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校友總會 楊嫚妮總會長致詞

親愛的學長、姐以及學弟、妹們：

祝福校友們 新的一年,平安如意。

嫚妮很榮幸能接任全球校友總會總會長一職。總會長的職務不僅是一種榮譽，

也是一種責任。嫚妮將借鏡歷任會長之經驗、抱持著發揚輔仁精神的使命，

繼續為本會之發展戮力以赴！ 

全球校友總會 2018 年年會將於 9/1-9/2 假英國倫敦舉行，在此，誠摯地邀請

五湖四海的校友共襄盛舉，並希冀藉此全球校友總會年度盛會凝聚全球各地

校友，經由各地校友的力量，給予在校學弟妹們更多學習計畫以及踏入職場

之協助，亦對母校發展給予更多支持。

展望 2018 年，期許校友總會能成為聯繫各地區校友會之橋樑，加強校友間

之聯繫，強化各校友會之凝聚力，令校友會的規模更茁壯、內涵更充實，為

追求輔大真善美聖的精神，注入更豐富的生命元素，更顯熠熠生輝，共同與

母校創造輔仁新契機。

敬祝各位 平安喜樂！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會長楊嫚妮敬賀 



關於輔大英國校友會

輔仁大學英國校友會於當地時間 2016 年 3 月 10 日正式成立於倫敦。我們的

校友來自於英國各專業領域，透過在地校友的網絡連結，幫助及支持即將前

往英國的學子們，讓校友會更加茁壯。

Fu Jen Worldwide Alumni Association. UK

FJWAA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on 10th March, 2016 in London. Our 

alumni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professional areas. We support 

our world-wide Alumni who is coming to the U.K. for study and work to 

connect the country seamlessly. W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and grow 

our Alumni network.



2018 輔大全球校友大會在倫敦

時間  :   2018.9.1 & 2

地點  :   Hilton London Paddington

   146 Praed St., Paddington, London W2 1EE, U.K.

活動  :   歡迎晚宴、深入英國論壇、閉幕雞尾酒派對、倫敦的魅力行、蘇格蘭高

地壯遊

行程方案  :  

- 每項方案費用皆包含該項活動的飲食茶水。

輔大校友方案£150

9/1 歡迎晚宴 & 9/2 校友會議(包含午餐)、深入英國論壇(包含午餐、下午茶

咖啡及點心)及閉幕雞尾酒派對(包含了酒品，雞尾酒點心，歡樂舞動音樂．)

*希爾頓飯店法式三道菜晚宴，包含餐點，表演，攝影，以及酒水。

非輔大校友方案:

方案 1 £65 

9/1 歡迎晚宴 

*希爾頓飯店法式三道菜晚宴，包含餐點，表演，攝影，以及酒水。

方案 2 £65 

9/2 深入英國論壇(包含午餐、下午茶，咖啡及點心。)

方案3 £40 

9/2 閉幕雞尾酒派對(包含了酒品，雞尾酒點心，歡樂舞動音樂。)



2018 全球校友會議行程內容

8/31 9/1 9/2

週五 週六 週日

8.30-9.30
9.00-9.30

校友及眷屬們抵達
Hilton London 

Check-in

或

倫敦魅力半日遊

校友會會長會議 

（限會長參加） 

9.30-10.00 梳洗休憩

10.00-11.00 全球校友總會年會會

議(校長致詞,母校發

展報告,各地區校友

會工作活動報告,建

議提案)

11.00-12.00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14.00-15.00 深入英國論壇- 

談英國脫歐

15.00-15.30 英式下午茶會

15.30-16.30

報到
深入英國論壇- 

談英國房地產

16.30-18.00 梳洗休憩

18.00-19.00

校友及眷屬們抵達
Hilton London 

Check-in

觀迎晚宴 閉幕雞尾酒派對19.00-20.00

20.00-21.00

21.00-22.00

22.00-23.00 內部人員會後集合 內部人員會後集合



住宿- Hilton London

Hilton London Paddington酒店位於倫敦帕丁頓車站，是倫敦最豪華的維多

利亞式酒店之一。地理位置優越，提供現代化的設施及舒適的住房品質。我

們距離希思羅機場僅需 15分鐘，希思羅機場快線直達我們大門前的四條倫敦

地鐵線路 - Circle，Hammersmith＆City，District 及 Bakerloo Line。

我們是首都最便捷的酒店之一。 

住宿  :  

− 豪華單人房每晚 £190 Day Rate

− 舒適雙人房每晚 £202 Day Rate

地址  :   146 Praed St., Paddington, London W2 1EE, U.K.



