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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天  旅  遊 

歐洲西海岸-葡萄牙之旅 14 日 

 

    葡萄牙，位於歐亞大陸最西端，鋸齒沒入海角，陸止於此；一望無垠天涯，海始於斯。

位處邊緣的貧瘠，驅使著葡萄牙迎向海洋，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躍升海上霸權，輝煌的歷史，

刻畫在各地城堡和教堂。葡萄牙南隔地中海與北非相望，建築部分融合了伊斯蘭文明的特

色，展現歐洲的不同風貌；而蜿蜒起伏的巷道中處處流露美食與藝術的活力，更被寂寞星

球選為 2018 年十大最佳旅行國度之一。讓我們從微醺的波多港都，走過白色山城、明黃

與嫩紅的童話城堡，到里斯本追憶航海時代英雄。 
 
【行程特色】 

 市場唯一  波多河畔五星三晚與里斯本市區五星飯店三晚連宿  波多、里斯本

雙城於精華地段的五星飯店連宿多晚，提供高級舒適的住宿享受；讓您於團體

行程結束後還能盡情自行探索，享受城市日夜不同風貌。 
 北進南出，行程順暢；更換旅館次數最少，車程最短  採用外籍航空的優勢雙

點進出，波多進里斯本出，車程最短；14 天行程僅住宿 6 間飯店，免去長途拉

車及重新打包行李之疲累，輕鬆遊覽葡萄牙沿海精華區，充分享受旅行樂趣。 
 水、陸、空多角度欣賞波多風光  安排全日波多步行參觀、搭乘纜車及仿古葡

萄酒運輸船，欣賞波多舊城與葡萄酒區風光。特別安排入住市中心飯店，讓您

有充裕時間穿梭漫步懷舊巷弄中，並享受杜羅河畔夜景。 
 辛特拉全日導覽  辛特拉為葡萄牙王室及貴族避暑度假之地，被詩人拜倫盛讚

為人間伊甸園，於此連宿兩晚，擁有充裕時間可安排全日導覽。 
 波爾地摩仿古遊船  走訪葡萄牙當地人士的度假勝地南部海岸，景區飯店旺季

一位難求，搭乘仿古海盜船欣賞大西洋海蝕洞穴壯麗美景。 
 里斯本深度慢遊  安排首都市中心住宿一連 3 晚，停留遊玩時間 2 天多，深入

探訪里斯本日夜風情，領略新舊並存的迷人韻味。 
 精選特色美食 葡萄牙擁有 800 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鱈魚、蝦子、章魚等各式

水產組成海鮮交響曲，晴天精心安排在地經典美食，佐以葡萄美酒及甜點，搭

配無形文化遺產法朵音樂晚餐，吃得愉悅，更滿足您味蕾與文化上的體驗。 
 
【貼心安排】 

 贈送歐洲最西點證明書、品嚐櫻桃酒及葡式蛋塔創始店美味蛋塔。 
 主要景點聘請當地專業導遊提供詳細解說。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導遊／領隊的專業解說與盡興的拍照，

充份了解各景點的歷史及特色。 
 巴士配備無線上網服務並提供每房一台 WIFI 機，隨時與親友保持聯繫。 
 貼心包含每人 1 件進出飯店的行李運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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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每日供應 1 瓶礦泉水。 
 西式午、晚餐提供 1 杯飲料佐餐，中華料理附茶。 

 
【世界遺產】 

 行程參觀 7 處 UNESCO 景點  波多歷史中心、基馬拉什歷史中心、科英布拉大

學、巴塔哈修道院、辛特拉人文景觀、艾芙拉歷史中心、熱羅尼莫斯修道院與

貝倫塔。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4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辛特拉

（142）、波多杜羅河畔（151）、里斯本阿法瑪區（336）、熱羅尼莫斯修道院（372） 
 
第01天 台灣伊斯坦堡 Istanbul【土耳其】 

TK-25 2150/0510+1【飛行時間 12 時 20 分】--參考航班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葡萄牙第二大城—波多。 
 

