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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西亞寫意之旅13天

 感 受 ♥ 完 美 時 刻
來到飄蕩著葡萄酒餘香的波圖，沉醉於世界第三最美萊羅書店，輕嚐

嘴角留香的Majestic Café，漫遊杜羅河兩岸迷人景致，享受視覺上

的華麗饗宴，分不清是陶醉於馥郁酒香還是醉人風光，叫人心醉神迷！

   優 遊 精 粹
� 親臨葡萄牙酒之故鄉-波圖，並於知名酒莊試砵酒，酒香餘韻。

� 前往西班牙著名小漁村-康巴羅參觀遊覽，體驗非一般的西班牙文化風情。

� 拜訪葡萄牙國家的誕生地-基馬拉斯，這裡是葡萄牙文化起源的搖籃。

� 漫步歐洲十佳海灘 - 希洪海灘，溫馨浪漫。

� 探秘歐洲第三大聖地，曾有神蹟出現之 - 聖地亞哥大教堂。

� 訪尋西班牙女王之城 - 阿維拉。

  異 國 滋 味
傳統葡式焗鴨飯、西班牙燴牛腩、

泛波河上晚宴欣賞夕陽余輝。

   別 具 匠 心
薩拉曼卡是全球超過五億人口使用的西班牙文之發源地，能在大學畢業的西班牙語系學生，

是無上的光榮及地位的肯定。大學有一個傳統，如有新生能在大門口上找出代表智慧的青蛙，就必然是高材生一名！

你有信心把這智慧之蛙找出來嗎？

南歐

START



第1天 // 原居地 - 里斯本  Home City - Lisbon 
乘坐豪華客機前往葡萄牙首都 - 里斯本，於航班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里斯本  Lisbon
早餐：-- 午餐：-- 晚餐：泛舟晚宴

波圖早在葡萄牙建國之前就有人居住，始建於5世紀，16世紀成為
葡萄牙最主要的貿易港口城市。

『聖方濟各教堂』市中心的世界文化遺產之哥特式建築。以優美的巴
洛克內部裝修而著稱。

『證券交易宮』老城區中心的新古典主義典範建築。內部裝飾美輪
美奐，融合了多個國家早期的風格，有阿拉伯廳、英國廳。

『世界第三最美書店』著名的歌德式萊羅書店。

『Majestic Café』自由休閒於咖啡店及卡特琳娜區購物。

『杜羅河歡迎晚宴』乘坐遊船並於船上晚宴，感受歐洲歷史文化遺城
之魅力。住宿：Eurostars Heroismo 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波圖 - 基馬拉斯 - 酒莊之旅 - 波圖
  Porto - Guimaraes - Winery - Port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傳統葡式焗鴨飯

『基馬拉斯』此地為葡萄牙第一個國王出生的地方，也是葡萄牙帝國
的搖籃。2006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2012年被選為歐洲文化之都。
位居高處的皇宮城堡，城牆、城角保存尚完整，厚實城牆顯示其歷
經歲月依然屹立，高大宏偉的建築渾然散發氣勢恢宏。

『酒莊之旅』於知名酒莊品嚐波圖名酒，感受葡式飲酒的文化，
美輪美奐。住宿：Eurostars Heroismo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波圖 - 康巴羅 - 聖地亞哥  Porto - Cambarro - Santiag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康巴羅』位於蓬特韋特拉地區，著名小漁村，位臨湖邊，被評為西
班牙景色最美小鎮之一。

『聖地亞哥』是十二門徒之一聖雅各伯埋葬之處，不同方向往這聖城
之路都用貝殼作為一個記認。貝殼的來源眾說紛紜，有的說是信徒
用來飲食的器皿，有的說是武士身上的標記，更有說是德語翻譯過
來的意思。事不宜遲，我們一同前往三大聖城之一聖地牙哥去遊歷
揭秘！住宿：Gran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聖地亞哥 - 拉科魯亞  Santiago - La Coru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西班牙燴牛腩

