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流酒醇老城壘」葡萄牙、西班牙、直布羅陀12天 逸意隨 
暢遊：波爾圖、科英布拉、花地瑪、里斯本、奧比多斯古城、依奴拉、塞維爾、直布羅陀、
太陽海岸、米哈斯、格拉那達、馬德里、華倫西亞、蒙特塞拉特聖山、巴塞隆那

感受 ·完美時刻  
走過歐洲大陸海角天涯，來到飄蕩著葡萄酒餘香的波爾圖，坐上遊船漫賞杜羅河兩岸的迷人
景致，享受視覺上的華麗饗宴，讓人分不清是陶醉於馥郁酒香還是醉人風光，叫人心醉神迷。

團號：ELX12(Z) - 經濟客位                                 
            ELX12-J(Z) - 商務客位

12天

2020年5月1日後出發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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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樹一格
．遊覽波爾圖聖本篤火車站，據說車站是作家J.K.羅琳撰寫
  《哈利波特》時參考的場景之一，車站於1916年啟用，欣
    賞獨特的藍白葡式瓷磚壁畫，為葡國著名瓷磚藝術家
    Jorge Colaco之傑作，描繪出葡萄牙之歷史，是波爾圖必
    遊景點之一。
．參觀依奴拉古城內的人骨教堂，以數千具真實人骨骷髏
    裝飾，打上昏黃的燈光，令人不禁毛骨悚然，其原意是
    讓戰亂中的無名屍骸得到棲身之所，同時宣揚反戰的理
    念。

優越居停
．里斯本連續2晚入住5星Corinthia Hotel或同級。

美饌珍饈
．品嚐葡國美食，包括海鮮湯飯、葡式烤雞配燒墨魚及紅酒、
    地道葡撻，以及馬介休。
．在盛產砵酒的波爾圖品嚐芳香馥郁的葡萄酒。

別樹一格
．參觀美麗的阿爾罕布拉及避暑山莊，被譽為世界上最美麗
     的阿拉伯的建築群，建於1232年，是伊斯蘭建築與造園技
     藝完美結合的建築名作。 
．參觀傳說收藏了耶穌最後晚餐使用「聖杯」的聖母升天聖
    殿都主教座堂，教宗本篤十六世亦曾使用過這聖杯。

美饌珍饈
．來到西班牙海鮮燴飯的發源地華倫西亞，親自DIY這道
     西班牙美味佳餚，品嚐特色火腿，令人回味無窮。 
．於華倫西亞品嚐美食－西班牙傳統下酒菜Tapas。

美饌珍饈
．於斯高維亞古城米芝蓮推介餐廳品嚐烤乳豬及水果酒。
    餐廳堅持選用未滿兩周的乳豬燒烤，上菜時廚師用瓷碟
    切割整隻乳豬，後把碟子摔破，證明乳豬的皮脆肉嫩，
    這道令人垂涎的美食更配以傳統西班牙水果酒食用。
．特別安排於佛林明哥發源地–塞維爾，一邊欣賞激情奔
    放的佛林明哥歌舞表演，一邊享用晚餐。 
．著名的西班牙伊比利亞豬是美食家口中的珍品，特別安
    排於白風車村品嚐伊比利亞豬柳。

別樹一格
．參觀美麗壯觀的「蒙特塞拉特聖山」，整座蒙特塞拉特
    聖山全都是石頭，光禿禿的很奇特，看起來就像十二門
    徒在保衛聖山，感覺還真的像一尊一尊的個體。
．巴塞隆那許多特色建築都被列入世界遺產，其中六個是
    偉大建築家安東尼‧高迪的傑作，他生於尋求掙脫規格
    化束縛的年代，喜愛以自然界中的植物、骨頭、翅膀的
    曲線創作。參觀高迪代表作神聖家族教堂及葵爾公園，
    一窺高迪在建築藝術上劃時代的驚世才華。

優越居停
．1晚入住下榻5星Melia Hotel或5星Hesperia Tower Hyatt  
    或同級。

美饌珍饈
．於巴塞隆那享用具地道魚餐 ; 2020年6月1日及以後出
    發日之行程，將提升享用特色的龍蝦海鮮餐。

波爾圖、里斯本、依奴拉   

格拉那達、華倫西亞    巴塞隆那、蒙特塞拉特聖山    

塞維爾、白風車村、斯高維亞古城   



科英布拉是葡萄牙古時的首都，城內的科英布拉大學是世上最古
老大學之一，於十六世紀時來華傳教的利瑪竇就是畢業於此。隨
後前往傳說聖母向小牧童顯現的花地瑪，相傳她叮嚀天天唸玫瑰
經以實現世界和平，民眾遂興建教堂紀念並每年舉行巡遊。
瀏覽︰科英布拉 (科英布拉大學) 。 
    下榻5星Corinthia Hotel或同級。※(註)