第02天 伊斯坦堡波多 Porto【葡萄牙】 
TK-1451 0830/1120【飛行時間 4 時 50 分】；（行車：16 公里，0.5 小時） 
（半日波多步行參觀） 
班機於今日抵達波多，將以步行方式展開波多【UNESCO1996】市區觀光。▲路易

一世鐵橋為艾菲爾門生的得意之作，至今仍是跨度最大的鐵橋，串聯著波多 GAIA
區與舊城區之間的聯繫，橋的最上方為輕軌和人行步道，可眺望兩區，為波多最受

歡迎的景點，下層為車用道，橋樑兩層與河面穿梭的遊船構成波多特有的城市風貌。，

今日參觀世界有名的★波多酒窖，了解波多葡萄酒的製造和品嚐波多酒；並搭乘★

仿古葡萄酒運輸船遊覽杜羅河，另安排搭乘★空中纜車，欣賞杜羅河 GAIA 區及河

對岸舊城區的風景，杜羅河是波多的精神，也是觀光人潮最多聚集的地方，我們將

搭船飽覽兩岸風光，感受波多的浪漫風情。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波多風味料理 
住宿：Pestana Vintage Porto 5* 或 同級 
 

第03天 波多 
（全日波多步行參觀） 
早餐後參觀由19世紀波多商會所建的★證券交易所宮，為世界遺產項目的一部分，

當年號稱是世界最美的交易所，內部阿拉伯廳金光奪目充滿著阿拉伯式的雕花和摩

爾人風格的圖案，美不勝收。▲波多主教座堂是葡萄牙最重要的羅曼式建築之一，

建於 1100 年前後，完成於 13 世紀，也是波多最古老的古蹟之一。▲聖本篤火車

站建於 100 年前，堪稱是世界最美的火車站之一，原為修道院所改建，大廳裝飾著

兩萬片藍白陶瓷磚的牆壁，訴說著葡萄牙的歷史。★萊羅書店是葡萄牙最具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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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之一，店內曲線形的樓梯最為特別，曾被寂寞星球選為全球最美書店之一。途

經▲Café Majestic 是世界最美十大咖啡屋之一，波多人文薈萃之地，JK．羅林曾

是座上賓。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波多風味料理        晚餐：米其林餐廳料理 
住宿：Pestana Vintage Porto 5* 或 同級 
 

第04天 波多－基馬拉什 Guimarães－波多 
（行車：120 公里，1.5 小時） 
基馬拉什【UNESCO2001】是葡萄牙第一任國王阿方索．亨利克斯的出生地，他以

此城為基礎向外擴張逐步建立葡萄牙王國，葡萄牙人稱此城為〝葡萄牙的搖籃〞，

該城的城牆上仍嵌著一行醒目的文字「在這裡誕生了葡萄牙」，2001 年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2012 年被選為歐洲文化之都。★布拉甘薩公爵宮殿建於西元 15 世紀初，

四方形建築，褐色磚牆搭配紅色屋頂，屋頂上有 39 座的磚造的煙囪，曾經是皇室

住所，現為博物館。★基馬拉什城堡位居高處，城牆、城廓保存完整，氣勢恢宏，

城墻上居高眺望，可一覽美景，順著古城走入舊市區，巷弄間充滿著濃濃的葡萄牙

風情，▲奧利维拉廣場是基馬拉什的歷史中心，在這可以緩一緩腳步感受一下古城

的魅力。隨後返回波多。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米其林餐廳料理          晚餐：波多風味料理 
住宿：Pestana Vintage Porto 5* 或 同級 
 

第05天 波多－阿維羅 Aveiro－科英布拉 Coimbra 
（行車：134 公里，1 小時 50 分鐘） 
有葡萄牙的威尼斯之稱的阿維羅，是一個被潟湖圍繞的小鎮，鎮上有二條主要運河

