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葡萄牙 10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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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 杜拜
杜拜 / 波多
波多(基馬拉斯、布拉加一日旅行團)
波多(杜羅河谷旅行團：品酒、遊船和葡萄園午餐)
波多--孔英布拉
孔英布拉--里斯本
里斯本(Sintra, Cabo da Roca & Cascais 一日 TOUR)
里斯本
里斯本 / 杜拜
杜拜 / 台北

報價 : 三人成行 / 每人 NTD 197,0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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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歐洲阿聯酋商務艙來回機票含稅
表列旅館 7 晚三人一室含早餐
波多 (Guimaraes+ Braga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波多---孔英布拉單程交通票
孔英布拉--里斯本單程交通票
波多 (杜羅河谷旅行團：品酒、遊船和葡萄園午餐)
里斯本 (Sintra, Cabo da Roca, Cascais,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旅館地圖標示 ( 車站、旅館、景點相對位置 )
詳細操作手冊 ( 建議餐廳、景點、交通指南 )
專人行程說明會與出國注意事項 ( 貨幣、退稅、購物..等 )
全程 WIFI 分享器 / 三人一台 / 每日 2.5GB—用完降速 / 傍晚恢復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波多機場專車接機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DAY1 台北 / 杜拜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
物品噢！今晚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 A380 廣體
客機，前往葡萄牙北部大城---波多。今晚於機上過夜，
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葡萄牙之旅。

DAY2

杜拜 / 波多

今日下午班機抵達波多，從 14 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波多即為歐洲重要港口之一，18 世紀
後，杜羅河最富盛名的波特酒，從波多搭船送到全世界，至此，波多便承載著「歷史與美酒
之港市」美譽。葡萄牙特有的磁磚畫（Azulejo）藝術，在波多表現得淋漓盡致，幾乎三步
一建築、五步一教堂，就能見著這藍白交織而成的磁磚畫。橫跨杜羅河連接波多與蓋亞的橋
樑眾多，其中最著名的橋樑為路易一世橋(Ponte Luis I)，建於 1886 年，由巴黎鐵塔設計
師 Gustave Eiffel 的助手所設計，不論在清晨、黃昏或夜晚時行走在路易一世橋，皆可欣賞
波多與蓋亞的不同風貌。
波多歷史古城區
於年於 1996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亦於 2014 年被評選為「Best
European Destination」歐洲最值得前往的地點。

證券交易宮 (Palacio da Bolsa)
證券交易宮原為聖方濟修道院所在地，然而修道院在
1831 年的內戰中遭祝融摧毀，在內戰結束後，當時的
皇后瑪麗二世於 1841 年下旨，將此處重建並作為貿易
商會，由建築師 Joaquim da Costa Lima Júnior 操
刀設計，採新古典主義設計重新建造。

牧師塔 (Clérigos Tower)
牧師塔是波爾圖市中心的地標性建築， 1763 年建成
時，曾是整個國家的最高建築，與這座塔是同名教堂的
一部分，是義大利設計師尼古拉斯‧那索尼(Nicolau
Nasoni)修建，是一座典型的 18 世紀巴洛克式教堂。

萊蘿書店 (Livraria Lello)
創立於 1906 年，是葡萄牙最具特色的書店之一，且是被
孤獨星(Lonely Planet)球選為全球第三大最美書店。哈
利波特的作者 JK 羅琳，也曾至此書店構思哈利波特的場
景，書店除藏書豐富外，最特別的為曲線狀紅底的樓梯，
書店中央頂部也為彩色玻璃，相當漂亮。
波多大教堂 (Se do Porto)
是當地最古老，最大的教堂。至今，還按時舉行著彌
撒等宗教活動。也見證過許多歷史性事件：亨利王子
是在此出生洗禮的，14 世紀時，英國公主和葡萄牙國
王的婚禮，也在大教堂舉行。教堂最美的珍寶室，有
著 18 世紀手繪的藍色瓷磚，還有那全銀製的聖壇。
教堂的迴廊為哥德式拱型，以葡萄牙典型藍色磁磚
(Azulejos)裝飾。

