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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王室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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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及其他⼤英國協王國王室

英國政治

 英國主題

閱 · 論 · 編

王室徽章（右邊為蘇格蘭時使⽤
的）

2013年王室亮相

[顯⽰]閱 · 論 · 編

[顯⽰]閱 · 論 · 編

[顯⽰]閱 · 論 · 編

[顯⽰] 

維基百科，⾃由的百科全書

本條⽬存在以下問題，請協助改善本條⽬或在討論⾴針對議題發表看法。

此條⽬需要精通或熟悉相關主題的編者參與及協助編輯。 (2018年5⽉23⽇)
請邀請適合的⼈⼠改善本條⽬。更多的細節與詳情請參⾒討論⾴。

此條⽬可能包含原創研究或未查證內容。 (2018年5⽉23⽇)
請協助補充參考資料以改善這篇條⽬。詳細情況請參⾒討論⾴。

此條⽬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8年5⽉23⽇)
請協助補充多⽅⾯可靠來源以改善這篇條⽬，無法查證的內容可能會因為異議提出⽽移除。

致使⽤者：請搜尋⼀下條⽬的標題（來源搜尋："英國王室" — 網⾴、新聞、書籍、學術、圖像），以檢查網路上是否存

在該主題的更多可靠來源（判定指引）。

此條⽬需要編修，以確保文法、⽤詞、語氣、格式、標點等使⽤恰當。 (2019年9⽉13⽇)
請按照校對指引，幫助編輯這個條⽬。（幫助、討論）

此條⽬可參照英語維基百科相應條⽬來擴充。 (2019年9⽉13⽇)
若您熟悉來源語⾔和主題，請協助參考外語維基百科擴充條⽬。請勿直接提交機械翻譯，也不要翻譯不可靠、低品質內

容。依版權協議，譯文需在編輯摘要註明來源，或於討論⾴頂部標記 {{Translated page}} 標籤。

英國王室（英語：British Royal Family）由英國君主及其家族所組成。英國君主與其近親的關係由其名號可知。
王室成員雖然沒有嚴格的法律或者正式的定義[1]，並且不同的名單會有不同的成員，不過擁有國王／女王、陛

下/殿下（HM/RM，His Majesty/Her Majesty/Royal Majesty）或者王⼦／公主殿下頭銜（HRH，His/Her Royal
Highness）的通常都視為王室成員。會冠以這等稱號的⼈⼀般包括：

君主（國王/女王）

君主的配偶（王后/王夫）

先君主的未亡配偶

君主的⼦女

君主的內孫/孫女
君主之⼦和內孫的配偶和未亡配偶

1917年以前，君主的內曾孫/曾孫女
1917年以後，王儲⻑⼦的⻑⼦（即君主的⻑內曾孫）。

2013年以後，王儲⻑⼦的所有⼦女[2]。

英國王室允許與王室有⾎緣關係的女性繼承王位，這造成了英國王室⾎緣相同⽽王朝名稱不同的現象，諾曼第王

朝建立者威廉⼀世與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王朝無直接的⾎緣關係，懺悔者愛德華死後無嗣，威廉通過⾃⼰的姨
祖⺟艾瑪（埃塞烈德的妻⼦和愛德華的⺟親），主張英國王位應該由他繼承，威廉的妻⼦弗蘭德的瑪蒂爾達是英

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王朝阿爾弗烈德⼤帝的第七代直系後裔，她和威廉的婚姻提⾼了威廉要求王位的權利，威廉
⼀世死後，王位由威廉⼀世與弗蘭德的瑪蒂爾達所⽣的兒⼦威廉⼆世繼承，威廉⼆世起所有的英格蘭和聯合王國

的國王/女王都是弗蘭德的瑪蒂爾達（盎格魯-撒克遜王朝）與威廉⼀世（諾曼第王朝）的後裔，⽬前英國王室世
系有⾎親關係的⾼達幾百萬⼈。

當前的英國王室是溫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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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表  [編輯 ]

以下是現任王室成員表：

聯合王國女王（君主）

威爾斯親王與康⽡爾公爵夫⼈（女王⻑⼦與⻑媳）

劍橋公爵與公爵夫⼈（女王⻑孫，威爾斯親王⻑⼦與⻑媳）

劍橋的喬治王⼦（女王曾孫，劍橋公爵⻑⼦）

劍橋的夏洛特公主（女王曾孫女，劍橋公爵⻑女）

劍橋的路易王⼦（女王曾孫，劍橋公爵次⼦）

薩塞克斯公爵與公爵夫⼈（女王內孫，威爾斯親王次⼦和次媳）（2020年1⽉18⽇，英國王室公布薩塞克斯公爵夫婦在2020年春天後退出王室⼯
作，並不再使⽤殿下(HRH)頭銜。[3]）

