞出生時家庭與臥室

的格局和擺飾。樓上的房

間，有一張嬰兒床，便是

大文豪的搖籃。



皇家新月樓
漫遊巴斯



漫遊巴斯

皇家新月樓
Royal Crescent

     這是喬治亞時期巴斯

建築的榮耀，房屋和道路

如新月般呈現優美的弧

線，令人神往。皇家新月

樓1號現已改造成博物

館，完美重現18世紀時的

輝煌，值得特地一遊，感

受巴斯的繁華歲月。新月

樓還有新月飯店，也是英

國人熱衷的婚宴場地之

一。



古羅馬浴池博物館
漫遊巴斯



漫遊巴斯

古羅馬浴池博物館
Roman Baths

     羅馬人在巴斯修建了

許多大型浴室，還把這裡

定為水和智慧女神的領

地，並建起了華麗的宮

殿，建築大部分都被埋在

了地下，直到19世紀末，

英國又重新喚醒了這些沉

睡在地下的古蹟。這裡有

地下大浴池、國王浴池、

神殿遺跡和各種禮器文

物，觀賞價值極高。



巴斯大教堂
漫遊巴斯



漫遊巴斯

巴斯大教堂
Bath Abbey

     始建於8世紀，以雄偉

的彩色玻璃窗及扇形天花

板聞名，儘管沒有西敏寺

華麗，也不比約克大教堂

的壯觀，但是它卻是同類

建築中最早期的作品，在

全英也是非常著名的建

築。教堂正面是描繪主教

在夢中遇到上帝指示他如

何建造教堂的石刻，以及

天使攀爬天梯通往天堂的

景象。



普爾特尼橋
漫遊巴斯



漫遊巴斯

普爾特尼橋
Pulteney Bridge

     18世紀建築散落在大

橋兩側，古典清幽佇立橋

頭，眺望雅芳河兩岸風光

，仿佛置身威尼斯水城一

般。夏季的普爾特尼橋，

可以乘船遊覽雅芳河，欣

賞丘陵河谷綿延不絕，紅

瓦青舍點綴其中，田園風

光令人悠然神往，已經成

為到巴斯的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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