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所有機場稅項 
GESPJ為選乘商務客位，費用及詳情請向報名旅行社查詢。 
注意：價目將會調整，請查詢報名旅行社，敬請留意 
 
 
 
 
 
 
 
 
 
 
 
 
 
 
 
 
 
 
 
 
 
 
 
 
 
 
 
 
 
 
 
 
 
 
 
 
 
 
 
 
 
 

出發日期 
【 】較高成團日期 

成人價-佔半房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小童價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單人房 

附加費 
服務費 

各地所有 
機場稅項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9月【12】日 
10月【6】日 $42698起 $42698 起 $40698 起 $11398 免收 已包 

 精明貼士：6大 NEW！新行程讓您一新耳目，萬物錯過 
 普拉多美術館 ~ 19世紀未被礜為「世界四大美術館」之一，各時期繪畫大師的傳世鉅作，盡收眼底 
 雷加萊拉莊園 ~ 這座隱身在山裡的迴旋高塔(Initiation Well)進入後才會發現內部別有洞天 
 萊羅書店 ~ 入內參觀，哈利波特魔法學校之原形 
 蒙桑托 ~ 石頭堆裡的村莊，房子是在石頭堆裡見縫插針，別具特色 
 馬爾旺鷹巢城堡 ~ 從城堡上可以欣賞到馬爾旺城無與倫比的景致 
 Time Out市場 ~ 古典外觀，一半是傳統市場，一半是大食堂 

 塞維爾安排「佛朗明高歌舞表演」 

 合共 6晚住宿五星級、1晚住宿特式葡國傳統酒店、1晚住宿教廷宮宮殿酒店，尊貴安排 
 馬德里住宿 1晚五星級 GRAN MELIA FENIX或同級酒店 
 塞維爾住宿 1晚五星級 GRAN MELIA COLON或同級酒店 
 巴揚杜羅河區住宿 1晚五星級 DOURO ROYAL VALLEY HOTEL & SPA或同級酒店 
 波爾圖住宿 2晚五星級 PESTANA PALACIO DO FREIXO或同級酒店 
 新特拉住宿 1晚五星級 TIVOLI PALACIO DE SETEAIS或同級酒店 
 馬爾旺住宿 1晚葡國傳統酒店 POUSADA DE MARVAO或當地城鄉酒店 
 庫里亞住宿 1晚教廷宮宮殿酒店 CURIA PALACE HOTEL SPA & GOLF或同級酒店 

 
 品嚐牛扒餐、煙三文魚沙拉、蘑菇餡餅、烤豬肩肉、烤咸鱈魚(馬介休)、焗鴨飯、豬肉里脊配肉腸、 

慢火豬頸肉、葡式烤豬、葡國特式海鮮餐…. 精心安排經典菜餚，不能盡錄 

結伴同行優惠如下： 
4位減$300｜5-7位減$400｜8位或以上減$500 

注意：優惠名額有限，價目以報名及付訂金作準， 
團費及優惠如有任何調整或更改，恕不作另行通知 

 

 

葡國獨一無二之觀光 
 波爾多藍瓷、彩瓷及花街勝地 
 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及波爾多萊羅書店的獨

特氣質及雷加萊拉莊園的秘境，令您讚不絕口 



 
 
 
 
 
 
 
 
 
 
 
 
 
 
 
 
 
 
 
 
 
 
 
 
 
 
 
 
 
 
 
 
 
 
 
 
 
 
 
 
 
 
 
 
 
 
 
 
 
 
 
 
 
 
 
 
 
 
 
 
 
 
 
 
 
 
 
 
 

 
位於葡萄牙中部 為葡萄牙古都，蒙德古河畔，距離大西洋 40公
里及安排入內參觀大學圖書館。 

科英布拉 Coimbra 

蒙桑托 - 石頭堆裡的村莊 
一個葡萄牙中世紀的城堡村寨。如果不是這些巨
石，蒙桑托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山村。村內的房子都
是在石頭堆裡見縫插針，所以都沒有任何規則。小
石屋隨山勢起伏，圍著大石頭而建。 

