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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微醺葡萄牙 南北雙城 10 日遊 

老紳般緩慢的黃色電車 噹噹穿越 里斯本 的白天與黑夜 

湛藍猶如海面揮灑成片藍彩瓷牆 喃喃敘述 波爾圖 的優雅與熱情 

沙丁的肥美、蛋塔的蜜甜、波特的醇香、貴族的風采 

陸地之終 海洋之始 昔日海洋霸權 依舊波瀾迴盪 

《景點安排 最精采》 

➢ 搭乘荷蘭航空、僅一次轉機，上午抵達、回程午後離境，北進南出、輕鬆順遊葡萄牙最精華。 

➢ 「歐陸之終，大海之始」是對葡國的最佳寫照，體驗『非常葡萄牙』的村莊景觀與歷史遺跡。 

➢ 業界少有 里斯本／波爾圖 雙城 三連泊，真正深度慢遊 最美葡萄牙 

➢ 精選葡萄牙 六處重要 世界文化遺產：里斯本的傑羅尼莫斯修道院、貝倫塔、辛特拉文化景觀、

波爾圖歷史中心、吉馬拉斯歷史中心、科英布拉大學 

➢ 走訪五處葡萄牙建築奇蹟：基馬拉斯城堡、歐比多斯城堡、佩納宮、傑羅尼莫斯修道院、貝倫塔 

➢ 絕不能錯過的景點：見證大航海時代—海事博物館、世界最美書店、世界最美圖書館、世界最美

咖啡館、世界最美火車站、葡式蛋塔發源地 一次造訪、全心收藏 

《食宿安排 最貼心》 

➢ 波爾圖、里斯本 輕鬆三連泊，升等三晚五星級飯店 

➢ 特別安排 杜羅河酒區 酒莊品酒 

➢ 里斯本 經典米其林餐、波爾圖 證券交易宮內餐廳、葡

式燉菜、烤乳豬、沙丁魚經典料理，滿足您嘗鮮的味蕾 

《特別企劃 最經典》 

➢ 小威尼斯彩船、造訪歐洲極西點、傳統市場、里斯本時尚 TimeOut Market 巡禮 

➢ 葡萄牙最陡齒軌 纜車 最佳眺望市區景點，納札雷 Nazaré 纜車登高 欣賞『微笑沙灘』巨浪， 雙

市區經典雙電車 真正融入葡式在地風情  

➢ 安排專屬當地合格司機／安全舒適，安心輕鬆又舒適 

➢ 團費已含 國際機票、全程巴士、飯店住宿、特定餐食及★景點門票 

➢ 精緻小團 10 人即可成行、不另收領隊、導遊、司機 服務費  

團費 每人 NT$98,800.- 單人房須補價差 請另洽 

出發日期≈ 2020/2/23 (日) 逢 228 連假 
                                            集合日                        隔日周一凌晨班機起飛 

報名訂金請繳交：每人 TWD30,000  若無法成團，所收訂金全數無息退還 

報名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報名諮詢專線：02-7719 912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6%96%AF%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7%BE%85%E5%B0%BC%E8%8E%AB%E6%96%AF%E4%BF%AE%E9%81%93%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4%BC%A6%E5%A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9B%E7%89%B9%E6%8B%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B0%94%E5%9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9%A9%AC%E8%89%AF%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8%8B%B1%E5%B8%83%E6%8B%89%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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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表示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2020/02/23 (日) 

桃園國際機場 集合 

今日晚間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隔日凌晨 0:20 起飛 荷蘭航空 豪華客機 

Day 2 
2020/02/24 (一) 

台北 阿姆斯特丹 葡萄牙 波爾圖 Porto, Portugal 

因時差關係，葡萄牙當地時間今日上午抵達 波爾圖國際機場，展開 波爾圖 市區觀光 

波爾圖 Porto 葡萄牙北方璀璨的星星／葡萄牙的發祥之地／14 世紀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艦隊的出發

