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天空岛•哈利波特•苏格兰高地三日游

游览国家：英国

上下车地点：

1.爱丁堡(Edinburgh) Edinburgh

爱丁堡，上团时间：早上9：00（10月29日-3月25日，冬令改为08:30 出发） 集合地点：爱丁堡鸿福酒

家门口 （3-7 Waterloo Place EH1 3BG）；Waverley 火车站走路3分钟

2.格拉斯哥(Glasgow) Glasgow

格拉斯哥，上团时间：早上10：30（10月29日-3月25日，冬令改为10:00 出发） 集合地点：市中心乔治

广场(George Square

)市政厅门口（备注：格拉斯哥上车点默认为乔治广场，如果客人需要在格拉斯哥大学上车，请联系

客服）

住宿：当地家庭旅馆，实际安排以出团通知为准

导游：中文领队

行程安排：

爱丁堡-格拉斯哥-罗蒙湖-苏格兰高地-格兰芬南-威廉堡-尼斯湖-天空岛-威廉堡-皮特洛赫里-圣安德鲁

斯-爱丁堡

 
第1天爱丁堡 格拉斯哥 罗蒙湖 苏格兰高地 格兰芬南

威廉堡  

    
 行程概述   

  

早上从爱丁堡出发前往格拉斯哥，抵达雄伟的格拉斯哥中心的【乔治广场George
Square）】,然后我们将前往苏格兰最美丽的湖——【罗蒙湖Loch Lomond
】，之后前往【拉斯小镇Luss】，在苏格兰高地上的【绿靴子green welly
】风景区用午餐，接着往北穿过欧洲自然风景最优美的地区——【苏格兰高地
Scottish Highlands】，观览著名的【格兰科峡谷Glencoe
】和亭亭玉立的【三姐妹山】，游览英国最高峰【本内维斯山Ben Nevis
】，之后我们前往哈利波特拍摄地-【格兰芬南铁路高架桥】，最后前往拥有无敌湖景的
【威廉堡Fort William】，它位于【林恩湖Linnhe
】的顶端，后面高耸着的是山顶常年被白雪覆盖的本内维斯山。晚上入住威廉堡或其附
近特色家庭旅馆。

  

 上团地点   



  

1.爱丁堡(Edinburgh) Edinburgh
爱丁堡，上团时间：早上9：00（10月29日-3月25日，冬令改为08:30 出发） 集合地点：爱
丁堡鸿福酒家门口 （3-7 Waterloo Place EH1 3BG）；Waverley 火车站走路3分钟
2.格拉斯哥(Glasgow) Glasgow
格拉斯哥，上团时间：早上10：30（10月29日-3月25日，冬令改为10:00 出发） 集合地点
：市中心乔治广场(George Square
)市政厅门口（备注：格拉斯哥上车点默认为乔治广场，如果客人需要在格拉斯哥大学上
车，请联系客服）

  

    
    

全天  

【说明】为了赶上观看下午的哈利波特小火车，4月改为爱丁堡8点集合，格拉斯哥9
点半集合!!!
*10岁以下（不含10岁）儿童与两位成人同行，儿童不占床位可减10欧，请下单后与
我司联系更改价格再行付款（此优惠仅付款前可更改，付款后不再享有此优惠！）
该线路行程火爆，下单后请与我司二次确认报名位置。
      

罗蒙湖

 

格伦科峡谷

 

威廉堡

 

      

本内维斯山

 

乔治广场

 

格兰芬南铁路高架桥

 

 



  