波爾圖 - 船河觀光  
葡萄牙的第二大城，這個
城市有其獨特的魅力，老
城區在 1996年被列為世
界遺產，特別安排杜羅河
船河觀光。 



第 1天                                
香港  馬德里[西班牙] ~  
聖地亞哥．班拿貝足班場(外觀) ~ 西班牙廣場 ~ 
[NEW！]普拉多美術館(入內參觀) 
Hong Kong  Madrid[Spain] ~ City Tour ~ 
Cibeles Fountain ~ Alcala Gate ~  
Santiago Bernabeu Stadium ~  
Plaza de Espana ~ Prado Museum 
出發前一晚於機場集合，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阿
聯酋航空公司客機(起飛時間於第 1 天凌晨)經杜拜轉機後
飛往西班牙的首都 ~ 馬德里。航機於是日抵達後，隨即
前往觀光。 
【聖地亞哥．班拿貝足班場-外圍拍照】於 1947年 12 月
14 日正式落成。現在，該球場可以容納 81044 位觀眾。
伯納烏球場以皇馬前主席聖地亞哥．班拿貝．耶斯特的名
字命名，該球場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 
【西班牙廣場】從 17世紀，當馬德里西班牙廣場建成後，
大部分的市場活動、鬥牛、宗教審判等皆會在此舉行，整
個城市亦以此為中心興盛起來。 
【普拉多美術館】西班牙各個時期繪畫大師的佳作，和諸
多歐洲名畫家的傳世鉅作，盡收眼底。多達三萬餘件的館
藏品中，就有三分之一是屬於西班牙畫派的作品，從刻板
的中世紀風格至浪漫的文藝復興時期，再到後期的寫實主
義，由宗教畫作至王室畫作，再到後來一幅幅描繪平民生
活的作品，充分展現出西班牙的歷史轉變。 
 
住宿：五星級 GRAN MELIA FENIX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五星級酒店餐廳 
 
Hotel website address : 
https://www.melia.com/en/hotels/spain/madrid/gran
-melia-fenix/index.htm 
 
第 2天                                
馬德里 ~ 西班牙 AVE高速鐵路 ~ 塞維爾 ~  
市內觀光 ~ 佛朗明高歌舞表演及晚膳 
Madrid ~ AVE Train ~ Seville ~ City tour ~ 
Flamenco Dance & Dinner 
 
 
 
 
 
 
 
 
 
 
 
 
 
 
【西班牙 AVE 高速鐵路】乘坐 AVE 高速鐵路，由馬德里
至塞維爾線，平均旅行時間為 2 小時 30 分鐘就能抵達塞
維爾。 
【塞維爾市內觀光】前往馬利亞路易莎公園內之西班牙廣
場，此地是 1929 年博覽會所在地。廣場內的歷史故事瓷
畫，色彩生動，孤形拱牆上，精雕細琢的磁片貼飾成各省
徽章和歷史故事。 
【佛朗明高歌舞表演】起源自吉卜塞人，是一種即興舞蹈，
沒有固定的動作，全靠舞者和演唱、伴奏的人之間的情緒
互動。 
 
住宿：五星級 GRAN MELIA COLON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當地佛朗明高歌舞表演場
地，欣賞佛朗明高歌舞表演及享用晚餐品嚐牛扒及餐酒 
 
Hotel website address : 
https://www.melia.com/en/hotels/spain/seville/gran-
melia-colon/index.htm 

第 3天                                
塞維爾 ~ 吉拉達塔(入內參觀) ~ 
塞維利亞大教堂(入內參觀) ~ 馬爾旺[葡萄牙] 
Seville ~ Giralda Tower ~ Seville Cathedral ~ 
Marvao[Portugal] 
【吉拉達塔】西班牙塞維利亞主教座堂的鐘樓，修建於摩
爾人統治時期，西班牙人統治之後，加蓋了具有文藝復興
風格的尖頂。吉拉達高 104.1米，自中世紀以來一直是塞
維利亞的地標。 
【塞維利亞大教堂】西班牙排名第一。1410 年召開的教
堂參事會議，開始了此浩大的工程，因適逢哥倫布發現新
大陸之黃金時代，造就出不凡之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就
歐洲的教堂來說，其規模僅次於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與倫
敦的聖保羅大教堂。教堂上高 97 公尺的希拉達塔，西班
牙航海貢獻最大之哥倫布長眠於此，由後世景仰。可沿著
坡道上吉拉達塔(Giralda Tower)，俯瞰市街景觀。 
 
住宿：葡國傳統酒店 POUSADA DE MARVAO 
      或當地城鄉酒店 
早：酒店｜午：Oriza餐廳(米芝蓮推薦餐廳)品嚐煙三文魚
沙拉、蘑菇餡餅、烤豬肩肉及餐酒｜ 
晚：五星級酒店餐廳 
 
