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葡萄牙 微醺 10 天 

 

《精選住宿》6 個夜晚的五星享受和極具當地特色的國營旅館 

孔英布拉｜眼淚莊園旅館 Coimbra Quinta Das Lagrimas 或皇宮飯店 Palace Hotel 

Do Bussac  

里斯本連泊兩晚五星｜Corinthia Hotel Lisbon 或 Altis Grand Hotel 或 Tivoli 

Oriente Hotel 

波多連泊兩晚五星｜Sheraton Porto Hotel & Spa 或 Crowne Plaza 

基馬拉斯國營旅館｜Pousada de Guimaraes 

《豐富美食》無與倫比的魚類和海鮮，令人垂涎的肉類菜餚，知名葡萄酒、咖啡 

        米其林推薦餐廳、世界最美 10 間咖啡館之一的 Café Majestic、葡式蛋塔 

《微醺佳釀》喝一口佳釀，微醺一下又何妨 

        波多品酒、奧比多斯巧克力杯櫻桃酒 

《人間天堂》葡萄牙的伊甸園 

        佩納皇宮、雷加萊拉宮 

《悠久歷史》過去的輝煌歷史寶藏，呈現在雄偉的城堡，宮殿，寺廟和教堂 

        里斯本、基馬拉斯、布拉加 

《法朵文化》那些愛情和生活，感覺憂鬱的音樂流派，融入情緒在每場演出 

《世界珍寶》若昂尼娜圖書館、全球十大最美書店之一萊羅兄弟書店 

《中段航班》波多—里斯本安排一段航班，大大節省交通時間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367 23：35 — 05：05+1 10：00 

杜拜 → 里斯本 阿聯酋航空 EK-191 07：25 — 12：35 08：30 

回程 
里斯本 →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192 14：15 — 01：00+1 07：30 

杜拜 → 台北 阿聯酋航空 EK-366 04：35 — 16：50 07：55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杜拜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航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

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班機於隔日凌晨抵達杜拜機場。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酋航空 EK367 23:35/05:0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0:00 

 

飛行的 A380 皇宮 

舒適感和重視細節的服務都值得你信賴；您的舒適

永遠都是我們的優先考慮。阿聯酋航空將採用三艙

佈局的 A380 飛機執飛此航線，除了卓越服務及機

上娛樂，無論您坐在哪裡，都可感受到極致舒適感

和最新的客艙設計。搭乘經濟客艙，也能讓你體驗

名副其實的經濟之旅。 

 

 

享受獨一無二的旅程 

每個艙等的乘客都能在舒適的座位上放鬆，你將舒

適坐在具有寬敞伸腿空間的班機內，並觀賞數千個

頻道，享用美味佳餚與免費飲品..溫暖而舒適的睡

眠，讓你神清氣爽抵達目的地。 

 

第 二 天  杜拜里斯本機場－奧比多斯 Obidos 

今早來到享有「中世紀露天博物館」和「皇后的城鎮」美譽－奧比多斯。石頭砌成的小鎮是

昔日歷代王妃的領地及中世紀遺蹟，順著山勢彎延的城牆、大教堂、漆著藍、黃條子相間的

白色平房，小巷裡長滿鮮花和橙樹，置身於小鎮中，總讓人感覺安逸舒服。 

〈典藏特別安排〉巧克力杯櫻桃酒。 

〈下車參觀景點〉奧比多斯小鎮、古城牆。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里斯本—(83KM 01:00)—奧比多斯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酋航空 EK191 07:25/12:3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8:30 

 



 

最是浪漫之地—皇后的城鎮·奧比多斯 

1228 年 dom Dinise 王子愛妻 isabella 到訪時，對這

座小巧美麗的古城一見鍾情，王子為表愛意就把整座

城送給妻子。它被叫做「皇后的城鎮」，因為它是國

王們送給王后們的禮物，這已成為一種傳統。 

 

在婚禮之城喝個交杯酒～巧克力杯櫻桃酒 

    巧克力杯櫻桃酒是用純巧克力所製作的小酒盅，

盛裝果香四溢的櫻桃甜酒，一口飲盡後，再將巧克力

杯吃下，是來到婚禮之城奧比多斯不能錯過的！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飯店內精緻料理 

住宿：The Literary Man Obidos Hotel 文人奧比多斯旅館或 Pousada Castelode 

Obidos 或四星同等級飯店 

 