起點／葡萄牙第一大港／波特酒產地／2014 Best European Destination」歐洲最值得前往的地點／

「歷史與美酒之港市」美譽／1996 波爾圖歷史古城區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 

＠教士教堂與教士塔 Clérigos Tower 波爾圖市中心的地標性建築，1763 年建成時，曾是整個國家

的最高建築，早期也具有航行船隻的引導功能。教士塔是同名教堂的一部分，由義大利設計師尼

古拉斯‧那索尼(Nicolau Nasoni)修建，是一座典型的 18 世紀巴洛克式教堂。 

＠萊蘿書店 Livraria Lello 創立於 1906 年，葡萄牙最具特色的書店之一／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票選為全球第三大最美書店。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羅琳曾於此處構思哈利波特的場景，書店裡的

書架直達天花板，新藝術風格的裝飾意味濃厚，最特別的為曲線狀紅底的樓梯，上樓後俯視書

店，就連運送書籍的推車與軌道，都充滿文字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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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劵交易宮 Palacio da Bolsa 彷如皇家宮殿一般的證券交易所，原屬於聖方濟修道院迴廊，

1831 年內戰中遭祝融摧毀，皇后瑪麗二世於 1841 年下旨，將此處重建並作為貿易商會，由建築

師 Joaquim da Costa Lima Júnior 操刀設計，採新古典主義設計重新建造，一方面進行股票交易，

一方面也能接待外賓。內部最著名，莫過於摩爾式風格「阿拉伯廳」Salao Arabe 受西班牙的阿爾

罕布宮啟發，回教風情十足，內部裝飾極其奢華與炫目，反映 19 世紀葡萄牙人心中所認定時髦與

奢華的代表。午餐特別安排於 證劵交易宮 Palacio da Bolsa 餐廳，享用波爾圖歷史中心優雅而精

緻的氛圍。 

午後來到波爾圖一定要造訪的景點 ＠聖本篤車站 São Bento 火車站建造於二十世紀初，以車站內

美麗宏偉的藍色磁磚裝飾聞名。火車站四周牆上，皆是葡萄牙藝術家 Jorge Colaço 的磁磚畫作。

已然像是一座藝術博物館。站裡貼了總共有兩萬片的磁磚。每面的牆都有一個主題。正門牆面有

很多大型窗戶，在每個狹長的牆上，還是都有彩色的磁磚畫作，堪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火車站。 

＠波爾圖主教座堂（Sé do Porto） 當地最古老、最大的教

堂，在教堂前可以居高臨下眺望世界文化遺產的波爾圖舊城

區、杜羅河和對岸的蓋亞新城區，再走個幾步路就可以欣賞

著名 ＠路易一世大橋。獨自聳立在教堂廣場前階梯上的＠石

柱，代表天主教教宗的權杖，宣示教堂的崇高地位，在古

代，也是一座可以處決人的絞刑台。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證券交易宮 餐廳風味料理     晚餐：葡式風味料理  

四星級 Eurostar Das Heroismo, Porto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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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2020/02/25 (二) 波爾圖—基馬拉斯 Guimaraes—波爾圖 

基馬拉斯 Guimaraes 被譽為『葡萄牙的搖籃』／葡萄牙王國的誕生地／2006 列入 UNESCO 世界文

化遺產區／2012 獲選為“歐洲文化首都”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1109 葡萄牙王國首任國王阿方索一世 Afonso Henriques 出生於城區的＠吉馬拉斯城堡(Castelo de 

Guimarães)，一座建於 10 世紀、經典中世紀城堡。位處在山頭上易守難攻，最早用來抵抗摩爾人

跟諾曼第人的侵略，後來被葡萄牙國王選為皇室住所後，擴建面積及加強防禦工事。城堡外觀彷

彿『世紀帝國』遊戲裡的樣貌，非常親切，亦被列入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走至城牆上居高眺