『拉科魯亞』建於古羅馬時期，名字來自古羅馬人的定居點，歷史上曾
一度被葡萄牙、英國人占領。舊城位於北面的半島東端，新城在連
接半島和大陸之上。半島西面是風景如畫的奧爾桑海灣。著名的海
克力士燈塔使用了近二千年；瑪麗亞廣場更是遊客如雲。因其地理
位置特殊，一直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當地特色海產藤壺，更是
不容錯過的海味。住宿：Hesperia Finisterre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拉科魯亞 - 庫迪內羅 - 希洪
  La Coruna - Cudillero - Gijon  
早餐：酒店 午餐：高級海鮮藤壺Goose Barnacle 晚餐：當地餐廳

『庫迪內羅』著名的海濱城市，沙灘，港口，休閒自在。

『希洪』位於比斯開灣南岸。曾是古羅馬帝國的一個軍事重鎮，這裡
的大海蔚藍廣闊，安靜而浪漫，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Sanlorenzo
海灘是最大的海灘，也是歐洲十佳海灘之一。漫步於細膩的海沙中，
十分浪漫。住宿：OCA Palacio De La Llorea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希洪 - 散提拉拿  Gijon - Santilla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散提拉拿』西班牙北部的千年古城，風貌保留中世紀的古羅馬建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3天 $4698 $680 $5378 $105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3天 $5298 $680 $5978 $1050

第1天 // 原居地 - 里斯本  Home City - Lisbon 
乘坐豪華客機前往葡萄牙首都 - 里斯本，於航班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里斯本  Lisbon
早餐：航機上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里斯本』太加斯河上的重要港口，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古老的遺跡、陡峭的石板街和淳樸的民風，令里斯本有【歐洲鄉村】
的美譽。 團友更可於市内自由活動。
住宿：Marriott Lisbon Hotel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里斯本 - 波圖  Lisbon - Port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泛舟晚宴

波圖早在葡萄牙建國之前就有人居住，始建於5世紀，16世紀成為
葡萄牙最主要的貿易港口城市。

『聖方濟各教堂』市中心的世界文化遺產之哥特式建築。以優美的
巴洛克內部裝修而著稱。

『證券交易宮』老城區中心的新古典主義典範建築。內部裝飾
美輪美奐，融合了多個國家早期的風格，有阿拉伯廳、英國廳。

『世界第三最美書店』著名的歌德式萊羅書店。

『Majestic Café』自由休閒於咖啡店及卡特琳娜區購物。

『杜羅河歡迎晚宴』乘坐遊船並於船上晚宴，感受歐洲歷史文化遺城
之魅力。住宿：Eurostars Heroismo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波圖 - 康巴羅 - 聖地亞哥  Porto - Cambarro - Santiag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康巴羅』位於蓬特韋特拉地區，著名小漁村，位臨湖邊，被評為
西班牙景色最美小鎮之一。

『聖地亞哥』是十二門徒之一聖雅各伯埋葬之處，不同方向往這聖城
之路都用貝殼作為一個記認。貝殼的來源眾說紛紜，有的說是信徒用
來飲食的器皿，有的說是武士身上的標記，更有說是德語翻譯過來的
意思。事不宜遲，我們一同前往三大聖城之一聖地牙哥去遊歷揭秘！
住宿：Gran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波圖 - 基馬拉斯 - 酒莊之旅 - 波圖
  Porto - Guimaraes - Winery - Port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傳統葡式焗鴨飯

『基馬拉斯』此地為葡萄牙第一個國王出生的地方，也是葡萄牙帝國的
搖籃。2006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2012年被選為歐洲文化之都。位居
高處的皇宮城堡，城牆、城角保存尚完整，厚實城牆顯示其歷經歲月
依然屹立，高大宏偉的建築渾然散發氣勢恢宏。

『酒莊之旅』於知名酒莊品嚐波圖名酒，感受葡式飲酒的文化。
住宿：Eurostars Heroismo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聖地亞哥 - 拉科魯亞  Santiago - La Coru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西班牙燴牛腩

