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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 台北 → 倫敦 → 波多 
 0930 搭機飛往倫敦，前往熱⼒四射的陽光國度—伊⽐利半島。抵達倫敦後，轉機

前往葡萄⽛波多，葡萄⽛和⻄班⽛正等著您去探索。（若無法取得當天航班
轉機，則直接前往旅館休息，次⽇轉機） 
■使⽤航班：台北／倫敦  CI069  0930／1530；倫敦／波多  TBA 

 
 Day 2 波多 → 基⾺雷斯(52km) → 波多(52km) 
 0900 早餐後，前往葡萄⽛⾸位國⺩誕

⽣地—基⾺雷斯，逛逛這個 2006
年列⼊世界⽂化遺產的古城 

 

 1015 ⽅正的◎基⾺雷斯堡壘矗⽴在⼭
丘上，這裡是葡萄⽛的搖籃，阿
⽅索⼀世建國⽴都於此，⾛向城
區，沿路牆⾯點綴⾺賽克拼貼，
房舍的⽊頭陽台搭配鐵製鏤空欄
干，充滿懷舊葡式韻味 
 

 1330 午餐後，返回波多市區 
 1445 波多在 2014 年獲選最佳歐洲旅

遊城市，它位在杜羅河畔，是葡萄
⽛第⼆⼤城，也是第⼀⼤港，是重
要的⽣產中和商業中⼼，也保留了
迷⼈的⾵采，參觀★波多主教堂，
歐洲最藝術的★聖本篤⽕⾞站、◎

路易⼀世鐵橋。葡萄⽛的國名與著
名的波特酒都來⾃這個城市，12
世紀到現在的⽼城區，被列⼊世界
⽂化遺產，感受原始歐洲的古典氣
息 

 1800 ★★★★晚餐享⽤布拉斯炒鱈⿂+葡式烤豬排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Day 3 波多 → 聖地⽛哥(228km) 
 0800 早餐後，前往⻄班⽛聖地⽛哥（時區調整+1 ⼩時） 
 1200 

 
聖地⽛哥朝聖之路（⻄班⽛語：
El Camino de Santiago）是前
往聖主教的聖地，⻄班⽛北部城
市聖地⽛哥康波斯特拉的朝聖之
路，主要指從法國各地經由庇⾥
⽜斯⼭通往⻄班⽛北部之道路，
為聯合國教科⽂組織的世界遺
產，此處參觀★⼤教堂後，⾃由
逛逛⽼城區，體驗朝聖之路終點
的魅⼒ 

 1730 ★★★★晚餐享⽤⻄班⽛ Tapas 餐酒館料理 

 18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Day 4 聖地⽛哥 → 世界的盡頭-菲尼斯特雷(85km) → 維哥

(164km) → 波多(152km) 
 0830 早餐後，專⾞前往世界的盡頭-菲尼斯特雷 

 

 1000 抵達◎菲尼斯特雷燈塔，以往朝聖者到了這
裡，焚燒舊靴和舊⾐，代表拋棄以前的種種，
給⾃⼰⼀個全新的開始，⻄班⽛海岸的⾵光，
⼀望無際，美不勝收 

 1130 ★★★★午餐享⽤⻄班⽛海鮮飯 
 1330 專⾞前往維哥 

 1600 沿途經過⻄班⽛原野⾵光，增添此⾏的回憶，更會經過傳說中上帝創世紀
時，把⼿放在這裡休息⽽留下的指印—1400 公⾥⻑的加利⻄亞海灣，後續
抵達維哥，逛逛這個滿是⽂藝氣息的海港，⾃由選購海鮮品嚐 

 1745 晚餐後，返回旅館（時區調整-1 ⼩時） 
 
 
 
 



 
 Day 5 波多 → 托瑪爾(205km) → 歐⽐都斯(100km) →  

⾥斯本(85km) 
 0800 早餐後，專⾞前往托瑪爾 
 1100 參觀列為世界⽂化遺產的★基督會院，托瑪爾曾是

聖殿騎⼠團的領地，來這裡可以⾒證聖殿騎⼠團的
輝煌歷史，與⼜稱⼤海⾵格的曼努埃爾式⾵格的建
築的藝術。當然，1307 年 10 ⽉ 13 ⽇，⿊⾊星期
五的起源，我們在這裡找到中古騎⼠故事的連結點 
 

 1230 ★★★★午餐享⽤阿連特茹式豬⾁⾵味餐 
 1415 午後，專⾞前往參觀葡萄⽛最美的⼩鎮—歐⽐都斯  
 1530 抵達歐⽐都斯，漫步在⽯板街道，享受中世紀⼩鎮的恬靜，這個⼩鎮⽩牆點

