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伴同行優惠如下：
4 位減$400｜5-7 位減$500｜8 位或以上減$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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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遊：葡萄牙 ~ 波爾圖、科英布拉、花地瑪、奧比都斯、新特拉、里斯本、埃爾瓦什、馬爾旺 ‧
西班牙 ~ 杜麗多古城、馬德里、薩拉哥莎、巴塞隆拿
小童價

出發日期
2021 年
11 月 20、27 日
12 月 11 日

成人價 - 佔半房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27998 起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單人房附加費
單人房
單人用

雙人房
單人用

$27998 起 $26298 起 $5298 $6398

服務費

免收

各地所有
機場稅項

已包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所有機場稅項
GBS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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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點











里斯本住宿 1 晚五星級 CORINTHIA 或同級酒店
巴塞隆拿住宿 1 晚五星級 NH COLLECTION BARCELONA 或同級酒店
遊覽葡萄牙第二大城市 ~ 波爾圖，其古城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波爾圖 ~ 特別安排乘坐觀光船暢遊著名杜羅河
科英布拉 ~ 遊覽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科英布拉大學」
皇族古城 ~ 奧比都斯；聖母顯聖之地 ~ 花地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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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德里皇宮 ~ 僅次於凡爾賽宮和維也納皇宮是歐洲第三大皇宮。宮內珍藏着無數的金銀器皿和名
畫、瓷器、壁毯及其他皇室用品。現已改為博物館
聖家族教堂(入內參觀)及桂爾公園(入內參觀)

安心出行：





隨團出發之領隊及當地司機均已完成接種疫苗或持
有 72 小時內核酸檢測之陰性結果
全團團友人數只安排佔旅遊車總座位數之一半
於旅遊車提供量度體溫設備、防疫口罩及酒精搓手液
悉心安排隨團回港之團友前往當地核酸檢測場所及所需檢測之費用

科英布拉 Coim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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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英布拉大學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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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球最暢銷的小
說(哈利波特) 中霍格華茲魔法學校校服的設計靈感來源
就是科英布拉大學的校服。

桂爾公園
Gaudi Guell Park
著名天才建築家哥迪名
作，公園色彩繽紛，座
落於厄爾卡梅爾山上。

第1天
香港  里斯本
Hong Kong  Lisbon
是日晚上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客
機經希斯路轉機後飛往葡萄牙城市~里斯本。

第2天
里斯本 ~ 科英布拉 ~ 科英布拉大學(入內參觀) ~
波爾圖
Lisbon ~ Coimbra ~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 Porto
航班於是日抵達後，隨即前往古城科英布拉
【科英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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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EUROSTARS OPORTO 或同級酒店
早：---｜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奧比都斯】皇族古城，城堡城牆和巴洛克式的大教
堂，保存得極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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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特拉宮】是葡萄牙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紀皇家宮殿，
從 15 世紀初到 19 世紀後期或多或少有王室連續居住。
這是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作為新特拉文化景觀的一部
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謝朗里蒙斯修道院-門外拍照】位於貝倫區華麗宏偉
的修道院，1983 年與附近的貝倫古塔被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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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紀念碑】葡萄牙紀念 15 至 16 世紀航海時代的一
個紀念碑，也是里斯本其中一個著名地標。

第3天
波爾圖 ~ 古城區(世界文化遺產) ~ 品嚐葡萄酒 ~
杜羅河船河
Porto ~ Old City(UNESCO) ~ Wine Tasting ~
Douro River Cruise
遊覽歐洲最奢華的教堂之一聖佛朗西斯科教堂及安排
品嚐葡萄酒。
【杜羅河船河】乘坐觀光船暢遊著名杜羅河，欣賞兩岸
優美的景色。
住宿：EUROSTARS OPORTO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第4天
波爾圖 ~ 花地瑪
Porto ~ Fatima
【花地瑪】天主教朝聖地，此處是聖母瑪利亞多次顯聖
之地，於 1917 年在七萬群眾面前顯現神跡，顯聖之處
在 1928 年建成大教堂。從此教徒絡繹不絕從各地到來
朝拜。
住宿：SANTA MARIA HOTEL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葡國菜馬介休｜晚：酒店

第5天
花地瑪 ~ 奧比都斯 ~ 新特拉 ~ 新特拉宮 ~
里斯本 ~ 謝朗里蒙斯修道院 ~
貝倫古塔 ~ 航海紀念碑
Fatima ~ Obidos ~ Sintra ~
Sintra National Palace ~ Lisbon ~
Jeronimos Monastery ~ Belem Tower ~
Monument Discovery