望，輕鬆飽覽市區美景。 

＠奧利維拉廣場(Praça da Oliveira)是吉馬拉斯的

歷史中心，很迷你、也很有味道的廣場。石板街

道因時序更迭磨得光亮，狹窄蜿蜒的巷弄，刻畫

著痕跡的葡式房舍，外牆拼貼色彩繽紛的磁磚，

古意又有情調。＠市政廳及＠聖地牙哥廣場一帶

有不少餐廳、咖啡廳，在地生活情景分外悠閒 

午後 返回波爾多 造訪杜羅河右岸—蓋亞區 Vila 

Nova de Gaia 鄰近杜羅河岸邊聚集所有重要波特

酒商。根據歐盟的保護規定，只有在葡萄牙生產的加烈葡萄酒，方可標記為『波特酒』。特別安

排葡萄牙歷史最悠久的葡萄酒產區★杜羅河酒區知名波特酒莊 品酒 與波特酒製程簡介。 

杜羅河 Rio Douro  巴黎的塞納河、倫敦的泰晤士河、布拉格的伏爾塔瓦河…如同杜羅河之於波爾

圖。左岸是建築遺產豐富的波爾圖老城區 Cais da Ribeira，右岸為波特酒廠集中地—蓋亞區 V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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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 de Gaia。橫跨杜羅河連接二岸、最著名的橋樑為 

＠路易一世橋(Ponte Luis I)，建於 1886 年，由巴黎鐵塔

設計師 Gustave Eiffel 的助手所設計。 

不論在清晨、黃昏或夜晚時行走在路易一世橋，皆可欣

賞河面上航行著彷舊載送波特酒桶的船隻，經過美麗的

彎道，流向大海，以及波爾圖與蓋亞二區不同風貌。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葡式章魚燉飯     晚餐： 葡式海鮮餐 

四星級 Eurostar Das Heroismo, Porto 或同等級或同等級 

波爾圖—58KM 基馬拉斯—波爾圖 

 

Day 4 
2020/02/26 (三) 

波爾圖 

今日特別安排搭乘 葡萄牙最陡齒軌 ★纜車 Funicular dos Guindais 可欣賞到杜羅河和路易斯一世

橋的最壯觀景色；下行再換乘行走於市區環狀線、涵蓋許多知名景點的★復古電車#22，坐在略

有歲月痕跡的車廂中遊覽市區七彩建築，體會波爾多老城氛圍，將自己也融入被觀光的景色中，

繼續探索這座美麗多彩的城市： 

自由(里貝拉)廣場 Praca da Liberdade  位於下

城的＠自由廣場源於 1718 年，當時稱為新廣

場，被中世紀的城牆與宮殿所包圍，現今是高

級旅館與餐廳。1866 年由法國雕塑家創作的佩

德羅四世騎馬雕像為中心，正對面是的＠卡多

薩宮 Plalcio das Cardosas，近百年歲月的  ＠

市政廳在另一端。 

雕像不遠處有世界最美的＠麥當勞 McDonald’s 

Imperial，前身是 30 年代咖啡廳，古典外觀氣

勢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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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 Mercado do Bolhao 特別安排參觀波爾圖當地最大＠傳統市場，創立於 1850 年，半露

天的二層樓建築，除了新鮮蔬果，還有當地土產、明信片，非常值得逛逛。 

午後 自由自在探索市區，買買紀念品。推薦您隨意坐坐 自由廣場附近、1933 年開業 Café 

Guarany，或是另一家 1926 年創業美好咖啡館 Café Majestic，並稱為波爾圖最老的咖啡屋。美好

咖啡館 Café Majestic 「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館之一」／由 João Queiroz 所設計，是葡萄牙的知名

咖啡館，JK 羅琳工作之餘常此處創作哈利波特。大門上方招牌旁有兩個小天使的雕像拉著綵帶，

其上的冠冕石雕則是 Café Majestic 的縮寫，搭上深紅色木頭邊框，充滿藝術風格的裝潢。店裡還

有鋼琴師現場演奏，氣氛非常講究。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自理餐（領隊發 20 歐元／人） 

四星級 Eurostar Das Heroismo, Porto 或同等級 

 

Day 5 
2020/02/27(四) 