DAY3 波多 (基馬拉斯、布拉加一日旅行團)
布拉加 Braga:
Bom Jesus do Monte，稱為『耶穌朝聖所』，大家公認
為葡萄牙最美麗的教堂，也是葡萄牙最重要的宗教重
地及古蹟之一。教堂前巴洛克風的迴旋階梯是 Bom
Jesus 最讓人歎為觀止的，也被稱『神聖之路』。雙邊
階梯共 116 公尺長，每一層都有不同雕像矗立，並有
不同象徵意義的噴泉。從最山腳下算起的話，一共有
600 個階梯，每個轉折處都有一棟小教堂，整個園區非常典雅美觀。
※布拉加，於 2012 年被選為歐洲青年之都。
基馬拉斯觀光:
葡萄牙王國首任國王 Afonso Henriques，1109 年於城
區的城堡(Castelo)出生，因此，基馬拉斯常被稱為是
葡萄牙王國的誕生地、葡萄牙王國的搖籃，身具重要
的歷史意義。位居高處的城堡，城牆、城郭保存尚完
整，厚實城牆顯示其歷經歲月依然屹立，高大宏偉建
築，渾然散發恢宏氣勢，進入城堡可走至城牆上居高
眺望，可一覽美景。基馬拉斯市區，歲月將石板街道
磨得光滑，狹窄蜿蜒的通道與巷弄，刻畫著痕跡的房
舍，懷舊景致襯著中世紀的味道。葡式風格的房舍建築，外牆拼貼著色彩繽紛的磁磚，讓這
股古意情調透著葡式特色。

基馬拉斯城堡 (Castelo de Guimarães)
一座 10 世紀城堡，保護修道院免受穆斯林以及諾曼人
的攻擊。被稱為「葡萄牙的搖籃」
。葡萄牙伯爵恩里克
選擇基馬良斯建立他的宮廷。基馬良斯城堡當時已有
百年歷史，需要緊急改造。他擴大了城堡的面積，並
增加兩個出入口。1139 年，葡萄牙從萊昂王國取得獨
立時，基馬良斯城堡成為正式的皇室住所（到 1200
年）。1836 年，基馬良斯愛國者協會的一位成員建議
拆除城堡，使用它的石頭鋪設吉馬良斯的街道，因為
在米格爾一世統治時期此處被用作政治犯監獄。這建議未被採納。45 年後，於 1881 年 3 月
19 日，官方公報將基馬良斯城堡列為整個米尼奧（Minho）地區最不尋常的歷史古蹟，於 2001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亦列入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

DAY4

波多 (杜羅河谷旅行團：品酒、遊船和葡萄園午餐)
葡萄牙的杜羅河谷是知名的波多酒產區，從種植葡萄
到釀酒，而後由下游的波多出口，完整產線的葡萄酒
釀製過程和酒莊的悠閒步調讓這裡成為遠近馳名的
觀光勝地，是所有造訪波多的旅客都會前往一日遊的
地方！在杜羅河你不只能感受到山、河的壯闊，一整
片的葡萄園沿著丘陵地一路向上延伸，風景如畫的景
致絕對會讓你醉心於此。花一整天的時間欣賞杜羅河
谷景致，並搭乘舒適的車輛旅行。品嚐波多葡萄酒和
橄欖油，享用正宗葡萄牙午餐，乘坐 Rabelo 小船遊
覽杜羅河。

DAY5 波多--孔英布拉
今日上午繼續波多市區觀光:
聖本篤車站 (São Bento)
火車站建造於二十世紀初，1916 年開始啟用，至
今已近一百年的歷史了。火車站四周的牆上，皆
是葡萄牙藝術家 Jorge Colaço 的磁磚畫作。已然
像是一座藝術博物館。站裡貼了總共有兩萬片的
磁磚。每面的牆都有一個主題。正門牆面有很多
大型窗戶，在每個狹長的牆上，還是都有彩色的
磁磚畫作，有人稱這個火車站，是世界上最美麗
的火車站。

美好咖啡館 (Café Majestic)
1921 年開業，由 João Queiroz 所設計，是葡萄牙的知名咖
啡館，大門上方招牌旁有兩個小天使的雕像拉著綵帶，其
上的冠冕石雕則是 Café Majestic 的縮寫，搭上深紅色木
頭邊框，充滿藝術風格的裝潢，近百年來總是人文薈萃，
外界評價是：「咖啡館正若其名般 Majestic（美好）！」
美好咖啡館被評選為「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館之一」

聖方濟各堂 (Igreja de São Francisco)
聖方濟各堂是葡萄牙城市波爾圖最突出的哥德式建築，並
以優秀的巴洛克內部裝修而著稱。它位於城市的歷史中
心，為世界遺產項目的一部分。