倫敦交通

機場  :   

Heathrow Airport – Hilton London

− 希斯洛機場至倫敦希爾頓飯店

交通: (來回 £37，單程 £25，建議買來回。)

搭乘"Heathrow Express”(希斯洛特快)直達倫敦地鐵”Paddington 

Station”(怕丁頓車站)，可由地鐵內部電扶梯直達Hilton London 倫敦希爾

頓飯店。

機場  :  

Getwick Airport – Hilton London

− 蓋威克機場至倫敦希斯洛飯店

交通  :   (線上購票來回 £25.10/現場購票 £28.10；線上購票單程 £17.80/ 現場

購票 £19.90，建議事先線上購票。)

*https://www.gatwickexpress.com/tickets/buy-tickets

搭乘"Getwick Express”(蓋威克特快)直達倫敦地鐵”Victoria Station”(維

多利亞車站)，建議可搭乘公眾交通工具(搭乘倫敦地鐵(UNDERGROUND) 經

由向北Victoria Line (水藍色）至 Oxford Circus 轉 Bakerloo Line (棕色）至

終點站 Paddington 出站後左轉即可看到 London Hilton Paddington )或計

程車直抵Hilton London 倫敦希爾頓飯店。



倫敦魅力半日行

9/1- £100 (可供 8/31先行抵達之校友及眷屬們參考參加。)