第 三 天  奧比多斯－阿爾科巴薩Alcobaça－法蒂瑪 Fatima－孔英布拉 Coimbr 

阿爾科巴薩修道院是由第一位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一世所創建，這座修道院和教堂更是

葡萄牙第一座哥德式建築，在中世紀，成為葡萄牙相當重要的勢力。接續來到“法蒂瑪的三

個秘密”之地，此地是全世界天主教教徒畢生必定前往的地方，1917 年 5 月 13 日，有三個

牧童在此地體現聖母，從此成為聖地。午後來素有『葡萄牙牛津』美譽之稱的孔英布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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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290 年由當時的國王

Dinis 創立，幾百年來許多政治家、學人名人及文化人士都出自於此。十三世紀之前一直是葡

萄牙的首都，作近 200 年之久的帝都，城市的仍保留巴羅克風貌。建於 1290 年建成孔布拉

大學，為葡萄牙數一數二的有名大學，整座大學分為新、舊兩大校區，最值得參觀的是巴洛

克式大理石建築的圖書館，豪華木造貼金箔的書架及貴重的古籍書刊，令人嘆為觀止。 

◆備註：如遇若昂尼娜圖書館休館則改安排 Museu Nacional de Machado de Castro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奧比多斯—(40KM 00:40)—阿爾科巴薩—(46KM 00:50) —

法蒂瑪—(85KM 01:00)—孔英布拉 

《含門票參觀景點》若昂尼娜圖書館。 

〈下車參觀景點〉法蒂瑪聖母顯靈大教堂、孔英布拉大學。 



 

世界的珍寶—若昂尼娜圖書館 

孔布拉大學裡最值得一看的是擁有 300 年歷史的「若昂尼

娜圖書館」，珍藏超過 30 萬冊的古籍，金碧輝煌的巴洛克

風格木製貼金箔書架，搭配色彩斑斕的濕壁畫，走進圖書

館內只有一聲驚嘆「美極了」！是全世界十大最美的圖書

館之一，來寶山豈能空手而返。 

 

法蒂瑪的三個秘密 

    此三個秘密陸續解秘，最後是由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於

千禧年解秘，而法蒂瑪因此成為天主教著名的朝聖地。

1917 年聖母在葡萄牙的法蒂瑪(顯過奇蹟，當年親眼目睹

聖母瑪利亞的三位牧童，其中最年長的十歲少女路濟亞

Lucia 她後來當了修女，她也活得最長壽，聖母告訴了她三

個有關世界上災難的預言，要三位牧童孩子去勸世人要悔

改，要多唸"玫瑰經"禱文：要為世界的正義與和平祈禱。

前兩個預言都已公諸於世 (地獄的景象及第二次世界大

戰)，第三個預言，她一直保有到年邁體弱時，才將祕密交

給教宗保管(教宗遲遲未公佈，據猜測是世界末日)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葡萄牙海鮮飯風味 

Arroz de Marisco 

晚餐：葡國香烤乳猪 

Roasted Leitao 

住宿：Quinta Das Lagrimas 或 Palace Hotel Do Bussaco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第 四 天  孔英布拉－阿維羅 Aveiro－基馬拉斯 Guimaraes 

有著葡萄牙的威尼斯之稱的阿維羅，緊鄰大海與 ria(河口)，一進到城市裡就可以看到湛藍的

河水和色彩繽紛的摩裡西羅船(傳統漁船)在運河上悠然劃過，這種細長的彩繪船曾被用來收集

水藻和海藻，如今則成了觀光船。我們安排搭乘貢朵拉彩船，欣賞兩岸十足葡萄牙風味的建

築及橋樑，體驗伊比利半島上獨特的水都風情。午後來到訴有『葡萄牙的搖籃』之稱，她是

葡萄牙的發源地－基馬拉斯，過去以來她一直為自己的 一切所自豪，葡國第一位皇帝阿豐索

一世就出生於此地，及她『浪漫純正且豐富的文化遺址，古橋、古堡、城池、教堂、貴族家

宅、噴泉…令人津津樂道，不愧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孔英布拉—(62KM 01:00) —阿維羅—(55KM 01:00) —基

馬拉斯 

《含門票參觀景點》摩裡西羅船(傳統漁船)、公爵府。 

〈下車參觀景點〉阿維羅老城、吉馬良斯城堡、聖米歇爾城堡教堂、基馬拉斯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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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小威尼斯」──阿維羅 

