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 GO 葡萄牙(TK；兩點進出)～酒香波爾圖、馬爾旺城堡
經典雙遊船、流行 OUTLE 購物趣 10 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8/12/05、12/13

2018/01/03、01/17

現金優惠價：61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葡萄牙：歐洲最西岸
位在歐洲大陸的西南盡頭，東、北與唯一的鄰國西班牙接壤，西、南則瀕臨大西洋。一年四季氣候溫和的葡
萄牙，囊括了美酒佳釀、古堡、宮殿、博物館等文化遺產，以及歐洲古老邊界和驚濤拍岸的海角海岸線等相
當多元的景觀，總是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們流連忘返。
■阿維洛(葡萄牙小威尼斯之稱)：搭乘傳統摩里西羅彩船遊船。
■波爾圖(葡萄牙的第二大城)：搭乘傳統木桅船，倘佯杜羅河。

里斯本：有著豐富而多元的觀光特色也深具歷史文化底蘊，歐洲最古老的路面電車，造訪葡萄牙的旅人都不
會錯過這座城市。
仙達皇宮(入內參觀)：它融合阿拉伯文化與歐洲文化所衍生出特別璀璨之美，引人入勝，您可感受葡萄牙海權
時代的尊榮。195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歐洲最西點洛卡岬：沿途可見豪華之山中別墅區與歐人在大西洋渡假之陽光砂灘及昔日的海防要塞。
馬爾旺：葡萄牙的馬丘比丘，居高臨下俯瞰整片綠油油的山谷，特別安排在當地極具特色的國營旅館內用餐。
在此您可放鬆心情，體驗自然景色的美好。
艾佛拉：城內建設包含羅馬式、摩爾風、再加上中世紀基督教文化之影響，造就這座處處是古蹟。
布拉加：古城中仍保有為數眾多的宗教建築，特別安排前往位於布拉加近郊的耶穌山，俯瞰美麗的古城。
科英布拉：曾作為葡萄牙古都，眾多寶貴的歷史遺跡，有很深厚的歷史文化發掘性。

波爾圖：2014 年再次被投票選為“最佳歐洲目的地”，在 TripAdvisor 的“2013 旅行者之選”評選結果中，被
評為歐洲新興目的地第二名。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TK025

台北(桃園)

伊斯坦堡

22:10

06:00+1

去程

TK1755

伊斯坦堡

里斯本

08:25

10:30

回程

TK1450

波爾圖

伊斯坦堡

12:15

19:55

回程

TK024

伊斯坦堡

台北(桃園)

02:05

17:4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伊斯坦堡(飛行時間約 12 小時)
今日搭乘歐洲最優良航空之一～土耳其航空前往海洋帝國之稱的～葡萄牙，四季皆有著溫和舒適的氣候，不
同於西班牙的狂野奔放，人口不多的葡萄牙步調緩慢，期待您可在此調整心情放慢腳步，與我們依同走入葡
萄牙的獨特風華裡。夜宿機上。
貼心的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X
住宿 : 機上

第二天 伊斯坦堡／(飛行時間約 4 小時 55 分)里斯本～碧藍如洗的太陽之國(市區觀光)★
連泊第一晚
里斯本：葡萄牙的首都，大部分造訪葡萄牙的旅人都不會錯過這座城市，有著豐富而多元的觀光特色也深具
歷史文化底蘊，歐洲最古老的路面電車，充滿庶民風情的老宅小店，加上美麗海景、物價便宜，越來越多人
注意到這個坐落在歐洲西南角的國度，也讓過往曾經是航海霸權、世界版圖列強的葡國重拾光輝。
貝倫區 Barrio Belém
航海紀念碑(發現者紀念碑)：位於太加河畔，為航海時代揭開了序幕，葡萄牙位紀念 15~16 世紀航海盛世而建
立。
貝倫塔：是一座五層防禦工事，位於葡萄牙里斯本的貝倫區。它建於曼努埃爾一世時期的 1514 年到 1520 年
間，用來防禦位於貝倫區的港口，象徵著海權強盛時期的葡萄牙。在此可遠眺葡國第一大橋－四月二十五號
大橋及太加斯河兩岸旖旎風光。
傑若尼摩斯修道院：十六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曼奴爾式建築外觀，而這同時也是最偉大航海
家達伽瑪之安眠處。
百年蛋塔創始店(1837 年)Pastéis de Belém：據說蛋塔是由修道院的修女發明，特別安排百年蛋塔店朝聖，品嚐
正宗現烤葡式蛋塔，搭上葡式咖啡，讓午茶的滋味相得益彰。
【下車拍照】傑若尼摩斯修道院、貝倫塔、航海紀念碑。
【特別安排】品嚐正宗百年葡式蛋塔。