旅遊時間：早上 9 點從飯店出發，約下午 4 點返回飯店

9/1 早餐後出發，展開倫敦市區觀光：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區的西敏寺

和國會地區，參觀英國王室加冕地點的西敏寺，議會廣場，議會大

廈等建築； 女王倫敦皇宮的白金漢宮外觀，並了解身為大英國協之

首的英國，在各式建築物中彰顯自己大英國協的領導者地位；聖保

羅大教堂為重要的新教王朝教堂，建築師克里斯多佛列恩，如何與

保守的英國聖公會鬥志，而完成自己理想中的教堂建築；City of 

London又如何從羅馬城區浴火重生為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城之一；

「倫敦鐵橋垮下來，垮下來..」沒到過英國的翻譯，是如何錯置工

業時斯最美麗的塔橋和羅馬人最早建造的倫敦橋呢？

坐完泰晤士河遊船後，前往倫敦最特別存在的中國城，享受與香港

口味一致的港式飲茶。

用完午餐後，前往南岸登上當時以最先進技術製造而成的倫敦眼：

像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一樣，倫敦市民由無法接受到成為倫敦重要地

標，天氣若是晴朗的話，甚至可以看見英國足球超級聯賽總決賽的

溫布利球場的白色拱橋。

參觀完倫敦眼之後，搭車返回飯店，開始辦理登記手續。

*費用包含:  49 人座車、倫敦藍牌導遊全程導遊、泰晤士河遊船、倫敦眼、精

緻港式飲茶、司機導遊小費



劍橋牛津雙城遊
9/3 & 4- £300

想一窺哈利波特霍格華茲學院的原型嗎? 這趟旅程千萬不要錯過。

9/3 (一) 早餐後出發前往劍橋。劍橋大學是英國知名大學，本身原為安格立亞區的中世紀貿

易中心，創校己超過 800 年，在全世界享有盛譽，共擁有 31座學院，也蘊育許多

世界名人，牛頓，查爾斯王子，徐志摩，金庸還有近日過世的史帝分霍金等人都在

劍橋留下了他們的燦爛歲月，也豐富了劍橋的人文氣息。

抵逹劍橋後，會依著人間四月天的腳步，請專人撐船，欣賞後花園（The Backs）

的學院風光，聽著克來爾學院沒有付完尾款，造橋工匠如何報復的故事。聖約翰學

院在建造新院區時，竟然忘了蓋廚房，最後是怎麼解決的呢。婚禮蛋糕是在講述什

麼？國王學院成績最好的學生，真的就一定住在臨河的宿舍中嗎？

遊完河後，前往餐廳用午餐。午餐後，則參觀中世紀留下來的市場區，看看DNA

首次發表的老鷹酒吧；美國空軍在劍橋留下的故事；聽聽查爾斯王子在劍橋讀書的

韻事，還有三一學院外邊的那棵蘋果樹。 進入國王學院欣常英王亨利六世，傾盡

一生心血建造的國王學院禮拜堂，徐志摩也因追隨羅素而進入了國王學院。

稍後則返回倫敦，參觀市內最具文創風格的柯芬園，欣賞不同的街頭藝人表演，逛

逛不同的特色小舖。

在市區用完晚餐後，返回飯店休息。

9/4 (二) 早餐後出發前往牛津。參觀英國第一座大學。除了參觀保存良好的中世紀建築，也

可以了解古代的英國學生們，如何在英王享利二世對法國的愛恨情仇下，被禁止到

法國留學。城鎮（Town）跟學生（Gown）如何互看不順眼最終引發暴動，讓幾

十名學生喪失性命，而國王判決市民有罪，懲罰是什麼呢？被以叛國罪砍頭的查爾

斯一世，在內戰中以牛津為首都的故事； 瑞德克里夫的閱覽室被稱為Cemera, 咦？

這不是相機的意思嗎？哈利波特電影場景；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牛津英英辭典差

點倒閉的故事； 還有托爾金，豆豆先生，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翁山蘇姫，英國二

十幾位首相皆出自牛津，牛津到底有什麼好風水？愛麗絲夢遊奇境，就在牛津發生，

或許我們會看到一隻拿著懷錶的兔子，從身邊奔跑過。

用完午餐後，前往歐洲著名的比斯特購物中心，在舒適的歐州小鎮風光中，在超過

160個世界知名品牌中，找尋自己的最愛。古奇，Burberry，Tumi, Super dry, 

Clark,杭特雨鞋，品嚐法國 Ludree 馬卡龍，趁著這個機會好好的竉愛自己。

購物完後，驅車回倫敦飯店。

*費用包含: 49人座遊覽車、二日的午餐和晚餐、專業中文藍牌導遊隨車講解、導遊

司機小費／司機、門票費用（劍橋撐船，劍橋國王學院，牛津基督堂學院）；最少

20人成團。*不包含飯店住宿



蘇格蘭高地壯遊

9/3-9/8 - £1750

給熱愛大自然，深入遙遠神秘蘇格蘭高地。

9/3 週一 早餐後出發前往車站搭車前往愛丁堡，午餐則於火車上發放餐盒。

抵逹愛丁堡後，開始愛丁堡市區觀光。登上卡爾頓山，遠眺愛丁堡新城區與舊城區和

北海。進入愛丁堡城堡參觀，了解當初各路軍隊如何想盡辦法試圖攻陷這座居於高地

的要塞；參觀後來成為蘇格蘭和英格蘭共主的詹姆斯一世出生的小房間；再來參觀由

蘇格蘭文學家史考特如何徵得英王同意後，搜尋古堡後而找到的被隱藏的蘇格蘭王室

寶藏；一點鐘報時大炮...等。體驗聯合國制定的世界文文化遺產愛丁堡老

城風光和知名的王子街購物街。結束愛丁堡行程後隨即前往飯店辦理入住並於飯店內

晚餐。

住宿： Perth/Murrayshell 或同等級

9/4 週二 早餐後前往蘇格蘭小鎮 Pitlochry, 體驗小鎮風情，並參觀特別為了鮭魚迴遊而設計的

回遊梯。之後前往著名的威士忌釀酒廠 Blair Athol Disstillery，學習威士忌的釀造過

程，蘇格蘭威士忌的品嚐風格，並品嚐在好山好水的環境中釀造出的天使之酒。

隨後驅車途經高地國家公園（Caingorms National Park）前往蘇格蘭高地大鎮 

Inverness

住宿： Inverness Kings Mill 或同等級

9/5 週三 早餐後開始 Inverness市區參觀，之後前往碼頭乘坐遊船，開始追尋尼斯湖水怪之旅，

體驗高地湖泊風光。尼斯湖除了以水怪著名之外，週遭森林地區也是英國原種紅松鼠

的棲息地。遊湖的終點站是：Urguhart 城堡，此湖邊之城於 13世紀建立，在蘇格

蘭對英格蘭獨立戰爭中，有著重要地位，但目前己成為矗立於尼斯湖畔的獨特傾砌建

物。之後前往 Drumnadrochit 做為此區域的中途休息之處。

住宿： Loch Ness （因為地區關係，此為 3星級飯店）

9/6 週四 早餐後驅車前往有個蘇格蘭浪漫城堡的 Eilean Donan castle，由 MacRae-Gilstrap

當年花了 20 年的時間，一點一點的重建古堡的故事。此古堡現今仍為家族產業，也

是一座仍被頻繁使用的城堡。之後前往威廉堡，搭乘 Jacobite 「蒸氣火車」穿梭高

地，體驗擅長工事建造的蘇格蘭民族，如何穿山越嶺，完成如此壯麗的鐵道。

＊若遇蒸氣火車客滿，則改坐普通高地火車。

住宿： Oban／Clumba （因為地區關係，此飯店為三星級）

9/7 週五 參觀威廉堡，遠眺蘇格山最高山脈 Ben Nevis （1345公尺高），後，開始離開高地，

前往－徜徉於蘇格蘭最大湖泊羅蒙湖邊的美麗的小鎮：蘿絲小鎮。並漫步於羅蒙湖邊，

享受靜謐的世外桃源氣氛。之後前往蘇格蘭著名工業大城格拉斯哥。

宿：格拉斯哥 Crowne Plaza 或同等級。



9/8 週六 早餐後格拉斯哥市區觀光：雄偉的市政廳，了解此蘇格蘭最大城的商業以及造船歷史，

還有由 Mackintosh主導的新藝術建築風格。午餐後 由格拉斯哥搭乘火車返回倫敦

送至飯店辦理入住登記。

（晚餐自理）

住宿：倫郭 Crowne Plaza SouthBank 或同等級

*費用包含:  蘇格蘭來回之火車頭等廂、乘座蘇格蘭高地蒸氣火車、尼斯湖遊船、由熟悉英

國境內之倫敦藍牌導遊帶領、四星或三星酒店住宿。

*此團費不包含旅遊保險及個人費用。

*此團因為搭乘日期為 9 月，故火車公司無法釋放正確座位額度，因此以報名順序先後為主。

等火車公司額度出後，則會公佈是否成功報名此團。




	倫敦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