波爾圖－艾維羅 Aveiro—孔英布拉 Coimbra 

艾維羅 Aveiro 葡萄牙的威尼斯，是個被潟湖圍繞的小鎮，鎮上有兩條運河貫穿，運河的支流切割

出許多細長的水道，水道上小舟穿梭，彩繪的船隻與小拱橋共同交織出旖旎的水上風光。特別安

排乘坐傳統的 ★摩里西羅彩船 (MOLICEIRO) 穿梭其中，體驗水都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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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英布拉 Coimbra 葡萄牙的古都／第三大都市／位於葡萄牙境內最大河流—Rio Mondego 蒙德古

河畔。歷史悠久的＠科英布拉大學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位在山丘頂端，與義大利的波隆尼亞

大學、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同列於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於 2013 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1634 年建造的鐵門 Porta Ferrea 市進出這所古老大學之

門，門前的雅典娜馬賽克拼圖，應徵引導眾人邁向智慧之路。★喬安娜圖書館 Biblioteca Joanina 

校區最知名的建築，被認為是全歐洲最早的巴洛克式圖書館，被選為「世界十大美麗圖書館」。 

＠Fado ao Centro 距離大學不遠處的葡萄牙傳統樂曲 Fado 文化中心，致力

於保存及提倡 2011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朵 

Fado 音樂。除了展示 Fado 音樂的歷史軌跡，也不時可以欣賞音樂家練習或

預演的樂音。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葡式烤乳豬    晚餐：葡式沙丁魚料理 

四星級 Tivoli Hotel, Coimbra 或同等級   

波爾圖－80KM 艾維羅—62KM 孔英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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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2020/02/28(五) 

孔英布拉－納札雷 Nazaré—歐比多斯 Obidos—里斯本 

納札雷 Nazaré 建於 16 世紀初的小漁村，

保留葡萄牙最豐富多彩的捕魚傳統習俗，

在地年長的婦女依舊穿著燈籠七層蕾絲裙

傳統服飾，非常可愛。擁有葡萄牙沿海最

壯觀的海灘之一，近年已成為夏天的休閒

度假天堂、冬天衝浪的聖地。搭乘 ★纜

車 前往懸崖頂上＠西堤澳區 Sitio，在海

拔 110 公尺的瞭望台上，欣賞長達 82.4

公里微笑沙灘與大海冲疊出震撼的美景。 

歐比多斯 Obidos 中世紀風貌小鎮，四周圍繞著古牆，有人說它是葡萄牙最美的小鎮／山谷裡的

珍珠／白色婚禮之城。西元前 300 年凱特爾人(Celts)在此建城，歷經羅馬人、摩爾人、直至 1148

年葡萄牙第一位國王阿方索一世由摩爾人手中奪回歐比多斯。好幾個世紀過去了，小鎮仍然保持

著最初的樣子、狹窄的街巷及沿山坡而築的村落。＠城門 Porta da Vila 以傳統葡萄牙彩繪磁磚做

裝飾，熱鬧的＠主街 Rua Direita 為中心，穿梭於花朵裝飾的岔路、白牆紅瓦、門窗鑲著黃色或藍

色邊飾的小巧房屋，迷路在充滿柔美的童話氛圍中。 

歐比多斯城堡 Castelo de Ó bidos  葡萄牙七大奇景之一＿「皇后的城堡」。1282 年國王迪尼什一

世(Dinis I)將此地擴大整修後，送給皇后伊莉莎白當作結婚禮物。一直到 1883 年前，歐比多斯都

是歷代皇后的領地。狹長的＠城堡有七座城門，主要出入口是 ＠Porta da Vila，花瓷磚鋪成的細

緻城門，不論是構圖或色彩，都如同是博物館典藏的藝術品。 

傍晚前往 葡萄牙首都 里斯本，晚餐 特別安排曾經獲得米其林推薦餐廳，享用葡式風情。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傳統風味餐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 

五星級 Dom Pedro Palace Hotel, Lisboa 或同等級   

孔英布拉—109KM 納札雷—88KM 歐比多斯—84KM 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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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2020/02/29(六) 