注意︰ 
1. 如適逢 POUSADA DE MARVAO酒店維修或住房客

滿，將改住宿當地城鄉酒店，每位退回港幣$300，
敬請留意。 

2. 如適逢塞維爾 Oriza餐廳是日不能接待旅遊團，將安
排前往當地或鄰近城市之其他米芝蓮推薦餐廳。 

 
第 4天                                
馬爾旺 ~ [NEW！]鷹巢城堡(天空之城) ~  
[NEW！]蒙桑托(巨石神秘村) ~ 巴揚 
Marvao ~ Castelo de Marvao ~ Monsanto ~ 
Baiao 
【馬爾旺】在這處可以從地面一直遠望到高聳入雲的遠
景。這裡的城堡，周邊人稱為鷹巢，矗立於一處海拔 900
米的岬角處，從城堡上可以欣賞到馬爾旺城無與倫比的景
致，可以看到城裡白色的房屋和迷宮般的街道。 
【蒙桑托】與當地導遊(蒙桑托)前往市內觀光，團友可拍
照留念。該城市有著光榮的歷史，葡萄牙的第一個國王阿
方索．亨利克 1143年就是在此被正式承認。 
- [石頭堆裡的村莊]一個葡萄牙中世紀的城堡村寨。如
果不是這些巨石，蒙桑托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山村。村內的
房子都是在石頭堆裡見縫插針，所以都沒有任何規則。小
石屋隨山勢起伏，圍著大石頭而建。走進村子細看，安靜
的石子小巷、古老的紅頂小石屋、漆上鮮明色彩的窗戶框
都有著濃重的葡萄牙色彩。 
 
住宿：五星級 DOURO ROYAL VALLEY HOTEL & SP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烤咸鱈魚(馬介休)、焗鴨飯
及餐酒｜晚：五星級酒店餐廳 
 
Hotel website address : 
https://www.douroroyal.com/en/ 
 
第 5天                                
巴揚 ~ 布拉加 ~ 耶穌山 ~ 古老纜車 ~ 波爾圖 
Baiao ~ Braga ~ Bom Jesus do Monte ~  
Cable Car ~ Porto 
【布拉加】長久以來為宗教與商業重點，眾多宏偉且歷史
悠久的教堂依然屹立不搖，橫互時空愈顯其斯能可貴，每
每迴盪在城市不絕於耳的鐘聲，更增其美麗。抵達後，前
往大教堂、聖塔巴巴拉公園、聖十字教堂。 
【仁慈耶穌朝聖所】乘纜車攀上三階段的台階，抵達朝聖
處所在山丘，此處以 116米高；之字形台階而著稱。及後
沿階梯步行落山。第一段台階供是供奉苦路的小堂，第二
段台階，呈鋸齒形狀，代表五種感覺(視、嗅、聽、觸、味
覺)，以不同的噴泉代表。第三段台階也呈鋸齒形狀，表現
三項超德(信、望、愛)，也是以不同的噴泉代表。 



住宿：五星級 PESTANA PALACIO DO FREIXO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Centurium 餐廳(米芝蓮推薦餐廳)品嚐多
款廚師推介前菜、豬肉里脊配肉腸及餐酒或飲品｜ 
晚：五星級酒店餐廳 
 
Hotel website address : 
http://www.pousadapalaciodofreixo.com/ 
 
注意︰如適逢布拉加 Centurium 餐廳是日不能接待旅遊
團，將安排前往當地或鄰近城市之其他米芝蓮推薦餐廳。 
 
第 6天                                
波爾圖 ~ 市內觀光 ~ [NEW！]萊羅書店 ~ 
聖本篤車站 ~ 船河觀光 
Porto ~ City Tour ~ lello & Irmao ~  
Sanit Bento Station ~ River Boat Trip 
【波爾圖】葡萄牙的第二大城。這個城市有其獨特的魅力，
老城區在 1996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葡萄牙城市獨有的磁
磚幾乎貼滿所有的建築物, 而碼頭旁邊的五顏六色的屋子
隨手拍都像是明信片的影像。 
- Igreja Do Carmo(外觀)卡爾莫教堂 
- Igreja Dos Carmelitas(外觀)加爾莫教堂 
- lello & Irmao(入內參觀)萊羅書店被譽為世界三大
最美麗的書店，還是全球最暢銷的小說(哈利波特) 中霍格
華茲魔法學校的原形。 
- Torre Dos Clerigos(外觀)牧師塔，這座高度超過 75
公尺，255階的旋轉階梯上到頂層。 
【聖本篤車站】於 19世紀由失修已久的修道院重建而成，
目前還是一個交通繁忙的車站。車站內二萬片的藍色彩磚
就如一本教科書，訴說著波圖的歷史。 
繼而前往短短的花街(現今購物街)，觀看迷人的大花磚，
而自由廣場有最美的麥當奴(Mcdonald's Imperial)。稍後
途經世界十大最美的咖啡的館。特別安排杜羅河船河觀光。 
 