貫穿，支流在小鎮切割出許多細長的水道，水道上小船穿梭，我們在此搭乘傳統的

★摩里西羅彩色船，體驗水都的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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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充滿著強烈東方色彩的摩爾式建築。山丘

頂端是建於 1290年的★科英布拉大學【UNESCO2013】，這是葡萄牙最古老的學府，

有葡萄牙的牛津之稱。校區內巴洛克式建築的喬安娜圖書館，被譽為世界最美的圖

書館，與聖米迦勒教堂同為華麗而典雅的建築（教堂可能臨時因舉辦活動未開放，

敬請見諒；如遇喬安娜圖書館及聖米迦勒教堂預約客滿，則改參觀前皇宮及耶穌學

院）。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阿維羅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ivoli Coimbra Hotel 4* 或 Vila Gale Coimbra 4* 或 同級 

 

第06天 科英布拉－巴塔哈修道院 Mosteiro da Batalha－法蒂瑪 Fatima－奧比都斯 Óbidos 
（行車：193 公里，2.5 小時） 
早餐後前往★巴塔哈修道院【UNESCO,1983】，是為了紀念 1385 年葡萄牙在阿爾儒

巴羅塔戰役中戰勝卡斯提爾王國而建造的，在後來的兩個世紀中，葡萄牙王室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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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修建這座修道院。巴塔哈修道院具有高度原創和有葡萄牙特色的哥德式風格，

整個建築亦受到 15、16 世紀曼努埃爾式風格的深刻影響，被列為葡萄牙七大建築

奇蹟之一，內有開創葡萄牙航海大發現的亨利王子陵墓。隨後前往天主教最著名的

聖地，亦是聖母顯靈的所在地－法蒂瑪，參觀天主教三大聖地之一的▲法蒂瑪大教

堂，建於 1928 年，據説此地為聖母向三位牧童顯靈之地，聖殿花窗上描繪了聖母

顯靈的場景，聖殿中的四個角落分別為聖徒－聖安東尼、聖多明各、聖若望和匈牙

利國王聖斯德旺。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米其林餐廳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Praia D'El Rey Marriott Golf & Beach Resort 5* 或 同級 

 
第07天 奧比都斯－洛可岬 Cabo da Roca－辛特拉 Sintra 

（行車：133 公里，2 小時） 
奧比都斯是個浪漫中古世紀小鎮，地處海拔 80 公尺依山而建，小鎮整個被古城牆

包圍，有如一個城牆之内與世無爭的童話天堂，13 世紀時因皇后依莎貝拉摰愛此

地，國王阿方索二世就將此城送與皇后作為結婚禮物，因此有了〝白色結婚之城〞

與〝山谷間的珍珠〞的美稱，▲奧比都斯城堡亦是葡萄牙的七大建築奇蹟之一，走

在窄小的石板街道，彷佛把人帶回到中古世紀的景況中。接著前往歐洲的最西點－

▲洛可岬，有「世界的盡頭，海洋的起點」之稱，可眺望大西洋的美景，加贈★歐

洲最西點証明書，值得永久回憶及珍藏。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米其林餐廳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Vila Gale Sintra 5* 或 同級 
 

第08天 辛特拉 
（全日辛特拉參觀） 
辛特拉【UNESCO 1995】遺留了許多 19 世紀的浪漫主義建築，自古即為摩爾貴族

和葡萄牙王室的避暑度假之地。★佩納宮建於 1840 年，是當時女王瑪麗亞二世的

丈夫－費迪南德送給她的皇宮，明黃色和嫩紅色的外觀，多變的造型和建築風格都

很像童話故事中的城堡，是葡萄牙的七大建築奇觀之一。午後走訪★辛特拉宮，承

繼了摩爾式、哥德式、葡萄牙式的建築風格及庭園造景，可以感受到葡萄牙在海權

時代的尊榮，從 15 到 19 世紀有王室居住其中，是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紀皇家宮殿，