阿維羅是個被潟湖圍繞的小鎮，鎮上有兩條運河貫穿，它

們的支流在阿威羅切割出許多細長的水道，水道上彩繪的

摩里西羅彩船 moliceiro 劃出寧靜水紋的優雅天鵝，悠盪

著夢的光影與小拱橋共同交織出旖旎的水上風光，讓阿維

羅有「葡萄牙的小威尼斯」之稱。 

 

基馬拉斯素有「葡萄牙民族搖籃」之稱 

   光陰歲月在此留下珍貴的寶藏，沒有華麗的鋪張、沒有

繁華的大樓，樸質純粹是吉馬良斯最佳寫照。進入舊城區

的那一瞬間，彷彿闖進時光隧道，建築上的石雕、牆上的

繪畫、石階的光澤，經過百年之久依然風華瑰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美食餐廳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Pousada de Guimaraes 或 Melia Hotel Braga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第 五 天  基馬拉斯－布拉加 Braga－波多酒廠品酒－杜羅河遊船－波多 Porto 

葡萄牙流傳著一句民諺：「在里斯本享樂，在波多工作，在布拉加祈禱」。今日我們準備展開

葡國北部之旅。首先我們素有葡萄牙的『羅馬』之稱的布拉加，他是葡國最富宗教色彩濃厚

的城市；首先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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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來到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波多，典藏安排參觀世界知名酒莊集散地新蓋亞村品

嘗著名的波多葡萄酒。喝一口波多佳釀，微醺一下後我們搭乘復古船航行於杜羅河上，從河

上欣賞山谷風光，領略杜羅河谷之美。 

◆典藏特別安排：波多葡萄酒廠品酒、杜羅河遊船。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基馬拉斯—(25KM 00:30)—布拉加—(55KM 00:00)—波多 

《含門票參觀景點》仁慈耶穌朝聖所上山纜車、波多葡萄酒廠品酒、杜羅河遊船。 

〈下車參觀景點〉布拉加老城、耶穌山。 

 

耶穌山 

在山頂上一座教堂，讓此山得名耶穌山，朝聖者受難證得

虔誠，高達百餘尺迴旋巴洛克階梯，為朝聖者之十字架之

路，一路噴泉洗禮，水光襯影。典藏特別安排一趟上山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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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一口波多佳釀，微醺一下又何妨 

18 世紀初，為了延長葡萄酒的保存時間，透過加入烈酒進

葡萄酒的程序，中斷發酵過程，保留更多糖分，所以波特

酒喝起來特別甜香、不酸、少了單寧澀味，但酒精濃度比

市售葡萄酒口感豐富，高出許多，來到 20%上下。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葡國烤羊肉風味 

Roasted Lamb 

晚餐：中華家鄉料理 

住宿：Sheraton Porto Hotel & Spa 或 Crowne Plaza 或五星同等級旅館 

 

第 六 天  波多<Café Majestic 咖啡館下午茶> 

Ola！PortO！你好！波多！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她是該國經濟中心和民間公認的『地下首

都』，自古以來就是葡萄牙北方的大港，也是聞名於世的波爾多葡萄酒產地，至今仍是葡萄牙

第二大城。流經波爾多市區的杜若河，河上橫跨著三座橋，三座橋各具特色，路易一世大橋

橫跨杜若河上，與對岸蕾貝拉和杜若河劃出一幅絕妙景色。波多大教堂是葡萄牙最重要的羅

曼式建築之一；跨度 172 公尺是當時世界第一的路易一世大橋；最美的萊羅書店，讓人彷彿

走進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集古典藝術與現代生活的完美結合，有著藍瓷裝飾的聖本篤火車

站；金錢流動地，卻華麗的宛若貴族皇宮一般的證卷交易所，華彩流光，雕柱畫壁在金光的

照耀下，閃著一股華貴氣息；我們特別於世界上最美十大咖啡館之一的 Café Majestic 咖啡

館裡享用葡萄牙悠閒的下午茶時光。 

◆典藏特別安排：Café Majestic 悠閒的下午茶時光(café+Rabanada 法式甜點)。 

《含門票參觀景點》證券交易所、萊羅書店。 

〈下車參觀景點〉聖本篤火車站、牧師塔、波多大教堂。 

 

