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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地 目的地 搭乘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 杜拜 EK367 23:45 05:40+1 

杜拜 里斯本 EK191 07:25 12:00 

里斯本 杜拜 EK192 14:15 00:55+1 

杜拜 台北 EK366 04:35 16:50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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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不只是看教堂 

精選景點，十一大世界遺產 

➤羅馬人的展望：艾佛拉羅馬神廟 

➤探訪歷史與美酒港市：波多古城 

➤波特酒的故鄉：上杜羅葡萄酒產區 

➤葡萄牙最美的雙修道院：托瑪爾基督修道院&巴塔利亞修道院 

➤葡萄牙王國的誕生：基馬拉斯 

➤大學城的起源：科英布拉大學 

➤葡萄牙的盛世縮影：佩納宮 

➤里斯本貝倫古城區：高塔為塞、聖院思華 

 里斯本古城區X里斯本貝倫塔X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 

歐洲大陸最西端 

➤海之盡頭、陸之起點：洛卡角歐洲極西點 

一生必去－葡萄牙最美的山城-馬爾旺 

葡萄牙風情一網打盡！ 

➤葡萄牙宿命之歌－法朵音樂饗宴 

 已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里斯本三件事：蛋塔、電車、貝倫港 

五晚 5 星飯店 

&特色旅館住宿體驗 

              阿聯酋 A380 客機！ 

             最奢華的硬體設配，讓您長途旅行 

  也可以很輕鬆行程。 

○午班機回，多玩半天，時間最充足 

○託運行李 30 公斤，讓您開心購物免煩惱 

○ 全程提供歐洲網卡或兩人一台 wifi 機， 

(限 12 歲以上) 讓您出國溝通無國界。 

Location ! Location ! Location ! 

市區五星飯店，地點才是王道! 

○里斯本、波多兩大名城 五星飯店 

最有特色的住宿體驗 

○葡萄牙特色古蹟旅館 

盛世風華的縮影，特色古蹟旅館 

○葡萄牙最著名的斗羅河酒鄉 

獨家！入住葡萄莊園精品飯店！ 

○誠翔特選莊園旅館 

獨家！舒適享受葡萄牙式莊園風情 

 

 米其林美食評鑑料理 

 ➤兩次米其林推薦地方美食 

  在地美味一網打盡 

 ➤葡萄牙宿命之歌－法朵音樂饗宴 

 ➤布拉斯鱈魚料理Bacalhau a Bras 

  ➤庶民料理-皮里皮里烤雞 

 ➤鱈魚球Bolinhos de Bacalhau 

     ➤蛋塔 Pasteis de nata 

      ➤綠色蔬菜湯 Caldo Verde 

           ➤海鮮燉菜料理 

              ➤網紅龍蝦餐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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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a 葡萄牙！悠古風華，晶采葡萄牙十二日 

五晚五星、里斯本三晚五星飯店連泊  

獨家酒鄉精品飯店 &特色古蹟飯店 & 葡萄牙在地美食 

Day 1 3/28(四)台北  杜拜  

 

今日齊集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班機將於杜拜轉機，祝您機上好

眠～睡得香甜，明天我們將開始這趟晶采葡萄牙 12 日的美麗旅程。 

 

午餐：機上 

 
機上 

晚餐：機上 

  

Day 2 3/29(五)杜拜  里斯本→艾佛拉→古蹟旅館 

行車距離： 里斯本-130KM-艾佛拉 

世界文化遺產： 羅馬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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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佛拉』 