是日凌晨乘阿聯酋客機經杜拜飛往葡萄牙城市波爾圖。波爾圖是
著名葡萄酒產區，盛產砵酒，安排於砵酒博物館品嚐芳香馥郁的
葡萄酒，其後乘坐觀光船暢遊杜羅河，欣賞兩岸的優美風光。
(杜羅河船河適用於3月1日至10月31日出發日之行程。)隨後前往
瀏覽波爾圖古城區(Ribeira)及巴洛克及洛可可建築風格的聖弗
朗西斯科教堂。波爾圖聖本篤火車站於1916年啟用，車站大堂
眾多的藍白葡式瓷磚壁畫為葡國著名瓷磚藝術家Jorge Colaco之
傑作，設計融合古羅馬、希臘建築風格，描繪出葡萄牙之歷史，
建築的對稱風格非常有特色，增添宏偉感，是波爾圖必遊景點之
一。(如杜拜往波爾圖航機客滿，將更改為由里斯本入境，往花
地瑪觀光，並住宿於波爾圖。)
瀏覽︰波爾圖(聖弗朗西斯科教堂、古城區、聖本篤火車站)
    下榻Holiday Inn或Hotel Cristal或同級。※(註)  

參觀又名「婚禮之城」的奧比多斯古城，它是古代葡萄牙國王送
給皇后的結婚禮物。又有「石頭城」之稱，無論是城牆、教堂及
街道地面，都是由石塊堆砌而成。隨後向歐陸最西端走，登臨又
名「歐洲之角」、面向大西洋的「大石角」。別了天涯海角，返
回里斯本。里斯本在腓尼基語是「良港」的意思，曾是希臘貿易
站，後成為古羅馬市鎮。瀏覽為紀念葡國強盛的航海時代而建、
仿船首造型的航海紀念碑，哥倫布啟航出海的巴林塔。以及在巴
林塔附近，建於15世紀的謝郎里蒙斯修道院。隨後返回巿中心的
羅西烏廣場。
安排︰品嚐地道葡撻。
    下榻5星Corinthia Hotel或同級。※(註) 

前往古羅馬城市依奴拉。城中保存了許多如古城牆、羅馬神殿
等古蹟，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市。特別
安排參觀以歌德式建築的一所人骨教堂，堂內四壁全由5000多
具人骨組成。關於教堂的傳言很多，有說原址是孤兒院，當年

香港  波爾圖 (品嚐葡萄酒、杜羅河船河、古城區、
聖弗朗西斯科教堂、聖本篤火車站)   
Hong Kong  Porto (Wine Tasting, River Cruise, 
Ribeira, St Francis Church, Sao Bento Railway Station)  

里斯本  奧比多斯古城‧大石角  里斯本 
(航海紀念碑、巴林塔、謝郎里蒙斯修道院、羅西烏廣場)
Lisbon  Obidos • Cape of the Rock  Lisbon 
(Discovery Monument, Belem Tower, Jeronimos 
Monastery, Rossio Square) 

里斯本  依奴拉古城 (人骨教堂[入內參觀])
  塞維爾 (佛林明哥歌舞表演及晚餐)
Lisbon  Evora (Chapel of Bones)  Seville 
(Flamenco Show and Dinner)  

波爾圖  科英布拉 (科英布拉大學) 
 花地瑪  里斯本 

Porto  Coimbra (Coimbra University) 
 Fatima  Lisbon

DAY

01

DAY

03

DAY

02

DAY

04

由於航班起飛時間為凌晨，因此集合時間為出發前1天晚上。 

 
早
午
晚

註：以上餐廳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下，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之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www.tcitravel.com)/以上圖片只供參考如遇展覽會
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
Day1

輕膳於航機上
酒店

自助餐 

Day2

馬介休
中式(8餸1湯)

自助餐 

Day3

海鮮湯飯
葡式烤雞、燒墨魚及紅酒

自助餐

Day4

當地餐廳
佛林明哥歌舞表演及晚餐

． 可選乘阿聯酋航空全程商務客位(適用於ELX12-J(Z)指定
     之出發日期)。
． 每位客人均獲悉心安排導覽耳機及流動數據電話卡，其
     覆蓋區域及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 全程安排3晚入住5星酒店，豪華舒適；更於里斯本及
     馬德里均連續入住2晚酒店，方便遊覽。
． 觀賞下列「世界文化遺產」：盛產砵酒的葡萄牙波爾圖
     古城區、哥倫布啟航的巴林塔、謝郎里蒙斯修道院；
     西班牙阿爾罕布拉、杜麗多古城、高迪建築、斯高維亞
     古城。
． 於波爾圖參觀砵酒博物館及乘船暢遊杜羅河。
． 前往科英布拉，觀賞世上最古老大學之一的科英布拉大學。
． 暢遊歐洲大陸最西端的大石角及聖母顯現之地花地瑪。
． 增遊濃厚西班牙特色，一片白色外牆房子的米哈斯「白色
     山城」。
． 暢遊華倫西亞建築設計獨特、充滿現代風格的科學館。