餐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住宿 : 四星 Radisson Blu Lisbon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或

四星 Marriott Lisbon

晚餐: 葡式牛排餐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漫遊里斯本(全日自由活動)
旅行，需要一點冒險，需要一點留白，需要花一點『歐元』的回憶......
今日全日自由活動。您可選擇暢遊里斯本大街小巷～
建議行程:
百年歷史 28 號懷舊電車：當歐洲各大都市進行更新，以巴士取代電車作為大眾交通工具時，里斯本仍然保有
電車代步的傳統，許多遊客就愛上搭乘懷舊電車，在大街小巷穿梭的樂趣，我們特別安排搭乘體驗懷舊電車，
在里斯本起伏的山丘間爬上爬下，在阿爾法瑪區的小巷弄間穿梭，一塊塊的葡萄牙藍色瓷磚，拼貼在屋外或
是裝飾在室內，世上很難找到比這個更具風味的，可稱「海上威尼斯，陸面里斯本」。
聖喬治古堡：最早為羅馬人所建，歷經歌德人與摩爾人統治，數百年間經過不同宗教信仰更迭進駐，是一座
深具歷史意義的城堡。城堡觀景台是俯瞰里斯本市景與夕陽的絕佳角度。
聖胡斯塔升降機：有里斯本地標之稱，連街市中心和半山腰的 Carmo 廣場，設計者為艾菲爾先生的門生，建
於 1900 年，原為蒸氣動力，1907 年改為電力，為新歌德式建築，每層也都有獨特的設計裝飾。
Time Out Market：擺脫傳統市場給人骯髒、雜亂、不適的印象，Time Out Market 規劃了整齊的店家與完善的
用餐區。不只採買，更可在美食街購買餐點當場享用。其中魚罐頭店可說是最具人氣的特色商家之一，排列
整齊的各式魚罐頭宛如精品，自用送禮都很適合。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敬請自理
住宿 : 四星 Radisson Blu Lisbon

或

四星 Marriott Lisbon

晚餐 : 敬請自理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里斯本～(28KM)仙達 SINTRA(仙達皇宮)～(20KM)歐洲最西點:洛卡岬 COBO DA
ROCA～(70KM)FREEPORT OUTLET～(134KM)艾佛拉 EVORA
仙達皇宮:素有『伊甸園』美譽，它融合阿拉伯文化與歐洲文化所衍生出特別璀璨之美，引人入勝，您可感受
葡萄牙海權時代的尊榮。
洛卡岬 CABO DA ROCA：這裡是歐洲大陸的最西端『大地盡頭、海洋開端』，沿途可見豪華之山中別墅區與歐
人在大西洋渡假之陽光砂灘及昔日的海防要塞。在洛卡岬可獲得一份「歐洲最西點的證明書」
，珍藏這段難得
經驗。
FREEPORT OUTLET：占地 75,000 平方米，是歐洲最大的折扣城，也是葡萄牙旅遊的遊客最理想的購物去處。
進駐 150 多家折扣力度非常大的大品牌，涵蓋服装、時尚飾品、香水和裝飾品等各方面。
【入內參觀】仙達皇宮。
【下車拍照】洛卡岬。
【特別贈送】歐洲最西點證明書。
【自由活動】FREEPORT OUTLET。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焗烤馬介修魚
住宿 : Evora