里斯本 Lisbon—辛特拉 Sintra—里斯本 

辛特拉 Sintra  Sintra 拉丁文的意思是「月神」，自古即為摩爾貴族和葡萄牙王室避暑度假之聖

地。四週被茂密的森林圍繞著，19 世紀的浪漫主義建築的宮殿、城堡、別墅均坐落在山巒起伏

中。辛特拉融合了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明、葡萄牙本土風情，構成了這一處遺世的桃花源；也

被形容為葡萄牙的童話山城；而英國詩人拜倫讚譽它是「地上的伊甸園」。整座辛特拉文化景

觀，於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在辛特拉這個山城有太多美麗的莊園及

城堡，白淨素雅＠辛特拉王宮 Palácio Nacional de Sintra，33 公尺高如牛角般的廚房大煙囪，是辛

特拉地標，因此這皇宮又有「牛角皇宮」之稱，是葡萄牙國王皇后首選行宮、葡萄牙保存最佳的

中世紀王宮，從 15 世紀初到 19 世紀後期一直是葡萄牙王室成員居住地。 

前往★佩納宮 Palácio Nacional da Pena  葡萄牙七

大建築奇觀之一。原是 12 世紀的聖母小堂、16 世

紀的皇家聖母修道院，1755 里斯本大地震後成為

廢墟。1838 費迪南二世啟用德國建築師 Eschwege

設計，結合各時期與地域性的建築風格所建成的彩

色繽紛童話城堡，是葡萄牙浪漫主義建築當之無愧

的代表。由高處眺望，山下城鎮、辛特拉王宮、摩

爾人城堡乃至於里斯本盡在眼裡。除了城堡本身，

花園也非常值得流連造訪。 

午後前往 洛卡角 Cabo da Roca 「地之角、海之

始」／歐洲大陸最西點。15~16 世紀是葡萄牙當家

的大航海強權時代，當時出海遠征探險的艦隊駛離

葡萄牙時，他們最後看到的陸地就是 ★洛卡角。

沿著山坡小徑、迎向大西洋的斷崖上豎立著一座十

字架的石碑，標誌著當地的經緯度：西經 9°30"、

北緯 38° 47"，碑文寫著葡萄牙文學家—卡蒙斯

(Camões)的名言：「AQUI... ONDEA TERRA SE ACABA 

E O MAR COMEÇA」～「陸止於此‧海始於此」歐

洲大陸的最西端、一望無際的大西洋，遠方就是美

洲大陸。特別★贈送【歐洲極西點】到此一遊 證明書，永誌美好回憶。 

傍晚回到里斯本，前往引爆話題、最新潮的美食餐飲空間＠Time Out Market，

改造里斯本歷史悠久的市場空間，以「吃」作為出發點，結合時尚美食街與傳

統市場，將雜誌上介紹的美食餐廳活生生地搬到在眾人眼前，任人自在地滿足

味蕾的獵奇與嚐鮮。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辛特拉風味料理     晚餐：里斯本市場 自理餐 發 20 歐 

五星級 Dom Pedro Palace Hotel, Lisboa 或同等級 

里斯本—15KM 辛特拉—15KM 里斯本 

http://www.timeout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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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2020/03/1 (日) 