旅遊誌趣

團費已包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建設費及免收導遊、領隊、
司機服務費，詳情請參閱價目表。

旅遊日誌

72



的一場大火，把師生都燒死；又或興建教堂打地基時，意外發現
地下有無數因瘟疫而往生的屍骸等。教堂是警示世人人生苦短，
只有宗教才是永恆的道理。隨後往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維爾。 
    下榻Melia Hotel或同級。※(註)

踏入「白風車村」康修迦納，就如走進西班牙巨著《唐吉軻
德》所描述的場景中。從沒見過風車的主角唐吉軻德，首次見
到龐然大物時以為風車是巨人，便向「風車怪獸」發動攻擊，
這些自中世紀建造的風車，其實是加工農產品的古代動力設
備。離開白風車村後，轉向中古時代至16世紀的西班牙舊首都
杜麗多古城，西班牙人稱它為「騎士之城」，自中世紀後就以
出產騎士、兵器及金匠工藝出名，尤以鑲金造 鋼鑄劍術聞名。
城內千年來累積了豐富猶太教、回教、基督教及摩爾人文化交
匯下的古蹟。踏足城內大教堂，一睹華麗工巧的黃金祭壇及聖
經。(如大教堂休息，將安排外觀拍照。)
    下榻Marriott Auditorium Hotel或NH Hotel或Gran Colon Hotel
或同級。※ (註)  

愛洗澡的古羅馬人，興建了水道橋把遠水輸送入斯高維亞古城，
水道橋採雙層設計，用數以噸計的花崗岩打造。這水道橋是工程
學上一個宏偉工程，其原理是以簡單的拱門把水引入水槽，然
後經由石頭開鑿的運河將水引入水塔中。兩千年來它一直操作良
好，為斯高維亞提供了水源。但至20世紀時一度受到汽車污染，
令花崗岩受到侵蝕，及後馬上進行修復以確保能保存下去。別了
水道橋後繼而經古老小街走，拍攝大教堂及阿卡莎古堡美景。阿
卡莎古堡阿拉伯語意思是「宮殿」，建築風格成為後世西方卡通
公主城堡設計藍本。
瀏覽︰馬德里鬥牛場、哥倫布廣場及馬德里名店街自由購物。
    下榻Marriott Auditorium Hotel或NH Hotel或Gran Colon Hotel
或同級。※(註)   

西班牙廣場，曾經是電影《星球大戰》的取景場地，廣場的牆
壁上可看見瓷磚鑲嵌的壁龕，每個代表西班牙不同省份。橋樑
上的欄杆，更是由陶瓷打造。繼而前往歐洲僅存最後一塊英國
殖民地直布羅陀，參觀經歷萬年、巧奪天工的聖米高鐘乳洞。
它的入口有如「水簾洞」，常有猿群出沒。
    下榻Melia Costa del Sol或Sol Principe Hotel Torremolinos或
同級。※(註) 

登上平緩山丘，進入米哈斯「白色山城」，該地因終年日照
多，家家戶戶把外牆漆成白色反射陽光，周遭房屋外佈滿西班
牙彩繪花盆，眼前一片濃厚西班牙南部魅力。轉向格拉那達山
崗，踏足極富伊斯蘭建築特色的阿爾罕布拉，宮名阿拉伯文意指
「紅宮」，傳說日落餘暉下會呈現紅光，拿破崙大軍亦曾在此

紮營。(如遇特別情況不能內進阿爾罕布拉，將以其他節目取
代。)
     下榻Occidental Hotel或同級。※(註)

太陽海岸  米哈斯(白色山城  格拉那達
(阿爾罕布拉及避暑山莊[入內參觀])
Costa del Sol  Mijas  Granada (Alhambra & 
Generalife) 

格拉那達  白風車村‧杜麗多古城 (大教堂
[入內參觀])  馬德里
Granada  Consuegra • Toledo (Cathedral) 

 Madrid 

塞維爾(西班牙廣場)  直布羅陀 (聖米高鐘乳洞
[入內參觀])  太陽海岸
Seville (Spanish Square)  Gibraltar (St.Michael 
Grotto)  Costa del Sol

DAY

05

DAY

06

DAY

07

 
早
午
晚

註：以上餐廳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下，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之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www.tcitravel.com)/以上圖片只供參考如遇展覽會
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自助餐  

Day5

當地餐廳及品嚐紅酒
酒店

自助餐 

Day6

當地餐廳
酒店 

自助餐 

Day7

伊比利亞豬柳
酒店 

自助餐

Day8

米芝蓮推介餐廳烤乳豬及水果酒
中式(8餸1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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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citravel.com