聖伊爾德豐索堂 (Igreja de Santo Ildefonso)
聖伊爾德豐索堂是葡萄牙波爾圖的一座 18 世紀羅馬天主教
教堂，供奉托萊多主教聖伊爾德豐索。靠近戰鬥廣場。巴洛
克風格。 這座教堂興建於 1709 年，以取代年久失修的舊
堂，1730 年完成主體建築，1739 年完成雙塔，工期長達 30
年。
下午搭車前往孔英布拉，隨後市區觀光：
孔英布拉城市的歷史與大學的歷史發展緊密相連。曾作為葡萄牙古都的它，有很深厚的歷史
文化發掘性。見證了葡萄牙王國的建立，甚至葡萄牙語也發源於此。手工藝品、學士服和法
多(葡萄牙的傳統藝術，曲調悲涼)歌星的袍裝，是孔英布拉的三大特色產品。這裡還有歐洲
最具特色的植物園。
聖克魯什修道院 (Mosteiro de Santa Cruz)
聖克魯什修道院是科英布拉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建
築，它座落於蒙德古（Mondego）河岸邊，是在 1131 年
由聖奧古斯丁清修會（Cónegos Regrantes de Santo
Agostinho）教士修建的。葡萄牙第一任國王阿豐索恩里
克斯（D. Afonso Henriques）在從收復失地運動的戰場上
回來時，就曾到這裡來探望宗教人士。也許正因為如此，這位國王以及他的兒子桑喬一世（D.
Sancho I）在逝世後才被埋葬到了這裡。聖克魯什教堂是葡萄牙早期中世紀文化發展的搖籃，
許多人們都來這裡求學受教。在教堂內的牆上有一幅在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的西方文化中最
有影響力人物的肖像，他就是教堂的博學者聖安東尼奧（Santo António）
。他在這裡加強了對
神學的研究和對聖經的更全面了解，並將其運用到了他的佈道之中。

舊聖克拉拉修道院 (Mosteiro de Santa Clara-a-Velha)
由伊莎貝爾德阿拉貢（D. Isabel de Aragão）於 1314 年下令
修建的。原址上是一座於 1283 年建成的聖克拉拉修士小修
道院。作者是大師多明戈•多明戈斯（Domingo
Domingues）
，他同時也為蒂尼斯（D. Dinis）修建過奧珂巴
薩修道院（Mosteiro de Alcobaça）迴廊。在 1995 年到 1999
年期間，在一場考古活動中抽出了教堂裡的水和多年來的
沉積物，了解了許多建築結構和其他物品，為葡萄牙建築藝術歷史又增添了新的資料數據。
克里姆布里加遺址 (Ruínas de Conímbriga)
克里姆布里加的歷史源自鐵器時代後期，發源於凱爾特
科尼部落的一個定居點。公元前 139 年，這裡被羅馬人
占領，當地人也被完全羅馬化。公元 2 世紀，在奧古斯
都大帝的統治下，克里姆布里加城進入了全盛時期，公
共浴場和古羅馬廣場正是在這期間建立起來的。博物館
現存有該城的比例模型。遊客看到這些宏偉的住宅時，
一定會大為驚嘆，住宅的地板上保留了華麗的彩色馬賽
克裝飾。特別要提的是，坎特貝爾住宅，它是 3 世紀時
的典型住房，也是西羅馬世界最大的住宅之一；另外還有「噴泉之屋」
，面積為 569 平方米，
鋪有馬賽克地板，掛有以神話和日常生活為主題的圖畫作為裝飾，其中的廊柱園和各種噴泉
更顯得它別具一格。

DAY6 孔英布拉--里斯本
今日上午繼續孔英布拉市區觀光:
若昂尼納圖書館 (Biblioteca Joanina)
若昂尼納圖書館是葡萄牙科英布拉的一座圖書館，外觀為
巴洛克式建築。若昂尼納圖書館位於科英布拉大學的歷史
中心，現在若昂尼納圖書館是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的一部
分。若昂尼納圖書館修建於 1717 年至 1728 年期間。圖書
館共有三層，收藏有約 20 萬本藏書，其中約 4 萬冊位於第一層。
孔英布拉新大教堂 (Sé Nova de Coimbra)
天主教科英布拉教區目前的主教座堂，位於葡萄牙城市科
英布拉上城，靠近孔英布拉大學。新主教座堂原為耶穌會
教堂，建於 1543 年。1759 年，首相龐巴爾侯爵將耶穌會
驅逐出葡萄牙。1772 年，主教座堂從羅曼式的孔英布拉舊
主教座堂遷往更為寬敞、摩登的空置的耶穌會教堂。該教
堂建築的影響遠達葡萄牙殖民地。