綴著晴天藍與檸檬⿈的⾊彩，花草藤蔓攀上牆⾯，處處佈滿居⺠巧思，更擁
有「婚禮之城」的浪漫暱稱 

 1730 返回旅館 
 
 Day 6 ⾥斯本 → 歐洲最⻄端-羅卡⾓(40km) → 卡斯凱

(15km) → ⾥斯本(30km) 
 0900 早餐後，專⾞前往歐洲⼤陸的最⻄端—羅卡⾓ 
 0945 抵達羅卡⾓，欣賞陸地的盡頭、

海洋的開端。後續沿著美麗的海
岸線，抵達海濱渡假勝地—卡斯
凱，這裡還有被稱為「地獄之
⼝」，令⼈驚奇的海蝕奇景 

 

 1400 午餐後，返回⾥斯本市區 
 1445 抵達⾥斯本市區，體驗昔⽇葡萄

⽛航海⾵情，參觀◎航海紀念碑

旁，您可發現台灣島⽴於葡國航
海圖上，不得不對 15 世紀航海探
險家的冒險犯難精神，⼼⽣敬佩  

 1945 ★★★★晚餐享⽤葡萄⽛著名的⾵味餐—Piri Piri ⾵味餐，並欣賞葡萄⽛著名
的傳統歌舞秀—法度秀 

 2145 晚餐後，返回旅館 



 
 Day 7 ⾥斯本 → 倫敦 
 0900 早餐後，⾥斯本市區觀光：◎⾙倫塔、◎吉

利尼牟修道院、◎新城-拜薩區，隨後⾃由逛
逛市區，探尋這個似乎被歐洲遺忘的百年城
市，感受其混合華麗與凌亂的獨特魅⼒ 
 

 

 1600 市區觀光結束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倫敦 
■使⽤航班：⾥斯本／倫敦  TBA 

 
 Day 8 倫敦 → 台北 
 0845 早餐後，前往倫敦市區 
 1045 抵達倫敦市區後，⾃由逛逛泰晤⼠河兩岸名

勝：來到議會制度起源的◎國會⼤廈、◎⼤笨

鐘，和為紀念千禧年⽽建的◎倫敦眼，倫敦市
區商圈眾多，名店跟⼤型百貨公司林⽴，各國
精品、季節性商品、美⻝美饌，⼀應俱全，絕
對能滿⾜您的購物慾 

 
 1600 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使⽤航班：倫敦／台北  CI070  2115／1830+1 
 
 Day 9 抵達台北 
 1830 今⽇飛抵桃園機場，結束難忘的葡萄⽛之旅，返回溫暖的家 
 
 
 
 
 
 
 
 



  每⽇⾏程暨預定旅館/餐⻝⼀覽表 

   
 Day 1 台北 → 倫敦 → 波多 
   

 

早餐：無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敬請⾃理 

 
 

Axis Porto Business Hotel  

或同級 4 星旅館 

 Day 2 波多 → 基⾺雷斯 → 波多 
   

 

早餐：旅館⽤餐 
午餐：敬請⾃理 
晚餐：布拉斯炒鱈⿂+葡式烤豬排 

 Axis Porto Business Hotel  

或同級 4 星旅館 
 Day 3 波多 → 聖地⽛哥 
   

 

早餐：旅館⽤餐 
午餐：敬請⾃理 
晚餐：⻄班⽛ Tapas 餐酒館料理  

 
 

Congreso Hotel  

或同級 4 星旅館 
 Day 4 聖地⽛哥 → 世界的盡頭-菲尼斯特雷 → 維哥 → 波多   
   

 

早餐：旅館⽤餐 
午餐：⻄班⽛海鮮飯  
晚餐：敬請⾃理 

 Axis Porto Business Hotel  

或同級 4 星旅館 
 Day 5 波多 → 托瑪爾 → 歐⽐都斯 → ⾥斯本 
   

 

早餐：旅館⽤餐 
午餐：阿連特茹式豬⾁⾵味餐 
晚餐：敬請⾃理 

 VIP Executive Diplomatico  

或同級 4 星旅館 
 Day 6 ⾥斯本 → 歐洲最⻄端-羅卡⾓ → 卡斯凱 → ⾥斯本 
   

 

早餐：旅館⽤餐 
午餐：敬請⾃理 
晚餐：Piri Piri ⾵味餐 

 VIP Executive Diplomatico  

或同級 4 星旅館 
 Day 7 ⾥斯本 → 倫敦 
   

 

早餐：旅館⽤餐 
午餐：敬請⾃理 
晚餐：敬請⾃理 

 NH Hotel  

或同級 4 星旅館 
 Day 8 倫敦 → 台北 

   
 

早餐：旅館⽤餐 
午餐：敬請⾃理 
晚餐：敬請⾃理 

 機上過夜 

 Day 9 飛抵台北，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機上 
午餐：無 
晚餐：無 

 無 

 

■ 餐廳菜單隨時令及餐廳營業時間會有所調整，敬請⾒諒。 

■ 以上表列旅館優先使⽤，若因節慶或商展以致客滿時，將以同級 4 星旅館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