或 Vila Gale Evora Hotel

晚餐 : 飯店內用晚餐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艾佛拉(博物館城市之稱)～(122KM)葡萄牙的馬丘比丘～馬爾旺 Marvão～(157KM)
法蒂瑪 FATIMA
艾佛拉(博物館城市)：艾佛拉曾是人文薈萃及商業鼎盛的交通要衝城市，並於 198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人類文化遺產。位於小丘之上古牆圍繞的古城，城內建設包含羅馬式、摩爾風、再加上中世紀基督教文化
之影響，造就這座處處是古蹟。將安排參觀伊比利半島上保存最良好的羅馬古蹟～黛安娜神殿以及艾佛拉大
教堂。
馬爾旺城堡：馬爾旺在地理位置上有非常優越天然的戰略防禦點，週遭皆為陡峭的斜坡僅能從東面往上步行。
雖因地勢關係加強了防護，但外敵仍不斷嘗試著攻破此地，歷代君王也必須輪番將城堡修整到最好的狀態來

保衛家園，因此馬爾旺在葡萄牙許多的戰役中都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從城堡上可欣賞馬爾旺當地無與
倫比的景色，可以看見城裡白色的房屋和迷宮般的街道，別於過往的軍事重地形象，現今已演變成一處可鳥
瞰葡萄牙內陸地區美景最佳的視窗。
國營旅館 POUSADAS：多請當地知名建築師將城堡、皇宮、修道院等古建築重新修整後改建為當地特色旅館使
用。大部分的國營旅館皆安排在市郊的小城鎮中，ㄧ般國人旅遊鮮少可至此感受當地特色。
【下車拍照】埃武拉主教教堂、黛安娜神殿。
【入內參觀】馬爾旺城堡花園區。
【特別安排】馬爾旺國營旅館主廚料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國營旅館主廚推薦料理(三道式) 晚餐 : 飯店內用晚餐
住宿 : 四星 Santa Maria Hotel

或

四星 Luna Fatima Park

或同級旅館

第六天 法蒂瑪:天主教聖地～(85KM)科英布拉 COIMBRA:葡萄牙最古老大學城
法蒂瑪：主教最著名的宗教聖地，1917 年天主教聖母顯靈的地方，從此吸引全世界的教徒前往朝拜。
法蒂瑪教堂～天主教三大聖地之一：又稱玫瑰聖母聖殿，建於 1928 年。據稱此地為聖母法蒂瑪向三位葡萄牙
牧童顯靈之地，花窗上描繪了聖母顯靈的場景。聖殿中四個角落分別為四位聖徒的雕像－聖安多尼、聖多明
我、聖若望和匈牙利國王聖斯德望。
科英布拉:一座極具魅力的中世紀城市，曾經是葡萄牙首都，目前是第三大城，它擁有全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
也是歐洲著名的古老大學城之一，文藝氣息圍繞的科英布拉，有著或新或舊的城市百態，充滿時代感的教堂、
驚豔設計的餐廳，城內充滿著強烈東方色彩的摩爾式建築，眾多寶貴的歷史遺跡，有很深厚的歷史文化發掘
性。聖克魯什修道院是科英布拉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建築，座落於蒙德古河岸邊，是在 1131 年聖奧古斯丁清修
會教士修建的，此處是葡萄牙早期中世界文化發展的搖籃。
科英布拉大學(葡萄牙牛津美譽)：設立於十三世紀末，為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擁有一座世界最美麗的圖書館。
科英布拉是個古樸美麗的老城，最重要的觀光景點都集中於大學城內。葡萄牙的第一詩人『卡蒙斯』也是在
此畢業，因此科英布拉亦有『詩都』的美稱。2013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聖米歇爾教堂 ST.MICHAEL'S CHAPEL：整棟建築結構為曼努埃爾風格，有著華麗的磁磚、繁複裝飾的繪畫、巴
洛克式的管風琴都是十七世紀的裝飾風格。(入內禁止拍照)
喬安娜圖書館(世界最美圖書館)：建於十七世紀巴洛克風格的圖書館，目前館內收藏了約上萬冊的藏書，每層
的書架皆是柚木製成，質地堅硬讓圖書館經歷百餘年依然歷久彌新，從天花板到木架牆壁裝潢都很值得佇足
欣賞。(入內禁止拍照)
註：因聖米歇爾教堂與喬安娜圖書館為套票，如遇喬安娜圖書館額滿或不開放參觀，將改為參觀 Santa Cruz
Church 聖克魯什修道院做為替代，懇請貴賓諒解。
【入內參觀】法蒂瑪教堂。
【入內參觀】科英布拉大學城、聖米歇爾教堂、喬安娜圖書館。
晚餐 : 葡式烤乳豬風味餐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 : 四星 Curia Palace Hotel

