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英国苏格兰高地天空岛深度3日游

游览国家：英国

上下车地点：

格拉斯哥Glasgow 出团：【07:15】，Main Gate,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versity Avenue,

Glasgow, G12 8QQ【预计回程21:00】

爱丁堡Edinburgh出团：【09:00】3-7 Waterloo Place，Edinburgh，EH1 3BG【回程约18:45-19:30】

住宿：2晚三星高地特色酒店

导游：中文领队

行程安排：

爱丁堡-昆斯费里-圣安德鲁斯-皮特洛赫里-波特里-老人岩-力特瀑布-艾琳多南堡-尼斯湖-厄克特城堡-

格伦芬南高架桥-苏格兰高地&A82-爱丁堡

 
第1天格拉斯哥 爱丁堡 昆斯费里 圣安德鲁斯
皮特洛赫里  

    
 行程概述   

  

07:15 格拉斯哥指定地点集合出发（实际上团地点及时间，请以收到的电子票为准） 09:00
爱丁堡指定地点集合出发（实际上团地点及时间，请以收到的电子票为准） 09:45 抵达【
昆斯费里小镇】 （游览时间约30分钟）12世纪的时候，由于圣玛格丽特女王在往返于爱
丁堡和邓佛姆林的途中经常经过这里，所以小镇由此得名。“昆斯费里”的英文意思就是“
女王南部的渡口”
。 同时打卡【福斯铁路桥】是世界上第一座钢筋铁路桥，被认为是现代桥梁史上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可通行客货火车。Forth bridge
是苏格兰高地的骄傲，是为了连接爱丁堡和法夫郡而建，也是周董《明明就》MV
的同款桥。 10:30 集合离开，前往圣安德鲁斯 11:30 抵达【圣安德鲁斯】（游览+午餐时间
约2.5小时），建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滨海小镇，圣安德鲁斯的老球场是高尔夫球发源地。
当年威廉王子为了躲避狗仔，选择了苏格兰古老的圣安德鲁斯大学，也因此结识了凯特。
有时间您还可以参观圣安德鲁斯城堡，虽然如今只剩一片残垣遗迹，但仍有重要历史意
义。圣安德鲁斯大教堂废墟的两个塔尖大门已经成为小镇的标志性建筑。 14:00 集合离开，
前往皮特洛赫里小镇 15:30抵达【皮特洛赫里小镇】（游览时间约1小时），被苏格兰人
称为童话小镇，保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可沿着流经小镇的Tummel
塔姆尔河边散步，欣赏两岸美景。 16:30 导游指定地点集合离开，前往酒店 19:30 抵达酒
店（抵达时间根据酒店地理位置可能提早或推迟）

  

 上团地点   



  
格拉斯哥Glasgow 出团：【07:15】，Main Gate,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versity
Avenue, Glasgow, G12 8QQ【预计回程21:00】
爱丁堡Edinburgh出团：【09:00】3-7 Waterloo Place，Edinburgh，EH1 3BG
【回程约18:45-19:30】

  

    
    

全天  

本日自费项目和景点门票价格参考（门票价格因季节变化会有浮动，以景点官方网
站或者景点当天价格公告为准，如有变动不再另行通知）
【苏格兰特色晚餐】：15英镑/
人（主菜：鸡肉加哈吉斯；甜点或汤：二选一；咖啡和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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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午餐：自费 晚餐：自费  
    

 酒店住宿：三星高地特色酒店  
    
    

 
第2天天空岛 波特里 老人岩 力特瀑布
艾琳多南堡（外观）  

    
 行程概述   



  

08:30 早餐后，前往天空岛（根据酒店地理位置和行程管理需要,出发时间可能提早或推迟，
游览时间顺延）。 10:30途经【艾琳多南堡】（外观约30分钟），苏格兰标注性建筑之一，
被称为苏格兰美丽的城堡，城堡建在三大海洋湖泊的交汇处，三面环水，建有一座石拱
桥与陆地相连接。 11:00 抵达天空岛，高地的景色在天空岛达到了极致，这里是盖尔人文
化保存较完整的地方，且仍有一小部分人使用盖尔语。岛上山峰连绵，湖泊散布，自然
又美好。远观【老人岩】（游览时间约10分钟） 波特里以北的山地上一块巨大的尖峭岩
石，因似面朝大海的老人头像而得名。这里曾是英国风光摄影比赛获奖的拍摄地。【力
特瀑布】（游览时间约20分钟）清澈的瀑布顺着悬崖飞流而下，景色颇为壮观。（如力
特瀑布停车场限制入内流量将改为群岩悬崖，【群岩悬崖】（游览时间约20分钟）一组
悬崖峭壁向远方延伸，面朝无垠的大西洋，因岩体的纹路与苏格兰Kilt
裙子相像而得名。） 13:30 集合出发，前往波特里 14:00抵达【波特里Portree
】（游览时间约为1.5小时）名字意为“国王的港口”
，是天空岛首府，海边一排彩色的房子尤为惹人注目，是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中的风景。
16:00 集合离开，前往酒店 19:30 抵达酒店休息（抵达时间根据酒店地理位置可能提早或
推迟）