[罗蒙湖] 
作为英国最大的淡水湖泊，罗蒙湖以其绮丽的风姿吸引了无数游客。幽深蔚蓝的湖被巍
峨群山所环绕。最好的方式便是在Balloch
镇上乘游船，水面映照出两岸的群山，山色湖光，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绝对是打发掉
一天时光的好去处。
[格伦科峡谷] 
格兰科峡谷和亭亭玉立的三姐妹山，其中格兰科的主峰是苏格兰最具摄影美感的山峰。
经典影片《007：大破天幕杀机》里一段精彩追逐场景就是在高地旁的A
82道上拍摄的。高地的山丘与原野充满浪漫、粗犷、孤寂的自然美，史诗般的壮观。
[威廉堡] 
威廉堡是洛哈伯区（Lochaber District）的首府，矗立于林尼湖（Linnhe
）岸，是一座细长的小城市，城名是以曾经的威廉三世在这里建造的石头要塞而得名，
虽然城堡已经被拆除，但城市仍然沿用着这个名字。威廉堡还是一个道路、铁路及河道
的交汇点，尽占地利之便，十分适合前往。
[本内维斯山] 
英国户外运动之都，山顶云遮雾绕，每年吸引大约10万名登山者。山脚下的本内维斯山
酿酒厂提供独一无二的威士忌酒：本内维斯露珠和巧克力泥炭威士忌。风景秀丽的尼维
斯峡谷，这里流水潺潺，还有宛若雕刻过的陡峭山坡，美得令人窒息的景色使其成为哈
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绝佳取景地——《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三强争霸赛”
的场景便是在这里拍摄的。电影《勇敢的心》和《Rob Roy
》也在此取景，很多人可以一眼认出那些震撼人心的电影画面。 
[乔治广场] 
乔治广场堪称气势磅礴的露天雕塑博物馆。日不落帝国的缔造者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你
不知道的欧洲之母和神秘皇族病的故事），蒸汽机改良者瓦特（他历尽艰辛科技创业，
开启世界工业革命的故事），欧洲历史小说大师斯科特（领略什么是多才多艺、身残志
坚、诚信一生的苏格兰文豪），阿尔伯特王子，诗人彭斯和乔治三世都坐等你来认识他
们。您还可以体验在布拉德皮特的大片 World War Z
（僵尸世界大战）中，乔治广场和部分街道突然“一夜间”变成纽约的街头。
[格兰芬南铁路高架桥] 
最具神话般的风景地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哈利波特迷们。它会实现您心中真正的
魔幻之旅。哈利波特中通向魔法学校的峡谷飞车的高架桥桥拱总共有21孔，整个桥身以
一个优美的曲线划过山谷中，加上还有蒸汽火车行走其上，让人有穿梭时光的感觉。查
理王子纪念碑的秀美风景更是令人终生难忘，导游将为您娓娓道来英国史上最俊美的查
理小王子在此登陆掀起风起云涌的雅各布大起义的真实历史。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威廉堡或其附近特色家庭旅馆  
    
    

 第2天威廉堡 尼斯湖 天空岛 威廉堡  

    
 行程概述   

  

餐后前往位于尼斯湖湖畔的【奥古斯特堡Fort Augustus
】观光，来到著名而又神秘的【尼斯湖】，之后前往苏格兰最美丽的天空岛，沿途欣赏
壮观的【五姐妹山】并且探访美丽的【爱伦多纳城堡Eilean Donan
】，驶上唯一一座与苏格兰本岛相连【跨海大桥】，您将来到【天空岛Isle of Skye
】，通过美丽的【斯托湖Storr】，欣赏【斯托老人峰Storr】，接着会到达【力特瀑布
Lealt】、【苏格兰裙岩石】。晚上入住威廉堡或其附近特色家庭旅馆。

  

    



    

全天  

      

尼斯湖

 

艾琳多南城堡

 

跨海大桥

 

      

斯托老人峰

 

苏格兰裙岩石

 

天空岛

 

 

  

[尼斯湖] 
尼斯湖虽然贵为英国第一大淡水湖，但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词组，以“尼斯湖水怪”
的名字出现，以层出不穷的蛇颈龙模样的水怪目击传闻而知名。尼斯湖湖水深不见底，
据说平均深度大于200米，最深处更达300多米，地处气候寒冷的苏格兰高地却能够终年
不冻。。
[艾琳多南城堡] 
苏格兰艾琳多南堡位于苏格兰高地的多尼地区，远远望去仿佛扎根于湖泊中间的一个小
岛上，是苏格兰最有名的城堡。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220年，但是城堡的最初结构
已经于1719年被毁坏，并在废墟上延续了两个多世纪。1919年，约翰·麦克雷·
吉尔斯特拉普中校将它买了下来，开始进行恢复工作，并于1932年竣工。
[跨海大桥] 
是连接天空岛与苏格兰本土的唯一大桥。正式开通于1995年,所以在此之前,天空岛的居民
只能靠船运到达苏格兰陆地。
[斯托老人峰] 
老人石是斯凯岛北岛的标志性景点之一，是位于斯托尔山(The Storr
)上一块巨大的尖峭岩石。因远远望去酷似面朝大海的老人头像而得名。沿着漫长的山路，
游客可以时不时驻足眺望一下海面和远处的天空，感受一下什 么叫做风轻云淡。夕阳时
分，在老人石旁观赏，青山、黑色的岩石、蔚蓝的海水还有变幻莫测火红的天空构成一
幅绝佳的山水画。
[苏格兰裙岩石] 
位于岛上Staffin镇附近的Kilt Rock
悬崖瀑布, 悬崖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外观, 看起来像是经典苏格兰裙的样子。这处景色出现
在无数的明信片上，不论是手机党还是单反派，都是随手一照就是一张明信片，实在是
不能错过的美景。
[天空岛] 
苏格兰高地的天空岛（Isle of Skye
）便是英国的世外桃源。这里远离世俗喧嚣，保留着大自然最纯净、最原始、最神秘的
美，一直被誉为英国最美的地方。天空岛是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我
们将Isle of Skye翻译成“天空岛”，大概是源于skye和英文中的sky（天空）同发音。但
Skye源于古盖尔语，意为“隐藏于云雾之中”，因此也被称作为离天空最近的岛。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威廉堡或其附近特色家庭旅馆  
    