住宿：五星級 CORINTHI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中國餐館(8 餸 1 湯)

第6天
里斯本 ~ 埃爾瓦什碉堡(入內參觀) ~ 馬爾旺 ~
鷹巢城堡
Lisbon ~ Elvas Fort ~ Marvao
【埃爾瓦什】世界聞名的兩個星型碉堡之一 Elvas Fort
(Forte de Graca)位居西班牙邊境的 Elvas，自羅馬時期
開始就一直是軍事重地，除了城牆跟碉堡之外，還有綿
廷幾公里的水道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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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POUSADA MARVAO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注意︰如適逢 POUS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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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天
馬爾旺 ~ 杜麗多古城 ~ 杜麗多大教堂(入內參觀)
~ 馬德里
Marvao ~ Toledo ~ Toledo Cathedral ~ Madrid

第9天
薩拉哥莎 ~ 巴塞隆拿 ~ 聖家族大教堂(入內參觀)
~ 桂爾公園(入內參觀)
Zaragoza ~ Barcelona ~ Sagrada Familia ~
Gaudi Guell Park
早餐後驅車前往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隆拿，抵達後
隨即展開市內觀光。
【聖家族大教堂】著名天才建築家哥迪設計，從 1884
年開始建造，至今尚未完工，其高聳與獨特的建築設
計，成為巴塞隆拿遊客必遊之地。
【桂爾公園】著名天才建築家哥迪名作，公園色彩繽
紛，座落於厄爾卡梅爾山上。
住宿：五星級 NH COLLECTION BARCELON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中國餐館(8 餸 1 湯)
注意：如聖家族大教堂入場門票售罄，將只在門外拍照
留念，另改為參觀畢加索博物館，如博物館關門或假期
休息，將退回每位 HK$200，敬請留意。

【杜麗多大教堂】是西班牙三座 13 世紀哥德式主教座
堂之一，被認為是西班牙哥德式風格的傑作。它始建於
1226 年，費迪南三世在位時期。1493 年，中央走道的
哥德式拱頂完成。
住宿：MARRIOTT AUDITORIUM HOTEL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西班牙燴飯｜晚：酒店

第8天
馬德里 ~ 馬德里皇宮(入內參觀) ~
英格列斯百貨公司 ~ 薩拉哥莎
Madrid ~ Royal Palace ~ EI corte Ingles ~
Zaragoza

【馬德里皇宮】參觀皇宮內之聽政殿、帝皇寢宮、宮庭
餐具館、掛氈畫廊、著名宮庭畫像和石雕刻。
【英格列斯百貨公司】西班牙最大購物百貨公司，集中
多個國際性及精品。
住宿：TRYP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烤乳豬及飲品一杯｜
晚：酒店
注意：如適逢馬德里皇宮假期、皇宮宴客或特殊情況下
關閉，此觀光項目將取消，另改為安排前往艾斯哥里城
(此地集結舊皇宮、禮拜堂、修道院)。如艾斯哥里城關
閉或假期休息，最後改為前往市中心普拉多博物館。

第 10/11 天
巴塞隆拿 ~ Ramblas 大街  香港
Barcelona ~ Ramblas  Hong Kong
早上前往 Ramblas 大街購買紀念品及前往舊市區中心
~歌德區，地標景點是大教堂。遊罷於指定時間專車送
往機場，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客機經希斯路轉機後飛返香
港。航機於第 11 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海鮮餐及餐酒｜晚：---

特約旅行社

注意：
1)因應 Covid-19 疫情的出入境要求和措施，參加團友請瀏覽衛生局
網頁，有關離港前核酸檢測 PCR TEST/回港後指定檢疫酒店進行強
制檢疫／回港完成檢疫酒店隔離後的自行監察／病毒檢測／血清抗
體測試，如有任何費用，客人須要自行負責及自費。以上一切檢疫要
求及措施，須以旅遊目的地及香港政府有關部門最後公佈為準，敬請
留意！
2)餘款須出發前 45 個工作天全部繳清。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5 天至
44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份之五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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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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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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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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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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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團費不包括香港旅遊業議會釐訂之「印花成本」
，客人須另外繳付。
9)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 2020/2021 歐洲、國度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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