⻑公主與夫婿提莫⻄·勞倫斯（女王之女與女婿）

約克公爵（女王次⼦）

比亞特麗斯公主殿下（女王⻑內孫女，約克公爵⻑女）

尤⾦妮公主殿下（女王內孫女，約克公爵次女）

威塞克斯伯爵與伯爵夫⼈（女王么⼦與麼媳）

路易絲·溫莎女勳爵（威塞克斯伯爵之女，女王最⼩的內孫女；依《王位繼承法》本可獲「公主殿下（The Princess, Her Royal Highness）」的頭
銜，但其⽗⺟選擇放棄殿下的頭銜，並以「路易絲·溫莎女勳爵（The Lady Louise Windsor）」作為稱號）
塞文⼦爵（威塞克斯伯爵之⼦，女王最⼩的內孫；依《王位繼承法》本可獲「王⼦殿下（The Prince, His Royal Highness）」，但其⽗⺟選擇放棄
殿下的頭銜，並僅以「塞文⼦爵（Viscount Servern）」作為稱號）

格洛斯特公爵與公爵夫⼈（女王堂弟與弟媳）

肯特公爵與公爵夫⼈（女王堂弟與弟媳）

雅麗珊公主（女王堂妹，肯特公爵胞妹）

麥可王⼦與王妃（女王堂弟，肯特公爵胞弟，與弟媳）

其他成員  [編輯 ]

英國王室的親屬如下：

彼得·菲利普斯（⻑公主之⼦，女王⻑外孫）
扎拉·菲利普斯（⻑公主之女，女王⻑外孫女）

第⼆代斯諾登伯爵（已故瑪格麗特公主之⼦），其妻與其⼦女

莎拉·查托女勳爵（已故瑪格麗特公主之女），其夫，與他們的⼦女
伍爾斯特伯爵與伍爾斯特伯爵夫⼈（格洛斯特公爵之⼦與媳）

戴維娜·劉易斯女勳爵與葛⾥·劉易斯（格洛斯特公爵之女與婿）
羅斯·溫莎女勳爵（格洛斯特公爵之女）

聖安德魯伯爵與伯爵夫⼈（肯特公爵之⼦與媳）與他們的⼦女

海倫·泰勒女勳爵（肯特公爵之女）、其夫與⼦女

尼古拉斯·溫莎勳爵（肯特公爵之幼⼦）
弗雷德⾥克·溫莎勳爵與加布⾥埃拉·溫莎女勳爵（肯特的麥可親王之⼦與女）

詹姆⼠·奧格威先⽣和太太（亞利桑德拉郡主之⼦與媳）與他們的⼦女（亞歷⼭⼤·查爾斯與芙羅拉·亞利桑德拉）

瑪麗娜·奧格威太太（亞利桑德拉郡主之女）與其⼦女（克⾥斯蒂安·莫⽡特與澤諾絲卡·莫⽡特）

其他親戚包括：

海爾伍德伯爵（英王喬治五世之外孫，⻑公主瑪莉之⼦），其第⼆任妻⼦，其⼦（女）、孫（女）。

費伏公爵（英王愛德華七世之外曾孫） 與其⼦（女）、孫（女）。

莎爾頓夫⼈（⾺爾的亞⼒⼭⼤·拉姆薩遺孀，康諾克與斯特拉森公爵亞瑟親王，英女王維多利亞第三⼦之外孫，與其⼦（女）、孫（女）。
喬治·蒙巴頓，第四代米爾福德⿊文侯爵（喬治·蒙巴頓，第⼆代米爾福德⿊文侯爵之孫，愛丁堡公爵外祖⽗的孫⼦），以及其家庭

帕特⾥夏·蒙巴頓，第⼆代緬甸的蒙巴頓女伯爵（路易斯·蒙巴頓，第⼀代緬甸的蒙巴頓伯爵之⻑女，愛丁堡公爵舅舅的女兒），與其家庭

以上諸位與在位君主親戚關係較為疏遠，且並無收取國家的任何供給。不過，女王也會邀請他們參加私⼈家庭集會和官式王家聚會，例如 Trooping the
Colour、⾦禧慶典、國葬。

在世的英國王室成員的前配偶有⼆位：

莎拉，約克公爵夫⼈（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前妻）；

⾺克·菲⼒普斯（安妮⻑公主前夫）.