巴西薩爾瓦多前耶穌會教堂（今薩爾瓦多主教座堂）的立面，建於 17 世紀，靈感來自孔英布
拉耶穌會教堂。在新主教座堂的立面，有 4 位耶穌會聖人的雕像。立面上部的巴洛克裝飾，
完成於 18 世紀初，而下部則屬於剛硬的風格主義。該教堂主立面後面有兩座鐘樓。教堂內部
有多處巨大，豪華的 17 世紀和 18 世紀祭台。

孔英布拉大學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科英布拉大是一所位於葡萄牙科英布拉的著名公立大
學，是葡萄牙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
學之一。科英布拉大學作為世界優秀大學，曾經為葡萄牙
乃至全世界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科英布拉大學於 201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截至 2016 年
擁有約 25,000 名學生，並成為葡萄牙的最大的國際學生社
區之一，擁有最為國際化的學術氛圍。 如今科英布拉大
學名列各個知名世界大學排行榜的 500 所最佳大學榜單，並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在科研、
創新、國際化、教學設備設施方面獲得五星等級評價。科英布拉大學的科學、工程、法律、
環境專業進入世界最強前 200 名。科英布拉大學也是葡萄牙唯一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

下午搭車前往里斯本，隨後里斯本市區觀光
自由大道 (Avenida da Liberdade)
是里斯本的一條重要街道，建於 1755 年，修建於 1879
年到 1886 年大地震之後，模仿巴黎的林蔭大道，兩旁有
連綿無盡的茂密樹林和精緻鋪設的石砌步行道，也稱花
園大道。長達 1200 公尺，被看成是里斯本重建歷史的傑
作。☆自由大道的開辟是城市向北擴張的里程碑，亦是
上層階級的首選居住地，擁有 19 世紀末到 21 世紀葡萄牙建築的建築，人行道和圓環，都鋪
設傳統的葡式碎石路，裝飾著許多重要人物的紀念碑和雕像，也是逛街購物的好去處。

阿法瑪區 (Alfama)
是里斯本 1755 年大地震後，唯一倖免的一區。最佳遊玩
的方式是經典 28 路電車。28 路電車是阿法瑪遊客鏡頭內
最常出現的最佳主角。里斯本電車 1930 年行駛至今 80
多個年頭，仍舊保有古老的軌道及原木車廂，在市區到
處行走，就像是一座座四處移動的歷史博物館。

DAY7 里斯本 (Sintra, Cabo da Roca & Cascais 一日 TOUR)
辛特拉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市鎮，文化景觀於 1995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其華麗建築最為人
津津樂道，充分展現葡萄牙的歷史與風情。市區中心有許多傳統建築、商店和咖啡館；山上
有松林繚繞，在夏季天氣炎熱的葡萄牙，從古至今都被視最佳的避暑勝地。辛特拉佩納宮和
摩爾人城堡位在辛特拉山(Serra da Sintra)上；辛特拉宮(Palácio Nacional de Sintra)座落於市
區。因為距離里斯本市區近一小時的郊區辛特拉(Sintra)，古城堡與皇宮皆為特色，是觀光客
最愛的葡萄牙小鎮之一 。除此之外附近海岸線上還有羅卡角(Cabo da Roca)、埃什托里爾
(Estoril)、卡斯凱什(Cascais)等地都是必遊之處。
辛特拉佩納宮 (Palácio Nacional da Pena)
佩納宮在 2007 年被葡萄牙人票選為當地的 7 大奇
景之一。它原是一座被毀壞的中世紀修道院，西元
1842 年起，費迪南德二世（King Ferdinand II）融
合藝術與文學元素，將之改建為一座華麗的城堡宮
殿，其風格深受 19 世紀的浪漫主義影響，並結合
葡萄牙後哥德式與摩爾式的建築特色，如童話城堡
的外觀，令人過目難忘。走在佩納宮裡還會發現處
處是樹林，與色彩繽紛的建築相互映襯，城堡內有超過 500 種的樹木，美不勝收。
摩爾人城堡 (Castelo dos Mouros)
8 世紀時由摩爾人所建，西元 1147 年由葡萄牙首位國王
阿方索一世（Dom Afonso Henriques）自摩爾人手中拿
下。城堡的外觀似長城，沿著地勢而建的城牆蜿蜒，要
爬完整座城堡，真需要點體力！不過，在制高點能俯瞰
辛特拉的景色，非常值得。摩爾人城堡歷史悠久，但年
久失修，直至 1838 年女皇瑪莉亞二世（D. Maria II）下
令整修，才使城堡重現朝氣。
羅卡角 (Cabo da Roca)
是葡萄牙境內一個毗鄰大西洋的海岬，是歐亞大陸最西
方的端點，在地理大發現以前，這裡曾是歐洲人所認為
的世界盡頭，來到這裡看著一望無際的大海，就能稍稍
體會古人所謂抵達天涯海角的浪漫。，羅卡角位於北緯
38 度 47 分，西經 9 度 30 分，距離里斯本大約 40 公里。
人們在羅卡角 140 米高的山崖上建了一座燈塔和一個面
向大洋的十字架。碑上以葡萄牙語寫有著名的一句話：
「陸止於此、海始於斯」（葡萄牙語：Onde a terra acaba e o mar começa）。象徵著這裡是陸地
的終點、大海的起點。