艾佛拉完整保留了中世紀所建的圍牆，集中了

從古羅馬時期到文藝復興，各個時代的重要建

築，被譽為是葡萄牙的博物館城市，也被列為

歐洲十大古老城市之一。 

『羅馬神廟』 

神廟於西元二世紀，羅馬人統治時所建造。雖

然神廟至今已超過一千八百年之久，但仍保持

得非常良好。神廟擁有一公尺多高的底座，殘

留著 14 根科林斯式花崗岩柱子，是伊比利半

島上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羅馬神殿。古羅馬神

廟的西北邊，是一片綠色草地的戴安娜公園，

戴安娜則來自神廟的別名。 

    旅遊時間預計表 

15:00~18:00 艾佛拉市區觀光 

19:00~ 入住國家古蹟旅館與享用晚餐 

✪古蹟旅館 

Pousada 在葡萄牙語中有著「一個神聖的休息地」的意思，過去是國營旅館，前身皆為古堡、

宮殿和修道院等古蹟，十幾年前轉為連鎖企業管理後，軟硬體設備服務越來越完善，體驗入住

最具有歷史的建築。在此提醒您，古蹟飯店經官方確認並無接受正式星級評等，所以無法為您

列出國際標準星等，但誠翔所挑選的飯店均已等同 4-5 星級的飯店規格。***由於古蹟飯店房間

數量有限，若遇旺季滿房，則改為入住其他城市古蹟飯店*** 

 

午餐：機上 

 

國家古蹟旅館 Pousada de Vila 

Viçosa 或 Pousada Convento 

Évora 或 Lago Montargil & Villas  

或同級 
晚餐：古蹟飯店主廚料理 

  

Day 3 3/30(六)旅館→馬爾旺❀ 葡萄牙最美山城❀→托瑪爾→法提瑪 

含入門票： 基督修道院 

行車距離： 旅館-130KM-馬爾旺-136KM-托瑪爾-38KM-法提瑪 

世界文化遺產： 托瑪爾基督修道院 

  

『遺世山城馬爾旺』 

紐約時報旅遊暢銷書《人生必去 1000 個地方》

『基督修道院』 

托馬爾基督修道院，在 12 世紀時動工，17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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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西、葡兩國邊境的古老山城，目前約有

3000 餘人口，但居住在馬爾旺城堡(Castelo 

de Marvao)旁古村落內的，據稱已不到百

人。坐落於海拔約 800 公尺以上的山丘，最

高處約 960 公尺，孤絕隱逸的氣質、古樸清

麗的村莊以及望盡蒼茫大地的視野，都令人百

般回味。 

紀完成，是葡萄牙著名的曼奴埃爾式（Manuel）

建築的代表，這種特殊的裝飾風格是以形似環

繞繩索與美麗貝殼的雕刻而聞名，而基督修道

院外圍有城牆圍繞，也很特殊。 

    旅遊時間預計表 

11:00~14:00 馬爾旺參觀與午餐 

14:00~16:30 前往托瑪爾 

16:30~17:30 托瑪爾參觀基督修道院 

 

午餐：山區料理 

 

Hotel Santa Maria 或 Hotel Dom 

Gonçalo & Spa 或 Lux Fatima 

Park 或★★★★同級 晚餐：烤雞風味料理 

  

Day 4 3/31(日)法提瑪→巴塔利亞→孔英布拉→維塞烏 

含入門票： 巴塔利亞修道院、喬安妮娜圖書館 

行車距離： 法提瑪-20KM-巴塔利亞-86KM-孔英布拉-95KM-維塞烏 

世界文化遺產： 巴塔利亞修道院、孔英布拉大學 

  

『巴塔利亞修道院』 

修道院為感謝聖母幫助葡萄牙在 1385 年戰

勝卡斯蒂利亞而建。工程從 1386 年開始，

由 15 位建築師，歷經七位國王，一百多年才

建成。葡萄牙國王約翰一世為了感謝聖母，

在 1383 年與西班牙的戰爭中，讓葡萄牙以

寡敵眾贏得勝利而建。修道院同時也是國王

約翰一世與皇后與王子的陵寢，因此巴塔利

亞修道院與國家命運從此劃上等號 

『孔英布拉』  

葡萄牙的古都-孔英布拉(Coimbra)，依傍於蒙德

哥河河畔，老城區沿著山坡開展的屋舍，櫛比鄰

次，其中位於山坡頂端的孔布拉大學，初建於

1290 年，七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古城的地標，不

僅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且迄今仍是葡

國高等學府，遊逛大學城，不時可見到身著黑色

長袍的學生。已於 201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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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安妮娜圖書館』  