馬德里  斯高維亞古城 (古羅馬水道橋、阿卡莎古堡、
米芝蓮推介餐廳烤乳豬及水果酒)  馬德里 (市內觀光) 
Madrid  Segovia (Aqueduct, Alcazar, Roasted 
Suckling Pigs Lunch)  Madrid (City Tour)   

DAY

08



前往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華倫西亞。進城後，走過市政廣場、古城
門、聖女廣場，踏足歷盡滄桑的大教堂，都不難發現該市的象徵
蝙蝠圖案。由於城市曾被回教徒統治過，教堂原址其實是清真
寺，後來改建成天主教堂，教宗亦曾到訪過。今日，還收藏了傳
說是耶穌最後晚餐使用的「聖杯」，吸引信徒來朝聖。(如因遇冬
季週日或宗教原因，大教堂休息，將安排外觀拍照。)源於華倫西
亞的西班牙海鮮燴飯是歐洲人三大名菜之一，英文名字叫Paella，
是平底鍋的意思。當時工人在篝火上架起大鍋，將米、橄欖油、
藏紅花及食材放進鍋裡烹調而成海鮮燴飯。親自DIY這道西班牙美
味佳餚，品嚐特色火腿，令人回味無窮。
瀏覽︰市政廣場、古城門、聖女廣場及科學館。
安排︰DIY西班牙海鮮燴飯。
     下榻Sercotel Hotel或同級。※(註)

走到巴塞隆那近郊風景參觀美麗壯觀的「蒙特塞拉特聖山」，整
座蒙 特塞拉特聖山全都是石頭，光禿禿的很奇特，看起來就像十
二門徒在保衛聖山，感覺還真的像一尊一尊的個體。聖山上有一
修道院，約於十一世紀開始建築，其中裡面有一尊罕見木製黑面
聖母像，傳說曾有神父希望搬運聖母像下山，但搬運時卻其重無
比，因此，聖母像便一 直留在山上。其後於巴塞隆那自由活動或
購物。
     下榻5星Melia Hotel或5星Hesperia Tower Hyatt或同級。※(註)

踏足高迪代表作-神聖家族教堂。據說，教堂從19世紀開始修建，
由於是贖罪教堂，資金源自個人捐款，款額便直接影響工程進
度。期間一直因欠缺資金及戰爭而停工，預計2026年才可大功告
成，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還未完工就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物。雖
然並非主教座堂，但教宗本篤16世亦於2010年造訪時冊封為宗座
聖殿。(如遇訂位已滿或其他原因不能內進神聖家族教堂，將以其
他節目取代。)繼而進入同屬高迪作品的葵爾公園，其設計有如童
話糖果屋，前身是滯銷豪宅，政府接管後發展成民間公園。稍後
途經安東尼．高迪按神話《魔域屠龍》創作的面譜屋及後前往米
拉之家。遊罷乘阿聯酋航空客機經杜拜飛返香港。
途經︰面譜屋。
瀏覽︰米拉之家、加泰隆尼亞廣場。
(註1)是日於巴塞隆那享用地道魚餐 ; 2020年6月1日及以後出發日
之行程，將提升享用特色的龍蝦海鮮餐。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 

註：全程酒店如遇展覽會或客滿，將安排於其他城鎮入住同級
酒店。
(※：酒店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網頁www.tcitravel.com內之酒店
名單。) 
自費節目：詳情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及索取自費節目表。
馬德里：欣賞西班牙傳統國技之一的鬥牛表演。
(需視乎演出時間。)
里斯本：登上巨像下暸望台，可眺望里斯本市全景。

馬德里  華倫西亞 (大教堂[入內參觀]、古城之旅、
DIY西班牙海鮮燴飯)
Madrid  Valencia (Cathedral, Old Town, DIY Paella 
Cooking Class) 

華倫西亞  蒙特塞拉特聖山及修道院  
巴塞隆那(自由購物)
Valencia  Montserrat & Monastery  
Barcelona (Shopping Spree)

香港
Hong Kong 

巴塞隆那(神聖家族教堂[入內參觀]及葵爾公園
[入內參觀]、面譜屋、米拉之家、 加泰隆尼亞廣場)
  香港
Barcelona(Sagrada Familia & Guell Park, Casa Batllo, 
Casa Mila,Catalonia Square)  Hong Kong

DAY

09

DAY

10

 
早
午
晚

註：以上餐廳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下，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之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www.tcitravel.com)/以上圖片只供參考如遇展覽會
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自助餐 

Day9

傳統Tapas
DIY西班牙海鮮燴飯及特色火腿

自助餐 

Day10

當地餐廳
中式(8餸1湯)

自助餐 

Day11

地道魚餐/龍蝦海鮮餐 (註1)
-

輕膳於航機上 

Day12

-
-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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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2

74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