    

 第3天威廉堡 皮特洛赫里 圣安德鲁斯 爱丁堡  

    
 行程概述   

  

早上出发参观道地的【威士忌酒厂】（30分钟）（此景点10月26日-3月25日冬季发团期间，
关闭，取消），之后前往维多利亚时代特色的精致美丽小镇【皮特洛赫里小镇Pitlochry
】，后前往高尔夫发源地【圣安德鲁斯St.Andrews
】，这里有曾经被誉为是苏格兰中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圣安德鲁斯教堂】，参观世界上
第一座钢铁桥【福斯桥Forth Bridge
】。最后返回爱丁堡结束我们的快乐旅程。晚上大约19:00左右（10月29日-3月25日期间
：结束时间大约18:30）回到爱丁堡Waterloo Place
（第一天的集合点，火车站附近）结束。具体时间视当天交通情况。（格拉斯哥上车客
人，自行从爱丁堡火车站返回格拉斯哥）

  

    
    

全天  

*注：格拉斯哥上车客人，自行从爱丁堡火车站返回格拉斯哥。请要规划后面行程的
客人，尽量晚上8点以后的火车票。并且参团时候告诉导游，您最后一天火车票时间，
谢谢。
 
（本网页内所标注的下团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实际抵达时间会因各种不可抗力原因
如天气，堵车，交通意外，节日赛事，骚乱罢工等有晚点可能，还请您见谅。您如
有后续行 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城市，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预留3小时
以上的空余时间，以免行程延迟受阻为您带来不便。 由于您没有预留足够的空余时
间而导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福斯铁路桥

 

皮特洛赫里小镇

 

圣安德鲁斯

 

 

  

[福斯铁路桥] 
福斯桥（Forth Bridge
）是位于英国苏格兰福斯河上的铁路桥，1890年3月4日建成，是被后人公认的桥梁史上
的里程碑之一。它是一座由众多钢管弦杆构件组成的双伸臂梁铁路桥，主通航孔桥由三
个钢“纺锤型”桁架、两个钢桁架挂梁组成，全长1620米。
[皮特洛赫里小镇] 
具维多利亚时代特色的精致美丽小镇。相传这里是维多利亚女王全家最喜欢的避暑胜地。
镇上独具特色的维多利亚建筑鳞次栉比，这在苏格兰高地并不多见。环绕小镇的盖里河
以盛产肉质鲜美的鲑鱼而出名。小镇中心的街道是普通旅游者喜欢的地方，品尝一个苏
格兰特色冰淇淋，享受片刻暖暖的阳光，一个字，美！苏格兰的鲜花老屋已经不再稀奇，
但皮特洛赫里的不一样，依山而建的教堂，蜿蜒通幽的小路，铺满青苔的石墙，绚烂多
彩的鲜花，在蓝天白云下越显古朴自然的美
[圣安德鲁斯] 
高尔夫发源地，高尔夫球迷必到的朝圣点，这里拥有距今600年的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和
历史最悠久的赛事。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价格包含：
1）特色家庭旅馆（两晚）：两成人1房间 ；如果3/5/
7人报名；会出现其中一个房间使用3人间家庭房，如果指定单人住1间，需另外支付单人房差。
2）欧陆式早餐（住宿含早）
3）交通：豪华巴士（9座商务车）
4）全程优秀的中文导游兼司机
价格不含：
1）各类保险、护照费用，签证费用,往返机票，接机费用，火车，游船
2）额外或行程以外要求安排之自费节目
3）当地导游，司机小费（现付，每位客人每天3镑）
4）航空公司征收之行李超越规格或超重费用
5）私人费用如房间饮品、电话、洗衣服务等
6）在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之情况下，如罢工及交通延误，而引发之额外支出
7）本团为半自助性质旅游团，无任何变相购物或强制游览，请自主选择购买景点门票）
8）午餐和晚餐：在旅游过程中，我们的导游会向您推荐地道美味的当地餐馆，也会向您介绍实惠高
效的快餐店，用餐消费自主选择，丰简由个人
9）其他消费：洗衣、理发、收费网络、电视、等“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他费用
10）后备箱行李空间有限，如果您需要带上更多行李，请询问销售人员提供详细信息。

 

自费门票一览表:仅供参考，实际门票根据当天景点挂牌为主 （此行程大部分为户外景观）

景点门票价格（门票价格为参考价格，具体以景区挂牌价为准）
威士忌酒厂参观 7英镑/人
午晚餐费（无团餐，均为自理）
快餐类 10英镑左右
其他 以餐厅价格为准
司机及导游小费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及导游小费 3,00英镑/人
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自费项目请配合和服从导游的行程安排，以导游行程安排为主。