里斯本 Lisbon 

里斯本 Lisbon 葡萄牙人都說「沒有看過里斯本的人，等於沒有見過美景」，里斯本有一條像海

一樣的大河、有比積木還要多的房屋色彩、有歐洲最佳的城市氣候、有甜美可口的葡餐、有深厚

的文化氣息。它是世界上最壯麗的自然港口之一，是 16 世紀大航海時代，歐洲富甲一方的商業中

心、重要的貿易城市之一。當夕陽西下之時，里斯本驕傲地展現她的宮殿、教堂以及跨越七座小

山的老街。縱使老街漸漸褪色，但是依舊讓人憶起當年的黃金時代。 今日請隨 AlphaGoTour 搭

乘地鐵和電車，一起逛逛里斯本市區最精華，體驗

當地人每天接觸、生活的城市和街頭…… 

★里斯本電車 1930 年行駛至今 80 多個年頭，仍舊

保有古老的軌道及原木車廂，最經典＠28 路電車，

是遊客鏡頭內最常出現的最佳主角。由車窗向外看

城市透露出來的歷史感、閃逝的風景、百姓的日

常，展現里斯本道地的風味。自 1959 年底開始營運

的★里斯本地鐵，四條路線共長 55 公里，不期而遇

的地鐵站各有其美麗、藝術巧思之處。  

自由大道 Av da Liberdade 里斯本市中心＠羅西

奧廣場（又名佩德羅四世廣場）（Praça do 

Rossio/ Praça de D. Pedro IV）往北面去，有號

稱葡萄牙香榭麗舍的＠自由大道，是里斯本的

一條重要街道。建於 1755 年，修建於 1879 年

到 1886 年大地震之後，模仿巴黎的林蔭大

道，兩旁有連綿無盡的茂密樹林和精緻鋪設的

石砌步行道，也稱花園大道。是城市向北擴張

的里程碑，亦是上層階級的首選居住地，擁有

19 世紀末到 21 世紀葡萄牙重要建築、人行道

和圓環，鋪設傳統的葡式碎石路，裝飾著許多重要人物的紀念碑和雕像，奢侈品、店鋪、酒店沿

街一字排開，也是逛街購物的好去處。 

里斯本主教座堂 Sé de Lisboa 外觀帶著點巴黎聖母院影子，卻明顯樸素許多的教堂就坐落在阿法

瑪 Alfama 地區邊緣。它的前身曾是座摩爾人統治時代的清真寺，但當葡萄牙的阿方索國王（D·

Afonso Henriques）收復了失土後，改建成了里斯本最早的教堂。歷經地震與大火後的整建，呈現

今日羅馬式建築、哥德式花窗、巴洛克式大門的綜合建築。 

聖胡斯塔升降機 Elevador de Santa Justa  里斯本有「七丘之城」的別名，19~20 世紀初里斯本政

府在幾條落差特別大、特別陡的街道中建造了 4 座電梯（Elevador / Ascensor），串聯高低地區，

方便市民登上陡峭的街道頂端。建於 1900 年＠聖胡斯塔升降機連接市中心和半山腰的 Carmo 廣

場，由 Raul Mesnier de Ponsard 設計，最早靠蒸氣動力，後改為電力驅動，高 45 公尺，是新哥德

式建築，每層也都有獨特的設計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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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人百年咖啡館 Café A Brasileira：創立於 1905 年 11

月 19 日，專門販售巴西咖啡。這裡曾經是里斯本知識

分子、藝術家、作家、思想家的聚會場所。據說內部的

鏡面牆壁、木製吧台、和一些銅製品都是從 1905 年開

業以來，百年不曾改變過。巴西人咖啡是世界第一間販

售 Bica（葡萄牙語裡的「意式濃縮咖啡」, 代表「放糖

再喝」）咖啡的原創咖啡廳，當然里斯本也有不少氣氛

更好、更漂亮的店家，只是巴西人百年咖啡館更加經

典，有機會不要錯過。午後自由活動／採買紀念品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風味料理     晚餐：自理餐 

五星級 Dom Pedro Palace Hotel, Lisboa 或同等級   

 

Day 9 
2020/03/2 (一) 

里斯本 阿姆斯特丹  

貝倫區 Belem 要貼近葡萄牙的航海史，就必須來到里斯本西邊的貝倫區，面朝塔古斯河

（Tagus）的入海口，是保衛與監督里斯本海上貿易的橋頭堡；在葡萄牙諸多的大航海印記中，這

裡是所有航海家啟航追夢之旅、發現世界的起點。 

＠ Mosteiro dos Jerónimos 傑羅尼莫斯修道

院 里斯本最大的亮點／Manueline 曼努埃爾

式建築的經典代表／葡萄牙最華麗雄偉的修

道院／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之一／1983 列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 