卡斯凱什 (Cascais)
早期只是個擁有美麗海岸線的小漁村，在 19 世紀中葉
時被葡萄牙的國王路易士一世(Luís I)選為皇家避暑勝
地後才開始迅速發展，葡萄牙的貴族們也隨著皇室而
來，陸續開始在此建造別墅、豪宅與花園，也讓卡斯凱
什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的海濱旅遊城市。小
鎮上保留了 19 世紀時期的裝飾建築，融合了傳統的葡
萄牙風格，現今已是里斯本近郊最受歡迎的渡假勝地。

DAY8 里斯本
今日里斯本全日觀光: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 (Mosteiro dos Jerónimos)
是葡萄牙殖民帝國航海大發現時期，財富和權勢的符號
和象徵，也是達伽馬遺體的安息之地。建於 1501 年，
它的特徵是精緻繁複如刺繡般的花紋和裝飾，且有眾多
和航海有關的圖案和雕塑，其迴廊是一件真正的藝術傑
作，讓人流連忘返。它的美不僅在於大局更在於每個細
節。傑羅尼莫斯修道院與側邊的 Santa Maria 騎士團教
堂，堪稱是人類中世紀建築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而它
的精雕細琢也成了曼奴爾式建築的經典代表。
※已於 1983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跡，亦是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
貝倫塔 (Torre de Belém)
為一座五層防禦堡壘，建於曼努埃爾一世 1514~1520 年
間(航海大發現的輝煌時代)，位在特茹河的入海口。貝
倫塔，是經典的中世紀堡壘，在當時被稱為是最先進的
砲術，一些結構外觀跟義大利型式的堡壘很相似。※貝
倫塔已於 1983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
跡，亦是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
發現者紀念碑 (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為紀念「航海王子」恩里克王子，逝世 500 周年而建，
碑上刻有發現印度航路的達迦馬、第一個乘船環遊全球
的麥哲倫、最早航行至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的迪亞士，和
最早航海至非洲剛果河的迪奧戈等雕像，其他雕像都是
歷史上，曾經為開拓航路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葡萄牙航海
家，以及葡萄牙歷史上有名的航海家、傳教士和導航員，?
紀念碑背後則是象徵宗教信仰的大型十字架。

貝倫蛋塔店 (Pastéis de Belém)
葡式蛋塔就是由 19 世紀在傑羅尼莫斯修道院的修女發
明。貝倫蛋塔店是第一間、也是百年、最正宗的葡式蛋塔
創始店，全世界僅此一間，且來嚐一嚐。

里斯本大耶穌像 (Cristo Rei)
是位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個天主教的巨型雕像。這座
雕像的建設系受到巴西里約熱內盧的里約熱內盧基督像
的觸發而建造，開幕於 1959 年 5 月 17 日。建設時間耗時
9 年。在這裡可以眺望里斯本全市的景色。雕像的底座為
門形，高 75 米。底座上是高 28 米的耶穌像。
阿爾坎塔拉聖伯多祿花園 (Jardim de São Pedro de Alcântara)
位於顯聖容堂區的阿爾坎塔拉聖伯多祿街，靠近里斯本
上城。 花園占地 0.6 公頃，花園裡有一個小湖和涼亭，
可供觀賞里斯本東部及塔霍河美景。 沿著欄杆有一幅瓷
磚地圖，這有助於辨認出里斯本的一些地方。眼前的全
景，從聖若熱城堡的圍牆向西南延伸至里斯本主教座
堂，向西北延伸至弗蘭卡堂 。

DAY9 里斯本 / 杜拜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里斯本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
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DAY10 杜拜 /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
。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