全球十大最美書店之一萊羅兄弟書店 

    號稱全世界最漂亮的書店，開業於 1906 年的萊羅兄弟

書店 Livraria Lello & Irmão 被評為全球十大最美書店之

一，精美的扶梯是店內最搶眼的主角，已成工藝之美學。書

扉頁香氣與昏黃木色相應，優雅雕琢之圓弧狀階梯，讓空間

錯置成一幅優美的畫，J.K.Rowling 創作魔法學院靈感據說

從此地而得名。典藏特別安排萊羅書店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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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美的 10 間咖啡館之一的 Café Majestic 

    波多知名 M.J 咖啡館，創始於 1921 年。除挑高的空間、

古典吊燈和精緻的雕刻氣勢非凡外、原木及真皮座椅，讓你

感受到館內一股溫馨的氛圍。當年搬到波爾圖居住的 J.K 羅

琳，就是坐在入門右手側的皮椅上低頭寫作。典藏 Café 

Majestic 特別安排悠閒的下午茶時光(café+Rabanada 法

式甜點)。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濕式三明治 晚餐：大西洋海鮮盤 

Seafood Platter 

住宿：Sheraton Porto Hotel & Spa 或 Crowne Plaza 或五星同等級旅館 

 

第 七 天  波多里斯本機場 

今日搭機飛往里斯本。傳說十字軍東征時一支基督教軍隊建立了此城市而後形成了國家，古

老的市街與淳樸的民風，是歐洲其他現代化都市所沒有的景象，有著「太加斯河的貴婦人」

之名貝倫塔、帆船造型的航海發現紀念碑，象徵葡萄牙為昔日開啟航海時代的先驅及對發現

新大陸的熱情。用香料和黃金所徵稅收修建完成的傑若米莫修道院，據說達伽馬啟程至印度

前的那一晚曾在這裡祈禱。晚間安排聆聽欣賞葡萄牙命運之歌～法度，在音樂聲中享用道地

葡萄牙風味，讓你渡過一個難忘的～命運之夜。 

◆典藏特別安排：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 + 咖啡、聆聽欣賞法度秀。 

【今日預定航班時刻表】波多里斯本 航班:TP-1931 10:30/11:30(或)TP-1927 09:30/10:30 

《含門票參觀景點》貝倫塔。 

〈下車參觀景點〉航海發現者紀念碑、傑若米莫修道院。 

 

不吃不可的葡式貝倫蛋撻 Pastel de Belém 

葡式蛋塔最早由 19 世紀葡萄牙里斯本貝倫區熱羅尼莫斯

修道院的修女發明，1820 年代修道院關閉。1837 年開始

蛋塔在世俗餅店 Casa Pastéis de Belém 販售，因為店面

位於里斯本貝倫區 Belém，那裡賣的蛋塔稱作貝倫蛋塔

pastéis de Belém。典藏 1837 年的滋味我們特別安排貝

倫區下午茶時光，品嚐那入口即化的蛋塔，佐以香醇濃郁

的 café 香。 



 

靈魂的象徵，命運之歌～法度 Fado 

「失落的夜晚…挫敗的靈魂…黑暗的角落…低聲吟唱…吉他

嗚咽…痛苦與罪惡，這一切的存在，全被娓娓訴說著」。

法度，意為命運或宿命，亦或稱葡萄牙怨曲，可追溯至 1820

年代的葡萄牙，但起源可能更早。為人所讚嘆及感動的，

就是其有著悲慟的曲調與歌詞，大多以貧困、不順遂的人

生為主要題材。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晚餐：Fado 法度秀音樂晚宴 

住宿：Corinthia Hotel Lisbon 或 Altis Grand Hotel 或 Tivoli Oriente Hotel 或五星同

等級旅館 

 