2000年以後故去的王室成員包括:

斯諾登伯爵夫⼈瑪格麗特公主殿下（2002年2⽉9⽇逝世）

伊莉莎⽩王太后陛下（2002年3⽉30⽇逝世）
格洛斯特公爵夫⼈愛麗絲王妃 殿下（2004年10⽉29⽇逝世）

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殿下（2021年4⽉9⽇逝世）

新近故去的英國公主的男性配偶:

第⼀代斯諾頓伯爵（2017年1⽉13⽇逝世，瑪格麗特公主前夫）

王室經費及議會年俸  [編輯 ]

給予女王執⾏其作為聯合王國元⾸職責的奉給（國家元⾸⽀出）來源於王室費：於每屆議會會期開⾸時，由君主交付予議會的皇家⼟地收益的⼀⼩部份。 所有
的王家⼟地皆由⼀個對議會負責的機構——王家產業署管理：。在2003-2004財政年度，交付的⾦額是1億7,690萬英鎊， 其中國家元⾸⽀出是3,600萬英鎊。
國家元⾸⽀出並不包括保安⽀出。

只有女王和愛丁堡公爵能從王室經費中取得奉給。愛丁堡公爵每年會獲得359,000英鎊。

⼜有少數的王室成員任公職；故他們會從議會年⾦中取得⽤以⽀付公職開銷的年俸。

約克公爵：每年249,000英鎊

威塞克斯伯爵：每年141,000英鎊

⻑公主：每年228,000英鎊
格洛斯特公爵、公爵夫⼈：每年175,000英鎊

肯特公爵、公爵夫⼈：每年236,000英鎊
亞利桑德拉郡主：每年225,000英鎊

以上⾦額會由女王⽤她的私帑付還。

雖然女王⼀直以來⾃願接受繳交增值稅和其他間接稅，不過她⾃1992年起才開始繳付入息稅和資本收益稅，繳稅的內容保密並且屬⾃願性質。⾃從1993年以
來女王的個⼈收入也像其他英國⼈⼀樣被徵稅。女王的私⼈物業〈例如：股份、珠寶、⾏宮等〉也會被徵收遺產稅，不過元⾸對元⾸的餽贈就不在其列。[4]

⼤英國協  [編輯 ]

在聯合王國以外，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員都會定期履⾏其他⼗四個以女王為國家元⾸的⼤英國協國家的公職。因為這些國家的王位與聯合王國的王位在法律上是

分開的，該等公職⽀出是由該些國家透過立法預算撥款⽀付。⼤部分的撥款適⽤以⽀持女王在該等國家的代表的⽀出，⼀般稱為總督，不過也有少量款項⽤以

⽀付官式訪問的⽀出。

稱號與頭銜  [編輯 ]

陛下這⼀稱號可以⽤於國王、女王、皇帝、女皇（印度獨立後皇帝/女皇頭銜取消）、王后和王太后。殿下這⼀稱號的使⽤由英王喬治五世於1917年11⽉30⽇
頒布的〈英王制誥〉（於1917年12⽉11⽇公告於《倫敦憲報》）所規管。該等英王制誥訂定從此以後只有君主的⼦女、君主的孫⼦女和威爾斯親王的嫡⻑孫
可以在任何時間享有殿下的稱號。

貴族名冊  [編輯 ]

軼聞  [編輯 ]

英國王室2017年應徵⼀名新的接線⽣，起薪達⼀年2萬3000英鎊，外加津貼及雇主提撥15%退休⽅案並能在⽩⾦漢宮部分區域活動[5]，王室強調：「這不是⼀

般的總機⾓⾊，由於每週約有4000通電話，為王室宅邸回答和處理來電需重要的社交技巧，必須是⼀個⾃信和專業的溝通者」。

參考文獻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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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Royal website Fact Files
5. ^ 想到英國王室⼯作嗎？接線⽣年薪是

外部連結  [編輯 ]

英國王室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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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王室的Facebook專⾴

英國王室的YouTube頻道

歐洲各國家和地區王室

英格蘭、蘇格蘭及英國君主

英國王室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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