『拉科魯亞』建於古羅馬時期，名字來自古羅馬人的定居點，歷史上曾一度
被葡萄牙、英國人占領。舊城位於北面的半島東端，新城在連接半島和
大陸之上。半島西面是風景如畫的奧爾桑海灣。著名的海克力士燈塔
使用了近二千年；瑪麗亞廣場更是遊客如雲。因其地理位置特殊，一直
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住宿：Hesperia A Coruna Centro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拉科魯亞 - 庫迪內羅 - 希洪
  La Coruna - Cudillero - Gijon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庫迪內羅』著名的海濱城市，沙灘，港口，休閒自在。

『希洪』位於比斯開灣南岸。曾是古羅馬帝國的一個軍事重鎮，這裡的
大海蔚藍廣闊，安靜而浪漫，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Sanlorenzo海灘是
最大的海灘，也是歐洲十佳海灘之一。漫步於細膩的海沙中，十分浪漫。
住宿：OCA Palacio De La Llorea 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希洪 - 散提拉拿  Gijon - Santilla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散提拉拿』西班牙北部的千年古城，風貌保留中世紀的古羅馬建
築風格，古老的傳說稱此城名(Santillana del Mar)說了三個謊：
1、它不是任何宗教的神聖(Santo)地方；2、它不處於平地(llana)；
3、它不靠海(Mar)。千年的古城石頭路，讓時光仿佛永遠停留於此。
住宿：Arcea Gran Hotel Pelayo 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散提拉拿 - 布戈斯  Santillana - Burgos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布戈斯』可算是在西班牙被禾稈蓋住的珍珠！作為四大皇朝之一的古都，
城牆壯觀有氣派，大教堂的外圍裝飾別樹一格，內裏珍藏更是嘆為觀止。
西班牙歷史內最英勇的戰士 El Cid 也是在這裏出生的! 更不能不提的
就是布戈斯擁有歐洲最古老人類存在的證據！
住宿：Sercotel Corona De Castilla 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布戈斯 - 華拉朵麗 - 薩拉曼卡
  Burgos - Valladolid - Salamanc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華拉朵麗』一座集歷史、藝術、博物館、文學、葡萄酒旅遊、美食和節
日慶典為一體的城市，魅力無限，擁有豐富的建築遺產、環境遺產及
多樣化的文化產品，獨具一格。大教堂、瓦爾市場、老城區等魅力無限。

『薩拉曼卡』因盛產含有黃色鐵礦石頭而出名，故而被稱為「黃金之城」。
市政廣場、貝殼之家、大教堂、大學、阿拉亞廣場悠閒暢遊。
住宿：NH Salamanca Palacio de Castellanos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薩拉曼卡 - 阿維拉  Salamanca - Avil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阿維拉』歷史文化名城，也稱「女王之城」，是西班牙歷史上著名的
女王伊薩貝拉的出生地，海拔1131米，是西班牙境內地勢最高的城市。
阿維拉擁有「石頭城」和「聖徒城」的美譽，1985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背靠雪峰皚皚的格雷多斯山，風景優美。建於12世紀的古城，由9座
城門、88個圖形碉堡和2500個城堞組成，規模宏大壯觀。
住宿：Palacio Los Velada 或同級酒店。

第12天 // 阿維拉 - 艾斯哥利亞 - 馬德里
  Avila - El Escorial - Madrid
早餐：酒店 午餐：-- 晚餐：--

『艾斯哥利亞』建築名為修道院，實為宮殿、陵墓、教堂、圖書館、
茲善堂、神學院、學校等於一體的龐大建築群，氣勢磅礴，雄偉壯觀，
並珍藏歐洲各藝術大師名作，有「世界第八大奇跡」之稱。

『馬德里』途經大皇宮，市中心西班牙廣場、茜比利斯廣場、太陽門等。
團友更可於市內自由活動。

住宿：Marriott Auditorium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13天 // 馬德里 - 原居地  Madrid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出發前95天需繳清團費。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費用包括：
• 全程4/5★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680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2）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中國護照需申根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WECHAT
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