葡萄牙重要的旅遊景點。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葡式嫩烤章魚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Vila Gale Sintra 5* 或 同級 
 

第09天 辛特拉－艾芙拉 Evora－波爾地摩 Portimao 
（行車：390 公里，4.5 小時） 
艾芙拉【UNESCO 1986】完整保留了中世紀的圍牆，集中了從古羅馬、西哥德、摩

爾時期到文藝復興等各個時代的藝術風格及建築，被譽為葡萄牙建築博物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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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列為歐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古城中心有座羅馬統治時期建造，伊比利半島上

保存最為完整的▲羅馬神廟。另帶您走訪聖法蘭西斯科教堂的★人骨禮拜堂。之後

前往波爾地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艾芙拉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ivoli Marina Portimao 4* 或 同級 
 

第10天 波爾地摩－里斯本 Lisboa 
（行車：280 公里，2.5 小時） 
葡萄牙南部大西洋海港波爾地摩，在大西洋長時間的冲刷下海岸形成許多的海蝕地

穴的美麗風景，今日我們將搭乘★仿古遊船，出海欣賞大自然所帶來的奇景，並換

乘小船，帶您穿梭於海蝕洞穴，近距離欣賞震撼美景（如天候不佳無法搭船，每人

退費 35 歐元）。午後前往里斯本。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燒烤沙丁魚料理        晚餐：里斯本風味料理 

住宿：Eurostars Das Letras 5*或 Fontecruz Lisboa 5*或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5*
或同級 
 

第11天 里斯本 
（全日里斯本參觀） 
★聖喬治城堡，最早為羅馬人所建，歷經哥德人與摩爾人的統治，12 世紀前皇室

一直居住於此，城堡是里斯本的制高點，從這可欣賞里斯本及特茹河全景。隨後漫

步於里斯本 1755 年大地震後唯一倖免的地區－阿法瑪區，感受這裏的老城氣氛。

▲貝倫塔【UNESCO1983】建於 16 世紀初航海大發現的輝煌時代，是一座五層式

的防禦堡壘。而▲航海發現者紀念碑上刻有達迦馬、麥哲倫、迪亞士等著名航海家

的雕像，在此可以遠眺▲四月廿五日大橋及▲太加斯河兩岸風光。同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與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的★熱羅尼莫斯修道院，是航海大發現期間，財富和權

勢的象徵，有精緻繁複如刺繡般的花紋和眾多與航海有關的圖案和裝飾，達伽馬和

其他船員在啓程至印度的那一夜曾在此祈禱，遺體也在此安眠。另到葡式蛋塔的創

始店朝聖，據說蛋塔是由修道院的修女發明，配方交給了 Pasteis de Belem 來販

售，我們將來老店嚐一嚐正宗的★葡式蛋塔。另搭乘里斯本最負盛名的★28 號電

車，穿梭於里斯本蜿蜒起伏饒富韻味的街弄中。夜晚帶您感受法朵（Fado）的魅力，

這種結合歷史民俗歌謠與 19 世紀早期都會歌曲，呈現葡萄牙多樣文化與濃烈感情

的音樂，201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無形文化遺產。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里斯本風味料理        午餐：法朵音樂晚餐 
住宿：Eurostars Das Letras 5*或 Fontecruz Lisboa 5*或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5*
或同級 
 

第12天 里斯本 
（全日里斯本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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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走訪歐洲最古老的書店▲Bertrand Livreiros，以及在里斯本著名的百年咖啡館

▲巴西人咖啡館享受歷史氛圍。中午特別安排里斯本也是歐洲最古老的市場之一的

▲Mercado da Ribera，這座美食市場分成生鮮區和熟食餐廳區，別具歐洲市場特

色，是不能錯過的好地方。☆聖胡斯塔電梯塔有里斯本地標之稱，連接市中心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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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哥德式建築，每層也都有獨特的設計裝飾。午後讓您在里