穿過名為「鐵之門」的大學窄門後，眼前所見

彷如宮殿，塔樓聳立，讓人讚嘆古老大學的魅

力。建於 18 世紀的喬安妮娜圖書館，號稱全

球最美圖書館之一，雕樑畫柱、華麗非凡，收

藏的古籍琳瑯滿目。圖書館旁古樸典雅的聖米

歇爾教堂(Saint Michael's Chapel)。最古老的

舊皇家宮殿(現為法學院)，可見到昔時的皇家

大廳，以及皇室蒐羅的兵器等等。 

『維塞烏』  

維塞烏位在葡萄牙中部, 很具歷史和文化氣息的

古鎮。葡萄牙歷史上的民族英雄 Viriato，是西

元一世紀時帶領路西塔尼亞原住民 抵抗羅馬人

軍隊入侵的民族英雄 , 是當時路西塔尼亞民族

的領袖。據說他當年就是在維塞烏附近一帶地區

出生和居住。城北的 Largo da Feira de São 

Mateus 旁邊豎立著的 Viriato 銅像, 1910 年

時，維塞烏已被列為國家遺跡。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30~11:00 參觀巴塔利亞修道院 

12:00~17:00 午餐&參觀孔英布拉(喬安納圖書館、聖米歇爾禮拜堂、舊皇宮) 

17:00~21:00 驅車前往莊園飯店與晚餐 

 

午餐：炭烤章魚腳料理 

 

Pousada De Viseu★★★★ 

特色國營旅館或升等五星

Montebelo Viseu Hotel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Day 5 4/1(一) 維塞烏→布拉加→基馬拉斯→葡萄酒鄉精品飯店 

含入門票： 耶穌朝聖所下山電車票、布拉岡薩公爵宮殿 

行車距離： 維塞烏-176KM-布拉加-25KM-基馬拉斯-30KM-酒鄉飯店 

世界文化遺產： 基馬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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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馬拉斯』 

葡萄牙王國的誕生地! 10 世紀的基馬拉斯城

堡，是葡萄牙第一位王國的誕生地，12 世紀成

為正式的皇室住所，城堡毀壞的相當嚴重，現

在只剩下七座防禦塔樓和中央的大塔樓。不遠

處的布拉岡薩公爵宮殿，建於 1420 年左右，

為了阿方索國王而建，也就是 Braganza 公爵。

四方形建築，褐色磚牆搭配紅色屋頂，寬闊的

宴會廳與禮拜堂內美麗的彩繪玻璃，是葡萄牙

北部中世紀豪宅的藍本。 

『布拉加』 

布拉加的『耶穌朝聖所』，是大家公認為葡萄牙

最美麗的教堂，教堂前巴洛克風的迴旋階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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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翔特選酒鄉精品飯店 

杜羅河中上游的谷地以及周遭的廣大地區，是葡萄牙最大的葡萄酒產區。來到這個被列為世界

遺產的葡萄酒產區，誠翔特別安排入住坐落在葡萄園中的精品酒鄉飯店，暢飲葡萄牙特有的著

名綠葡萄酒(鮮酒)，舒適住宿、享受美酒與佳餚，真正深入體驗葡萄酒產區文化。 

    旅遊時間預計表 

11:00~14:00 參觀耶穌朝聖所&午餐 

15:00~17:00 基馬拉斯參觀公爵宮殿、古堡&古城 

18:00~ 特選酒莊飯店與晚餐 

✪如遇酒鄉飯店客滿，將改以 Relais & Châteaux 特色莊園飯店替代，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午餐：米其林推薦地方美食料理 

 

誠翔特選酒莊飯店 

或★★★★同級 晚餐：酒莊料理 

 

Day 6 4/2(二) 葡萄酒鄉精品飯店→波多 

含入門票： 杜羅河遊船 

行車距離： 特選飯店-68KM-波多  

世界文化遺產： 波多古城區 

  

『證券交易宮』 

於 19 世紀中葉由波爾圖商會籌設，當時這座

『聖本篤車站』 

作為波多最具指標性的景點之一，聖本篤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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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都市的商業十分繁榮，約有 26 個國家經