住宿︰五星級 PESTANA PALACIO DO FREIXO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DOP - Chef Rui Paula餐廳(米芝蓮推薦餐
廳)品嚐慢火豬頸肉｜晚：當地餐廳 
 
Hotel website address : 
http://www.pousadapalaciodofreixo.com/ 
 
注意︰如適逢波爾圖DOP - Chef Rui Paula餐廳是日不能
接待旅遊團，將安排前往當地或鄰近城市之其他米芝蓮推
薦餐廳。 
 
第 7天                                        
波爾圖 ~ 梅阿利亞達(豬城) ~ 阿格達 ~  
科英布拉 ~ 科英布拉大學(入內參觀) ~ 庫里亞 
Porto ~ Mealhada ~ Agueda ~ Coimbra ~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 Curia 
【豬城】乳豬餐廳比比皆是，大多數遊客到訪此城或鄰近
城鎮阿格達是為品嚐著名葡式烤乳豬。 
【科英布拉】其中最著名是建於 17 世紀的喬客妮娜圖書
館，內裡是巴洛克建築，非常華麗。而科英布拉大學建於
1290年並享有葡萄牙牛津美名，是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
另還有旁邊的聖米格爾禮拜堂。 
 
住宿︰CURIA PALACE HOTEL SPA & GOLF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阿格達當地餐廳品嚐著名葡式烤豬及餐酒
或飲品｜晚：酒店餐廳 
 
第 8天                                
庫里亞 ~ 新特拉 ~ [NEW！]雷加萊拉莊園 ~  
海濱日落餐廳歡送晚宴 
Curia ~ Sintra ~ Quinta da Regaleira ~  
Farewell Dinner 
【新特拉】位於里斯本近郊，1995年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世界遺產。從以前就是葡萄牙皇室喜愛的避暑地，
有許多 15-19世紀的建築座落於此。團友可盡情欣賞美景

及拍照。 
- [雷加萊拉莊園]外觀有大量裝飾的窗框及圓柱，本身
的規模雖然不如皇宮，但裝飾性風格非常強烈，擁有不輸
給宮殿的華麗與細膩。整座莊園最知名也最讓人驚奇的是
~The Initiation Well，藏身在山坡中，從外觀只看得到入
口，完全看不出來內部構造，這座隱身在山裡的迴旋高塔
進入後才會發現內部別有洞天。 
【海濱日落餐廳】特意安排大西洋海濱餐廳歡送晚宴，如
適逢天朗氣清，可一邊欣賞日落美景，一邊品嚐葡國特式
海鮮餐。 
 
 
 
 
 
 
 
 
 
 
 
 
 
 
住宿：五星級 TIVOLI PALACIO DE SETEAIS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大西洋海濱餐廳品嚐葡國
特式海鮮餐(蝦、麵包蟹、九爪螺、烤魚)及餐酒或飲品 
 
Hotel website address : 
https://www.tivolihotels.com/en/tivoli-palacio-de-set
eais 
 
注意︰如適逢大西洋海濱餐廳是日不能接待旅遊團，將安
排與第 9天午膳調換次序，敬請留意。 
 
第 9/10天                                     
新特拉 ~ 里斯本 ~ [NEW！]Time Out市場 ~ 
貝倫古塔  香港 
Sintra ~ Lisbon ~ Time Out Market ~  
Belem Tower  Hong Kong 
【Time Out市場】古典外觀，一半是傳統市場，一半是大
食堂。里斯本傳統市場變身成為時尚廚房，吸引許多當地
人與遊客來訪。 
【貝倫古塔】一座有著近 500年歷史的古塔，見證了里斯
本昔日的輝煌。曾被用作電報站、燈塔及監獄等。在航海
時代，也是航海家們的起點。在此可遠眺橫跨太加斯河兩
岸，建築宏偉之四月二十五大橋和耶穌巨像。 
 
稍後於指定時間專車送往機場，乘坐阿聯酋航空公司客機
經杜拜轉機後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0 天抵達香港國際機
場。 
 
早：酒店｜午：五星級酒店餐廳｜晚：---  
 
 
 
 
 
 
注意： 
1)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
其他節目代替。 
3)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
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
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
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辦理簽證所需工作天因應各國領使館所需而有不同，詳情請查詢報名
旅行社，以確定最遲申請簽證日期，敬請留意！ 
5) 一人報名者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全額，三人或以上報名者如有單身
男或女，本公司將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同房，如最終未能安排，客人也
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的一半費用，另單人房對比雙人房之房間細，敬請
留意！ 
6)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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