 

住宿说明：

1）英国特色家庭旅馆



2）单房差:60欧/间/晚(5-10月为70欧/间/
晚）。住宿升级：3星酒店每人每晚加价40欧（5月-9月不一定能订上）；4星酒店每人每晚加价50欧
（5月-9月不一定能订上）

3）报名时，如果是3人，可以选择家庭间（一张大床+加床单人床），不需要额外支付单人房差； 如
是单人报名，可以选择同性别拼房，如果拼房不上，则由操作部另外安排，不需要另外交单人房差。
除非客人坚持有1人指定单人住一个房间，那么需补单间差。

4）酒店情况：要求3人同住1房团价照收,欧洲大部份酒店不设标准3人房,通常以房间内双人房外加一
个单人床处理。

5）儿童团价： 10岁以下儿童可获儿童优惠：10欧/人；需要跟父母同房，否则与大人同价。

6）由于旅游车辆行李空间有限，请携带随身小件行李，每位客人的行李大小请控制在50
 x 40 x 20cm
以内。如果您有超规格行李，请务必提前联系我们获得认可，避免出团当天因为行李过大延误登车。
出团当天如遇自行带领超尺寸行李的顾客，导游与司机在出团当天有权利不承载，本社不承担由此
引发的任何争议。
(9座商务车行李空间有限，请尽量符合上述空间，如果真的超过，出团当天仍然全部行李带上，事
先分装好不需随行的行李，出团当天，如果真的装不下，司机会带您到我公司存放行李。）

7）寄存行李问题
1-上班时间存和取行李共收取10镑。
2-下班时间存和取行李共收取20镑。
3-上班时间存、下班时间取行李，或下班时间存、上班时间取行李，共收取20镑。

 

服务：   

1）报名时，须持有效旅行护照证件。

2）报名时，请同时缴交全额团费。

3）本公司保留最终接受报名与否的权利，而无需提出任何理由及解释。

 

临时取消报名及退款方式：

行程前20日至27日 (不含出团当天)，收取旅游费用总额10％的违约金。 
行程前11日至19日 (不含出团当天)，收取旅游费用总额50％的违约金。 
行程前1日至10日 (不含出团当天)，收取旅游费用总额100％的违约金。 

 

其它细则：

1）在任何理由及情况下团员若逾时赶不上航班或巴士出发，本公司不负责及不退还任何费用



2）航班或巴士因故障或延误出发时间，行程可按照当天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景点内容不变，团员不
得借故反对及退出，如遇上天气恶劣、罢工或突发意外，引致行程延误，不予赔偿或退还团费

3）团员有效旅游证件(护照)及签证，在任何情况下或团员持有效旅游证件及入境签证，如在入境时
为当地移民局(海关)拒绝入境，与本公司无关，一切损失团员自行负责，团费不退还

4）团友在任何情况或个人原因，不允许自行出发，个别返回或途中离团

5）互不认识拼房同住，即使是由本公司安排，团员其人格及行为，概与本公司无关，一旦出现任何
纷争恕不介入

6）团员如在旅途中退出任何一项活动或膳食，均当自动放弃，费用不退还

7）个人若蓄意妨碍导游工作，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影响团体正常活动及利益时，领队视具体情况或
在大多数团员赞同下有权取消其随团资格，命令该团员离团，不退还未完成部分费用，概不退还，
其离团后一切行动，与本公司无关

 

责任问题： 

1）机票、酒店、交通工具或其它旅游机构属本公司代理服务，参加本行程客人如遇有财物损失、意
外身亡，或因天灾人祸、机器故障、交通延误、罢工、战争、政局不安、无法控制及政府更改条例
而招致损失额外费用时，概与本公司及其代理人等无关及不需负任何责任

2）本公司采用各类观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飞机、轮船、火车或巴士等，对旅客安全及行李遗失等
问题，各机构均订有各种不同条例以对旅客负责。行李遗失，意外伤亡及财产损失等情形，根据各
机构所订立条例作为解决的依据，概与本公司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

3）若遇特殊情况，如天气恶劣，罢工、证件遗失、酒店突告客满、原定班机取消或延误、政变或任
何非人力可控制的突发事故，而必须将行程、住宿或交通工具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项旅游节目，本公
司得依照当时情况全权处理，在此情况下团员不得借故反对及要求赔偿，事件所引致之损失或增加
费用，团员需自行负责

4）凡参团者，需遵守各国法纪，严禁携带私货营利及违禁物品。进出境准例，是根据个别国家所订
立，因个人理由而被某国拒绝入境，其责任与本公司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余下旅程将不获
退还款项，及因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