常在此貿易，因此落成於這個年代的證券交易

宮便無比氣派，一方面進行股票交易，一方面

也能接待外賓。 

於 1916 年啟用，站內有多達 2 萬多幅磁磚拼

貼，盡顯葡萄牙特色風情也有世界最美火車站

之稱！知名作家 J.K.羅琳曾在波多任教，相傳

哈利波特的「王十字車站」有部分靈感就是源

於聖本篤車站。 

  

『斗羅河遊船』 

豐沛蜿蜒的斗羅河，是當地人的母親河，也是

運送葡萄酒的重要航道。乘坐傳統經典木帆船

（Barcos Rabelos），沿途城鎮樓房與丘陵綠

意，望著彼岸地標路易一世大橋，見證葡萄酒

貿易的歷史。 

『Café Majestic』 

世界最美的十大咖啡廳之一，據說 J.K.羅琳旅居

波多時有大半寫作時光都在這裡度過。店內裝潢

典雅而極具質感，每個角落的雕刻都繁複而講

究，您可選擇在咖啡廳享受一個優閒的午後。 

 

 

『法朵 Fado』 

是葡萄牙人鍾情的鄉音，是傳唱世界而經久不

衰的民歌，唱出他們對逝去愛情的哀傷、對故

去之人的思念、對平實生活的期盼。法朵音樂

魅力在於不必懂歌詞，也可以感受到歌聲裡激

烈昂揚的感情，這是一種用極壓抑的力量發洩

出來的歌聲，從中世紀傳唱到今天， 2011 年，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 

    旅遊時間預計表 

11:00~14:00 參觀聖本篤車站、證券交易所午餐 

14:00~18:00 路易一世鐵橋、斗羅河遊船、享受優閒午後 

19:30~22:00 前往波多與晚餐 

 

午餐：證券交易所餐廳料理 

 

Sheraton 或 Crowne Plaza 

或 Porto Palacio Congress 

或★★★★★同級 

晚餐：傳統葡萄牙美食料理 

      &法朵音樂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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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4/3(三)波多→莊園飯店 

含入門票： 萊羅書店、牧師塔 

行車距離： 波多-177KM-莊園飯店 

世界文化遺產： 波多古城區 

  

『萊羅書店』 

萊羅書店有著世上十大美麗書店之名，精緻木

質裝潢，陽光從天花板玻璃花窗灑落，照亮我

們生命。相傳《哈利波特》作者 JK 羅琳女士，

小說裡的建築發想，即以本書店模樣作為場景

的延伸。 

『牧師塔 Torre dos Clérigos』 

牧師塔建於 18 世紀，是鮮明的巴洛克風格，由

莊嚴而華麗的教堂和高聳的牧師塔所構成，牧

師塔的高度在市區許多角落的天際線都能見

到。由狹窄的螺旋梯登上牧師塔頂，波多城市

360 度環景映入眼簾。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5:00 遊覽波多市區(萊羅書店、牧師塔、聖靈教堂、古城) 

16:00~18:00 入住莊園飯店&晚餐 

 

午餐：中式料理 

 

誠翔特選莊園飯店 

或★★★★同級 晚餐：莊園飯店主廚料理 

  

Day 8 4/4(四)莊園飯店→納薩雷→歐比多斯❀ 葡萄牙最美古城❀→里斯本 

含入門票： 納薩雷百年電車 

行車距離： 莊園-46KM-納薩雷-40KM-歐比多斯-84KM-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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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薩雷』 

葡萄牙銀色海岸最受歡迎的海濱度假勝地之一，

金色的迷人海灘、蔚藍大海上的陡峭懸崖、白牆

紅瓦的美麗城鎮。由海灘 Praia、懸崖頂上的 Sítio

和山頂上的 Pederneira 三個村鎮所組成。搭纜

車前往位於 100 公尺處的岩石岬角上的納薩雷歷

史中心─Sítio 區，欣賞海灣美景色。 

『歐比多斯』 

一座中世紀小鎮，在其高高的山頂上，毅然佇

立著這座曼努埃爾式的城堡。這座城堡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 713 年，是當時摩爾人在山頂上建