1501 年曼努埃爾一世為慶祝達伽馬從印度凱

旋歸來，經歷百年時間才建成的偉大建築，

航海家及海員們探險出發前到這裡祈禱，是

葡萄牙大航海時代，財富和權勢的符號和象

徵。這一座方形庭院，有上下兩層柱廊，下

高上矮，比例和諧，用當地出產的淺色石頭建造，精緻繁複如刺繡般的花紋和裝飾、眾多和航海

有關的圖案和雕塑，迴廊是一件真正的藝術傑作。教堂內雕刻有精美花飾的複雜柱式和傘骨般的

拱頂，就著琉璃花窗撒入的七彩光芒，如入仙境般！傑羅尼莫斯修道院與側邊的 ＠Santa Maria 

騎士團教堂，堪稱是人類中世纪建築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 

要真正體會『大航海時代』的偉大，一定要參觀修道院西翼 ★海事

博物館 Museu de Marinha，瞭解葡萄牙從古到今悠久的海事歷史、

歌頌葡萄牙人對外遠征探險的大發現時代。數百年來著名的古船、

海戰、船上的裝飾、貨物，航海儀器、圖表…分門別類地陳列其中，

許多以航海為主題的油畫，在濃郁的歷史氛圍中，散發出獨特的藝

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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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倫蛋塔店 Pastéis de Belém 葡式蛋塔就是由 19 世紀 傑羅尼莫

斯修道院的修女發明。1833 年修道院被關閉後，按照這個古法配方

製作的蛋塔在坊間餅店販售，因為店面位於貝倫區，所以被稱作為

貝倫蛋塔。只有原產在「Belém」這家店的蛋塔才有資格被稱為

Pastel de Belém，現已經成為葡萄牙著名、不可侵權的商標。 

貝倫塔 Torre de Belém 大航海時代航海家們的起點／葡萄牙七大建

築奇蹟之一／1983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建於曼努埃爾一世 1514~1520 年間，

位於特茹河 Rio Tejo 的入海口北岸，為一座經典中世紀五層防禦堡壘，見證葡萄牙曾經輝煌的歷

史遺跡。1492 年，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1451—1506) 從特茹河進入大西洋，發

現美洲新大陸；1497 年，瓦斯科·達·伽馬從這裡出發，打開歐洲與印度的通商之門；1519 年，斐

迪南·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 通過這裡進行環球探險，以實踐證實了「地球是圓

的」…＠貝倫塔就像聳立在紐約的自由女神雕像一樣，成為了葡萄牙的象徵。 

＠發現者紀念碑 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為紀念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1394-1460）對

葡萄牙航海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逝世 500 周年而建的航海紀念碑，碑體好像一艘船的前甲板，

船頭正對著特茹河。船舷兩側各有一組浮雕，刻畫著當年的那批葡萄牙冒險家們的群像，兩組浮

雕在船頭匯合，航海王子亨利頭戴氈帽，目視前方，雙手捧著一艘卡拉維爾(Caravel)帆船模型，

纪念碑背後則是象徵宗教信仰的大型十字架。碑前廣場上的世界地圖，清晰地標出了葡萄牙航海

家遠航世界各地的年代、地點和航線，也紀錄了曾經路過美麗的—福爾摩沙 台灣。 

維基小知識：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1524）是葡萄牙探險家，他是歷史上第一位從

歐洲航海、繞道好望角到印度的人（1498 年），該航路繞過地中海沿岸及危險的阿拉伯半島，為

日後葡萄牙對外殖民擴張奠定基石。 

午後前往機場，告別葡萄牙的香醇，期待再相逢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請自理   晚餐：機上用餐  

Day 10 
2020/03/3 (二) 

 阿姆斯特丹 台北 

午後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2%E9%9A%AA%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AD%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E%96%E6%B0%91%E4%B8%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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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訊息》                             航班資訊僅供參考! 確切訊息以行前說明會為主 

Flight # Depart Arrival Depart Time Arrival Time Duration 

KL 808 台北 阿姆斯特丹 02/24  00:20 02/24  06:50 12Hr.30 

KL1711 阿姆斯特丹 葡萄牙 波爾圖 02/24  08:50 02/24  10:30 2Hr. 40 

KL1696 葡萄牙 里斯本 阿姆斯特丹 03/02  15:25 03/02  19:35 3Hr. 10 

KL 807 阿姆斯特丹 台北 03/03  20:50 03/03  15:55 12Hr.35 

 

《行程地圖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