或

四星 Tryp Hotel Coimbra

或

四星 Vila Gale Coimbra 或同級旅館

第七天 科英布拉～(62KM)小威尼斯:阿維羅 AVEIRO～小威尼斯～(126KM)布拉加 BRAGA(葡
萄牙的『羅馬』之稱)
阿維羅(小威尼斯)：靠海的新興城鎮，擁有「葡萄牙小威尼斯」之稱，是個被潟湖圍繞的小鎮，鎮上有兩條運
河貫穿，它們的支流在阿維羅切割出許多細長的水道，水道上小舟穿梭，彩繪的船隻與小拱橋共同交織出旖
旎的水上風光。
葡萄牙小威尼斯遊船體驗：和義大利威尼斯一樣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運河，水道兩邊很多 18 世紀遺留下來的歷
史古跡，安排乘坐傳統的摩里西羅彩船(MOLICEIRO)穿梭其中，體驗水都風情。
布拉加：一座以信仰、宗教為中心的城鎮，處處林立著教堂與朝聖所，亦將中世紀的教堂建築保存完好，遂
有葡萄牙的『羅馬』之稱美譽。它是葡國最富宗教色彩濃厚的城市，每年舉行的聖周也讓布拉加成為葡萄牙

最受矚目的城市，安排前往位於布拉加近郊的耶穌山，俯瞰美麗的古城；古城中仍保有為數眾多的宗教建築。
而布拉加大教堂建於 10 世紀，更是葡萄牙最老的教堂，值得旅人深嚐。
仁慈耶穌神聖所 BOM JESUS DO MONTE:因位於山頂，特別安排搭乘伊比利半島最早的齒軌纜車上山，參觀教
堂和旁邊的鐘乳石洞，並沿著Ｚ字型的階梯徒步而下也可沿途欣賞布拉加市區美景。此地是一個羅馬天主教
的朝聖地，以 116 公尺『之』字型巴洛克風格階梯而著稱。強調巴洛克特徵的曲折階梯，藉由朝聖者爬上台
階感受物質世界的意義還有神學過程，而在階梯旁的噴泉讓朝聖的信徒們可淨化自己的思想，沉靜心靈之意。
沿著神聖之路的噴泉一路往下走，每一層的噴泉設計堪稱獨一無二的藝術之創作，除了宗教意義也饒富趣味，
由下往上看更是欣賞層層疊疊的壯觀構造，令人嘆為觀止。
【特別安排】搭乘傳統摩里西羅彩船遊船。
【入內參觀】仁慈耶穌神聖所。
晚餐 : 葡式 peri peri 雞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葡式烤墨魚料理
住宿 : 四星 Hotel Park Braga
級旅館