造的一座堡壘。1148 年摩爾人被擊敗後，城堡

傳到了基督徒手中。好幾個世紀過去了，小鎮

仍然保持著最初的樣子及其狹窄的街巷。此

外，奧比都斯被稱為「皇后之城」，因為阿方

索二世將它封賜給自己的王后。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4:00 前往納薩雷&午餐 

15:00~17:00 遊覽歐比多斯 

 

午餐：海鮮燉菜鍋料理 

 

Eurostars Hotels 

或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或★★★★★同級 晚餐：巴西牙窯烤料理  

  

Day 9 4/5(五) 里斯本 

含入門票： 復古電車、創始店蛋塔品嚐 

世界文化遺產： 里斯本古城區、貝倫塔 &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 

  

『阿法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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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古電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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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古電車便是

「鎮館之寶」。 

『里斯本貝倫區』 

雋古風尚瀰漫貝倫區，探訪岸邊防衛城市的貝倫

塔，以及紀念葡萄牙稱霸大海的發現者紀念碑。

拍下曼努埃爾式風格的傑洛尼摩斯修道院，幾座

建築的眉宇間，不時透出大航海時代的精神。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4:00 搭電車&徒步遊覽里斯本古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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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9:00 享受自由購物時光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Eurostars Hotels 

或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或★★★★★同級 晚餐：布拉斯鱈魚&皮里雞料理 

  

Day 10 4/6(六)里斯本→佩納宮→洛卡角→里斯本 

含入門票： 洛卡角歐洲極西點證明書、佩納宮 

行車距離： 里斯本-30KM-辛特拉-18KM-洛卡角-41KM-里斯本 

世界文化遺產： 佩納宮 

  

『洛卡角』 

「海之角、地之始」，歐洲大陸最西點。15~16

世紀是葡萄牙當家的大航海強權時代，當時出

海遠征探險的艦隊駛離葡萄牙時，最後看到的

陸地就是洛卡岬。此處豎立著一座十字架的石

碑，上面標識著當地的經緯度，西經 9°30"、

北緯 38° 47"，碑上寫著葡萄牙文學家：卡蒙

斯 (Camões)的名言：「AQUI... ONDEA 

TERRA SE ACABA E OMAR COMEÇA」～

「陸止於此‧海始於此」。 

『辛特拉 X 佩納宮』 

風光別緻的山城辛特拉，山區擁有多座城堡宮

殿。佩納宮原在 175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全部傾

毀，直到 1842 年在原址興建佩納宮，爾後成為

葡萄牙的七大奇景之一，是旅人登高遠眺平原美

景的絕佳去處，並於 1995 年列為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5:00 參觀佩納宮 

16:00~17:00 遊覽洛卡角 

17:00~20:00 前往里斯本與享用晚餐 

 

午餐：葡式燒烤料理 

 

Eurostars Hotels 

或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或★★★★★同級 晚餐：葡萄牙龍蝦餐 

  



 

第 13 頁，共 13 頁  

Day 11 4/7(日) 里斯本  杜拜 

行車距離： 市區-15KM-里斯本機場 

 

上午享受最後的葡萄牙悠閒時光，中午前往機

場，準備搭乘飛機經度辦轉機返回台灣。 

 

午餐：機上 

 
機上 

晚餐：機上 

  

Day 12 4/8(一)台北 

 

班機抵達台灣，帶著美麗難忘的回憶，結束此次難忘的晶采葡萄牙十二日，期待下次能有再為您

服務的機會。如果您在行程中紀錄了相片或遊記，歡迎回娘家參加分享活動喔！ 

  

注意事項： 

1.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雙人房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價

30,000 元。我們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2. 由於可能依航班及旅館取得順序，因而調整行程、飯店或住宿地點安排，誠翔保留調整行程順

序、同等級飯店安排之權利，但以不影響暨有行程內容為原則。 

3. 旅遊時間預計表為參考時間，領隊可視團體行進及操作狀況自行調整作息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