  

    
    

全天  

本日自费项目和景点门票价格参考（门票价格因季节变化会有浮动，以景点官方网
站或者景点当天价格公告为准，如有变动不再另行通知）：
【出海玻璃游船】：20英镑/成人, 10英镑/
儿童（3-12 岁）（40分钟往返，当天行程游览顺序可能会根据玻璃游船时间和天黑时
间调整。备注：出海玻璃游船每年仅4月-10月中旬对外开放。

 
温馨提示：
1、由于景点关闭及酒店地理位置因素影响，行程游览时间及景点安排顺序会根据实
际情况有所调整，届时不再另行通知，统一由导游安排，敬请谅解。
2、
每年仅4月至10月中旬期间，行程增加天空岛【玻璃游船出海】自选项目，游船约往
返40分钟。
出海玻璃游船项目：如遇天气或景区原因致游船不开放，导游会根据当日情况适当
延长其他景点的停留时间，请以导游当天安排为准。
备注：出海玻璃游船每年仅4月-10月中旬对外开放。
      

艾琳多南城堡

 

Lealt瀑布

 

老人峰

 

      

天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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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lt瀑布] 
Lealt
瀑布位于斯凯岛的最西边。悬崖下，冰冷的海水在狂风中掀起巨大的浪花，风声夹杂着
海浪翻滚、发出嘶吼般的低鸣，观赏Lealt
瀑布最好错开刮风的季节。顺着悬崖边陡峭的阶梯能够看到异常壮观的瀑布景观：山上
溪水聚成一股来势汹涌的水流，从悬崖峭壁上一头扎下去，形成瀑布。在阳光充足的日
子里，于瀑布处，可以看到绚丽的彩虹。
[老人峰] 
老人峰是天空岛北部特罗特尼施半岛的一座石山，在海浪的不断冲击下，四周的岩块逐
渐坍塌，只剩下这根海蚀柱面朝大海，孤独地伫立着，像一位老人在千万年里守望着大
西洋，一晃就过了几个世纪。高719米的老人峰突兀地矗立在平坦的高地草原中，最宽处
仅27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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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晚餐：自费  
    

 酒店住宿：三星高地特色酒店  
    
    

 
第3天尼斯湖 厄克特城堡 格伦芬南高架桥 苏格兰高地&
A82 爱丁堡 格拉斯哥  

    
 行程概述   



  

09:00早餐后酒店集合出发（根据酒店地理位置和行程管理需要,出发时间可能提早或推迟，
游览时间顺延）。 10:00抵达【尼斯湖】（游览时间约1小时）位于英国苏格兰高原北部
的大峡谷中，湖长37公里，最宽处2.4公里。面积并不大，却深。平均深度达200米，最深
处有298米。该湖终年不冻，两岸陡峭，树林茂密，是英国第三大的淡水湖。被人们称之
为“沉在海下的湖”
，湖中生物种类繁多，因尼斯湖水怪传说而闻名。您可以驻足尼斯湖边散步，也可以自
选择乘坐【尼斯湖观光游船】（根据季节和班次可能调整）和入内参观【厄克特城堡】，
厄克特城堡是苏格兰高地上最重要的古迹之一，在14世纪苏格兰独立战争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从城堡上可以全览整个尼斯湖的神秘风光，如今透露着寂寞和神秘。 12:15 集合离
开，前往格伦芬南 13:45远观【格伦芬南铁路高架桥】（外观，约30分钟）《哈利波特与
密室》中霍格沃茨快车和飞翔的蓝色福特轿车穿过西部高地的场景，便是在高架桥拍摄
的，是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一道风景线。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蒸汽火车经过高架桥
的场景哟。（蒸汽火车每年9月30日后下午班次关闭） 14:30 集合离开，途经007系列电影
取景地拥有苏格兰美丽风景的【A
82公路】，游览【苏格兰高地】，拥有古老的城堡、起伏的山脉、自由生长的动物，这
里满足了你对苏格兰所有的想象。穿越【格伦科峡谷】，曾出现在电影《勇敢的心》拍
摄场景中，这里也是徒步游爱好者的天堂，可以看到淡泊美丽的Tulla
湖和三姐妹山的雄伟。 19:30 抵达爱丁堡送站点（实际下团地点及时间，请以最终收到的
电子票为准） 21:00 抵达格拉斯哥送站点（实际下团地点及时间，请以最终收到的电子票
为准）