或

四星 Hotel Do Templo

或

四星 Golden Tulip Braga Hotel & Spa

或同

第八天 布拉加～(57KM)波爾圖 PORTO(市區觀光)
波爾圖：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城市名稱即有「港口」之意，始建於五世紀，此城為歐洲古老的塞爾特人所
創建的港口，是該國經濟中心和民間公認的『地下首都』，深具南歐熱情奔放的情調，15 世紀的大航海時代
期間是重要的造船港口和主要販售著名波特酒的貿易地點，杜羅河流淌其上，古樸的街景，和繽紛的房舍，
以及質樸的人們，構織起獨特的古城。
聖本篤火車站：火車站原址為修道院，法式風格的外觀已讓人嘆為觀止，走進火車站內更讓人驚嘆不已。裝
飾著兩萬塊精緻藍白色陶瓷磁磚牆面，耗盡 11 年光陰完成，一眼望去的藍瓷磚畫十分醒目而迷人，，演繹出
葡萄牙的自然山水和戰爭歷史故事。
波爾圖證券交易所：建於 1842 年，內部裝潢如同皇宮般的奢華美麗。全場焦點阿拉伯廳金光奪目，充滿阿拉
伯式的雕花和摩爾風格的圖案，讓人不禁聯想起西班牙的阿爾罕布拉宮。
萊羅書店:擁有世界上最美書店之美名。1906 年創立的萊羅書店是葡萄牙歷史最悠久的書店之一，也被背包客
聖經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評選為世界第三美書店，店內空間雖小巧，但每根樑柱都佈滿了華美細膩的雕刻，
最知名的莫過於如流水般自然順暢的圓弧型的階梯，猶如葫蘆般圓潤的設計，將書店裡的一樓和二樓，優雅
地連接在一起，成為店內最美的風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羅琳女士，曾在波多這裡執教，他常流連在此
間書店，因此小說裡的學院、圖書館、階梯等樣貌，據說就是以萊羅書店作為雛形進行發想和創作。
阿瑪斯教堂 CAPELA DAS ALMAS：用當地特有的藍白色花磚砌成的百年教堂，此種 AZULEJO 彩繪磁磚，於葡萄
牙已 500 年歷史，整座教堂被藍白葡萄牙瓷磚包裹，像一間典型的大型瓷器娃娃屋。
路易一世鐵橋 PONTE DE DOM LUIS I：艾菲爾門生的得意之作，連接杜羅河兩岸，圓弧造型的雙層設計，上層
供電車行駛，下層為一般車輛或行人使用，是波爾圖最具代表的一座鐵橋。
CAFE MAJESTIC 世界最美十大咖啡館之一：創始於 1921 年，是間歷史非常悠久的咖啡館，這間華麗的咖啡館
從以前就是知識份子及藝術家和名媛的聚會場所，哈利波特作者 JK.羅琳曾是座上賓。鑲著金邊的木頭裝潢復
古帶有光澤的皮椅，都將帶您回到上個世紀的美好時光裡。
【下車拍照】聖本篤火車站、路易一世鐵橋、阿瑪斯教堂、CAFE MAJESTIC、波爾圖證券交易所。
【特別安排】杜羅河遊船。
【特別介紹】『葡式濕三明治』francesinha，又名「法國小女孩」可謂葡萄牙最特殊料理代表。葡萄牙有句俗
話“吃在波爾圖”最特色菜『波爾圖式燉肉』tripas a moda do porto。
晚餐 : 葡式海鮮燉飯料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葡式濕三明治 francesinha
住宿 : QUALITY INN PORTUS CALE

或

AC Hotel by Marriott Porto

或 Hotel HF Fénix Porto 或同級旅館

第九天 波爾圖～傳統市場～揮別藍色美磚的文藝橋城～機場／伊斯坦堡(飛行時間約 4 小
時 35 分)
Mercado do Bolhão 傳統市場:是波多當地最大的傳統市場，與其說是菜市場，倒不如說是市集，除了生鮮蔬果
之外，還有許多手工藝紀念品攤、麵包店、花店、酒攤、甚至髮廊，應有盡有，十分好逛。中間主幹道以販
售波爾圖當地手工藝或特色商品為主，例如杜洛河盛產的葡萄酒、葡萄牙的彩繪磁磚、手工編織等等，價格
非常便宜，仔細尋找還可挑到品質不錯、價格優惠的貨色，Bolhão 市場或許沒有觀光市場這般鮮明乾淨，但
卻是融入觀察當地人生活的一個很好方式，而且紀念品來這裡買就對了！
【自由活動】Mercado do Bolhão 傳統市場。
隨即前往機場搭機，隨轉機經伊斯坦布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方便退稅敬請自理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十天 伊斯坦堡／桃園(飛行時間約 11 小時)
今日抵達家園，互道珍重再見，結束此次難忘的歐洲之旅，下次再見。
備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
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
您見諒。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