斯本自由活動、輕鬆逛街。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市場內自理           晚餐：海鮮拼盤饗宴 
住宿：Eurostars Das Letras 5*或 Fontecruz Lisboa 5*或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5*
或同級 

 
第13天 里斯本伊斯坦堡 

（行車：8 公里，0.5 小時） 
TK-1760 1545/2225【飛行時間 4 時 40 分】--參考航班 
上午您可在城市瀟灑遊走或最後採購，中午前往里斯本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搭機耗時，發餐費 20 歐元      晚餐：機上用餐 
 

第14天 伊斯坦堡台灣 
TK-24 0145/1755【飛行時間 11 時 10 分】--參考航班 
班機今日返抵台灣，結束您此次難忘的【歐洲西海岸－葡萄牙之旅 14 日】，回到溫

暖甜蜜的家。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

◎標示為行車參觀。 
 
本行程使用土耳其航空、荷蘭皇家航空及德國漢莎航空航班，各團航班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出團表內容，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參考航班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時間 

D1 台北－伊斯坦堡 TPE/IST 土耳其航空 TK-25 2150/0510+1 12:20 

D2 伊斯坦堡－波多 IST/OPO 土耳其航空 TK-1451 0830/1120 04:50 

D13 里斯本－伊斯坦堡 LIS/IST 土耳其航空 TK-1760 1545/2225 04:40 

D14 伊斯坦堡－台北 IST/TPE 土耳其航空 TK-24 0145/1755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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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時間 

D1 台北－阿姆斯特丹 TPE/AMS 荷蘭皇家航空 KL-808 2355/0655+1 13:00 

D2 阿姆斯特丹－波多 AMS/OPO 荷蘭皇家航空 KL-1711 0900/1045 02:45 

D13 里斯本－阿姆斯特丹 LIS/AMS 荷蘭皇家航空 KL-1696 1535/1935 03:00 

D14 阿姆斯特丹－台北 AMS/TPE 荷蘭皇家航空 KL-807 2055/1500+1 12:05 

 

參考航班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時間 

D1 台北－香港 TPE/HKG 長榮航空 BR-857 1810/1955 01:45 

D1 香港－慕尼黑 HKG/MUC 德國漢莎航空 LH-731 2305/0505+1 12:00 

D2 慕尼黑－波多 MUC/OPO 德國漢莎航空 LH-1794 0815/1005 03:00 

D13 里斯本－法蘭克福 LIS/FRA 德國漢莎航空 LH-1169 1620/2015 02:55 

D13 法蘭克福－香港 FRA/HKG 德國漢莎航空 LH-796 2210/1545+1 11:35 

D14 香港－台北 HKG/TPE 長榮航空 BR-872 1925/2115 01:50 

部分行程/航空公司可由高雄飛往轉機點與團體會合，然高雄來回之機票屬團體票務部之代訂

服務，需以航空公司實際訂位為主，無法保證必能訂位成功，詳情請洽詢旅遊專員。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

服務專員。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

觀景點門票、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含領隊、導遊、司機小

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

滿或限期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

單人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45,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

而不是付房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歐洲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歐洲旅館

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

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多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

方式安排，歐洲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

空間，或需支付升等房型之加價費用，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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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

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歐式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

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諒察。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

夜晚涼爽，因此部份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並無冷氣設備，敬請諒

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

不能保證親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諒察。 
 歐洲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

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

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準。在客觀或不可抗力的因素下，若無法提供同星級之飯店，

降低一個星級，將予以每人每晚退費 30 歐元。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

【其它說明】。 
 

【其它說明】 
 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

趟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 
 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

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

若因懷孕、生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

旅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

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

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

過期者或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

等）、蓋有爭議國家之入出境章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變更等...旅客

有義務自行檢查審核，上述說明如有疑問請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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