第 八 天 里斯本－佩納皇宮 Pena－雷加萊拉宮 Palácio da Regaleira－洛卡岬

Cabo Da Roca－里斯本 

Bom Dia！日安！今早來到素有『葡萄牙新天鵝城堡』美譽的佩納皇宮(Palácio Nacional da 

Pena)，號稱葡萄牙七大奇景之一，它是一座 19 世紀浪漫主義宮殿，融合了阿拉伯文化與歐

洲文化，顯得特別璀璨美麗，引人入勝。續來到素有「百萬富翁蒙泰羅的宮殿」集浪漫氛圍

的雷加萊拉宮，內有湖泊、洞穴、水井，長椅，噴泉和繁多精美的建築。4 公頃的莊園裡，

有著神秘的建築，隱藏了關於鍊金術、共濟會、聖殿騎士團和玫瑰十字會的符號。午後來到

「大地之盡頭，海洋之開端 Onde a terra termina e o mar Começa（葡文）」洛克岬 Cabo da 

Roca，面對浩翰的大西洋，一片茫茫無際的大海，令人不由心生天地之悠悠、來此旅遊何其

幸福，人生夫復何求！在此並可獲得一份『歐洲極西點的證明書』。之後返回里斯本，特別安

排一趟「里斯本名物」T-28 懷舊電車之旅，所經之地方都是有名，也很有趣的地方，一塊塊

的葡萄牙藍色瓷磚，拼貼在屋外或是裝飾在室內，都在跟遊客訴說著昔日的風光。 

◆典藏特別贈送：每人『歐洲極西點的證明書』一份。 

◆典藏特別安排：「里斯本名物」懷舊電車。 

◆備註：如遇佩納皇宮滿客或休館，則改安排參觀仙達皇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里斯本－(35KM 00:40)－佩納皇宮－(3KM 00:10)－雷加萊

拉宮－(16KM 00:25)－洛卡岬－(40KM 00:45)－里斯本 

《含門票參觀景點》雷加萊拉宮、佩納皇宮、里斯本懷舊電車 

〈下車參觀景點〉洛卡岬十字紀念碑、迷宮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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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加萊拉宮的但丁地獄九層 

    號稱“百萬富翁蒙泰羅的宮殿”園內最著名也是最吸

引人的景點是一座深 27 米的涸井，岩洞盡頭的出口剛好是

井的中部，井的周圍環繞著螺旋樓梯，共有 9 個旋層，象

徵著但丁描寫的 9 重天。 

地獄呈漏斗形，上寬下窄，中心在耶路撒冷；地獄以罪惡

類型分為九層，越下層的靈魂罪孽越深重，以其罪行專屬

的方式受刑罰：1.靈薄獄 2.色慾、3.暴食 4.貪婪 5.憤怒 6.

異端 7.暴力 8.欺詐 9.背叛。 

 

佩納宮 Pena 亦即遺忘、哀傷、嘆息之意 

素有「葡萄牙新天鵝城堡」的佩納宮，位於 Sintra 聖伯多

祿堂區 São Pedro de Penaferrim 一個山丘的山頂，由國

王費迪南德與其妻委託德籍設計師興建，將作為葡萄牙皇

室的夏宮。靈感來自歐洲的浪漫主義，建築風格兼具摩爾

式、阿拉伯、曼努埃爾、哥德式、文藝復興及巴洛克式的

色彩。1995 年，這個宮殿作為辛特拉文化景觀的一部分入

選為世界遺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大西洋鱈魚餐 晚餐：飯店主廚晚宴 

住宿：Corinthia Hotel Lisbon 或 Altis Grand Hotel 或 Tivoli Oriente Hotel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第 九 天 里斯本機場杜拜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旅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

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向熱情的葡萄牙道聲再見，告別南歐熱情拉丁，之後帶著依依不捨

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臺北，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酋航空 EK192  14:15/01:0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07:30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宴 

住宿：機上 

 

第 十 天  杜拜臺北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南歐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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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酋航空 EK366  04:35/16:5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7:55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晚餐含飲料一杯。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1. 微醺佳釀：波多酒廠品酒、婚禮之都—奧比多斯品嚐巧克力杯櫻桃酒 

2. 人間天堂：佩納皇宮、雷加萊拉宮 

3. 悠久歷史：里斯本、基馬拉斯、布拉加 

4. 法朵文化：特別安排聆聽欣賞法度秀 

5. 世界珍寶：若昂尼娜圖書館、萊羅兄弟書店 

6. 中段航班：波多—里斯本安排一段國內線航班 

7. 包含門票：若昂尼娜圖書館、摩裡西羅船(傳統漁船)、公爵府、仁慈耶穌朝聖所上山纜車、波多葡

萄酒廠品酒、杜羅河遊船、證券交易所、萊羅書店、貝倫塔、雷加萊拉宮、佩納皇宮、

里斯本懷舊電車 

8. 精選住宿：7 晚住宿的行程，給您 6 晚五星的舒適，並特別安排一晚 Pousada 國營旅館 

9. 豐富美食：米其林推薦餐廳、世界最美咖啡館之一的 Café Majestic、葡式蛋塔、各式海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