  

    
    

全天  

本日自费项目和景点门票价格参考（门票价格因季节变化会有浮动，以景点官方网
站或者景点当天价格公告为准，如有变动不再另行通知）
【尼斯湖游船(50分钟)+厄克特城堡 联票】：34.5英镑/人
以上自选项目可能会因天气、场地等不可抗拒因素稍作调整，具体安排以旅行当日
的实际情况为准。
 
提示：以上行程时间表仅供您参考，为了保证团队整体游览和进展顺利，导游有权
根据天气和交通等实际情况对行程做适当调整 。
如遇部分景点节假日休息或庆典等，本社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
以尽可能保证游览内容。但客观因素限制确实无法安排的，本社将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敬请各位贵宾理解与配合！
      

尼斯湖

 

格伦科峡谷和三姐妹山

 

格伦芬南高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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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伦科峡谷和三姐妹山] 
著名的格伦科峡谷和亭亭玉立的三姐妹山终年云雾缭绕，荒草遍布山野，湖泊穿行其间，
高地的壮阔和沧桑在这里得到了集中体现。曾经英格兰军队在这里对苏格兰人的血腥屠
杀，仿佛使这片土地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丝悲壮的味道。这里还是电影《勇敢的心》的
主要取景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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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
的水流，充沛干净得让人嫉妒。据说，那驰名世界的苏格兰威士忌，也正得益于这样独
特的矿质水源。另外，温顺的黑脸羊和酷酷的高地牛会惹得您开怀一笑。 
[格伦芬南高架桥] 
格伦芬南山本身并没有什么特点，有名的是格伦芬南高架桥(Glenfinnan Viaduct
)，但是看桥的最佳观景点其实是在格伦芬南山上。格伦芬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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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
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火车和飞翔的蓝色福特轿车穿过西部高地，飞越格
伦芬南高架桥的场景便是在这里拍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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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还可以
眺望格伦芬南纪念碑。
（注意：如您预订了哈利波特蒸汽火车项目，我们就不再前往格伦芬南山了，因为火车
就在格伦芬南高架桥上行驶。）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费 晚餐：自费  
    

 酒店住宿：无  
    
    

费用说明

价格包含：
1.导游：精英专职中文导游，精彩讲解互动；

2.司机：专职巴士司机，安全驾驶保障；【17座或以下车型或可能分配司兼导】

3.车辆：8-65座旅游巴士，奔驰/沃尔沃/依维柯舒适保证，随车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4.酒店：2晚三星高地特色酒店。单独或单数出团的顾客只要服从分配，免收单间附加费；拒不服从
安排或自行要求居住单人间者除外。注：我社星级标准是以hotels.com或booking.com
上所示星级为参考。

5.早餐：特殊时期，全程早餐或均为欧陆式简餐。欧陆式早餐：面包，果酱，麦片，酸奶，咖啡，茶，
果汁等

 

 

价格不含： 



1.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2.景点门票：为尊重您自由旅行的选择，我们的行程当中绝无变相购物或强制游览，请自主选择购买
您心仪景点的门票；

3.中餐晚餐：丰俭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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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过程当中的中餐、晚餐消费是您自己的选择；

4.小费：4英镑/人/
天（成人、儿童同一标准，都需支付）；根据当地风俗习惯给予，以此回报和激励随团人员的服务.

5.单间差：全程共75欧元/人（仅限于不愿意拼房，要求住单间的客人需支付单间差，需全程购买）。

6.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理发、烟酒、饮料、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其他未注明的地
接费用（签证、机票、旅游保险等）；旅游项目或交通费用（观光缆车、观光游船、出租车等）；

7.个人旅行保险：出境旅游请务必购买保险，以保证在出现个人意外，例如：生病、丢失财物等情况
时，有保险公司保障您的权益。

8.一切个人消费及费用包含中未提及的任何费用。

 

参团年龄：
提醒【以护照为准】：年龄在【不足3岁】请联系我们。【3-17岁】和【70岁+】参团，本社强烈建议
购买保险且需至少1位69岁以下成年人陪同参团。请衡量身体状况是否合适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