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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 的紫色奇緣 

2013年全新完工的碎片塔( The Shard )，聳立在英國倫敦的泰晤士河畔，樓高309.6

公尺，是歐盟最高建築物，花費12年打造，造價超過台幣3百億的碎片塔，採用了1萬

1千片玻璃打造，也是它名字的由來，整棟樓包裹在玻璃當中，閃閃發光！

搭乘裡面的高速電梯，只要短短30秒就能抵達68樓觀景台，可從240公尺高空俯望

整個倫敦美景，倫敦地標-塔橋、聖保羅大教堂、泰晤士河風光盡收眼底，天氣晴朗

的時候，甚至可以看到法國，堪稱全歐洲最高的觀景台。碎片塔大樓在白天夜晚會變

幻不同的顏色，把倫敦粧點的更豐富多彩。

大家所熟知的薰衣草花海，大概就是日本的北海道與法國的普羅旺斯，事實

上，紫色的浪漫狂潮，在英國的盛夏裡也有 超夢幻的演出！

在距倫敦不遠的有機薰衣草農場，就可以享受一場暫時逃離都會喧囂的紫色

小旅行。盛夏怒放的薰衣草，把英格蘭的田園渲染上紫藍色的彩衣，各式各樣

的薰衣草隨風搖曳，空氣中散發著甜美怡人的芳香氣息，叫人陶醉在這夏日的

田園美好時光中。

美美的薰衣草田，總是讓相機手機拍個不停，農場每年度都會舉辦攝影比

賽，讓到此一遊的旅客們共同分享紫色的美麗記憶。當然，各式各樣農場專屬

的紀念品及精緻的薰衣草產品都超好逛，花束、精油、保養品及薰衣草小物等

…，讓人逛到忘記時間，在農場裡，還可享用悠閒的下午茶，品嚐農場特製的

薰衣草蛋糕及薰衣草茶。

早鳥優惠最高每人減6000，升等米其林一星餐廳

薰衣草祕密花園、碎片塔、千年遺產古巨石群、湖區遊船

(彼得兔)、愛丁堡、蘇格蘭之夜、哈利波特魔法學校等

夏日薰香.英倫紫色奇緣.碎片塔10天
限定
行程
限定
行程

文／周羽雯

道東賞芝櫻名所~東藻琴芝櫻公園、山津見神社，

安排2晚溫泉飯店、1晚TOMAMU渡假村，釧路濕

原、阿寒湖游船、網走流冰館、北海道神宮等

※北海道薰衣草行程即將開團，敬請期待！

當別地方的櫻花退場之後，北海道的櫻花才開

始，除了一般常見的櫻花，北海道最特殊的就是

長在地上的「芝櫻」，春天一到，就像舖了一整

片巨大的粉紅色地毯。

著名的賞芝櫻名所像是位於

網走的東藻琴芝櫻公園，五六

月時，佔地約80公頃的園區，

整個被粉色的芝櫻小花填滿；

還有位於山坡上的山津見神

社，連鳥居都是粉紅色的，而

且就立在芝櫻花海中，相當的

醒目可愛！

紫戀

粉彩北國芝櫻限定
釧路溼原.阿寒祕境5天

百 選 溫 泉

夏天是玩北海道最繽紛的季節，位於道央的富良野，超級的薰衣草大地毯登場，在紫色花田間，

騎著鐵馬兜兜風，暢快流汗後，再來一支薰衣草冰淇淋，真是最逍遙的大享受。

富良野有很多薰衣草花園，像知名的「富田農場」規模極大，盛夏時如有大彩筆揮出

的五彩花田，遊人如織。而位於上富良野的花樂園Flower Land，也是北海道薰衣草的

人氣觀光點，被形容為〝虹一般的全景大空間〞，5月到9月各式奇花異草輪番登場，

因位在上富良野的山坡上，視野廣闊，可俯瞰整個富良野町的美景。此外，美瑛四

季彩之丘則以綿延的丘陵地形花海和一望無際的麥田、馬鈴薯田聞名，織出一幅的

大地圖畫！

道央一帶還有許多的美麗的庭園，像是風之庭園，紅極一時的同名日劇在這裡拍攝，

還有十勝的紫竹庭園，由可愛的紫竹婆婆一手打造，一萬八千坪的庭園中，種植有2千多種的

花卉，相當值得一遊。

絕色北疆.麗水天山.獨庫公路.唯
美紀行14天(含白哈巴村、45座車) 

伊犁薰衣草季 花期  

▲

6月中到7月中

最新
企劃

限時早鳥優惠，第二人減8000

其他薰衣草亮點

 (圖/李富仁)

 (圖/日本國家旅遊局)

歐盟第一高的摩天大廈「碎片塔」驚 奇 加 碼 ！

北海道！ 薰衣草花期：   

▲

6月底~8月薰衣草花期：   

▲

7月~8月中

北海道的粉紅大地毯- 芝 櫻 芝櫻花期    

▲

5月上旬~6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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