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介绍：4星•葡萄牙B线5日4晚私家团（里斯本往返）•
里斯本+法朵音乐表演+波尔图+阿威罗+科英布拉+辛特拉+
罗卡角+卡斯凯什+地狱之口+赠送特色海鲜餐•2人起订•
铁定成团•【2-6人精致小车团】

行程靓点：

★【里斯本】——大西洋海风中混合着蛋挞的香气，有轨电车缓缓驶过。

★【波尔图】——波尔图的空气中混合着酒香，参观波尔图酒窖，品尝特色波特酒。

★【罗卡角】——“陆止于此，海始于斯”。

★【辛特拉】——“月亮之山”； “灿烂的伊甸园”；葡萄牙皇室的世外桃源。

★【卡斯凯什】——“欧洲富人的后花园”；“葡萄牙的比弗利山庄”。

 第1天里斯本  

    
 行程概述  

  

于里斯本酒店或机场接应客人开始旅行（为不减少行程体验，推荐预订9点前抵达的航班
）。 葡萄牙人说：“没有看过里斯本的人等于没有见过美景”
。这能证明这座欧洲大陆西端城市的美让这里的人们很自信。上午，我们将游览【贝伦
区】，这里有华丽的【热罗尼姆修道院】，打卡【贝伦塔】（外观），英雄联盟纪念碑
【大发现纪念碑】，还赠送——【贝伦蛋挞店】的葡式蛋挞（2枚/
人）。下午，游览里斯本的老城区，参观【圣胡斯塔升降机】（外观），之后漫步到商
业广场，参观【奥古斯塔街凯旋门】。晚上，我们将带您前往【西亚多法朵音乐会】欣
赏葡萄牙著名传统民谣Fado的现场表演（周一至周六晚上19:00开始）。

 

    
    

 目的地简介  

  
【贝伦区】是里斯本必游的一个集合了当地生活、文化、历史、景色乃至政治的综合区
域。整个贝伦区依河而建，风景优美，不仅有葡萄牙最美丽的古建筑还有环境优雅的公
园等，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经受住了1755年大地震的考验。除了品尝美食，还能欣
赏到其中某些的制作工艺，当然有部分已经是商业秘密，不能公开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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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朵] 
葡萄牙著名的传统民谣Fado
，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150年历史的葡萄牙音乐，音乐
表达的是哀怨、失落和伤痛的情怀。特殊的吉他乐声与独唱者的特有腔调，空灵动人，
令听者无不感到的哀凄，诗意的歌词是fado音乐的精髓。西亚多法朵音乐会（Fado in
Chiado
）是一场现场的法朵表演，也是您探索里斯本城市与文化的最佳方式。在时长一小时的
法朵表演中您将欣赏到天才艺术家们的倾情演唱。
[贝伦蛋挞创始店] 
还有来到了贝伦区，就千万不能错过1837就开始营业的百年老店Pastéis de Berlim
。在1820年葡萄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自由主义革命”
，到1834年葡萄牙关闭了所有的修道院，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开始尝试做甜点来卖，以
贝伦来命名，名满天下。到了1837年正式营业，代代相传至今。里面有葡式蛋挞、葡式 “
贝伦球”(Bola de Berlim)等热卖甜品，可以点一杯bica
（浓缩咖啡）配着蛋挞在店里面吃哦。
[贝伦塔] 
贝伦塔是葡萄牙港口最经典的地标建筑，它见证了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无数船只的远航
与别离，返航与重聚。贝伦塔建于1514年-1520年间，是一座典型的曼努埃尔样式建筑，
原本是一座五层防御工事，后来先后被用作海关、电灯塔、监狱等，也曾经是大航海家
门的起始点。1983年被国际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评为葡萄牙七大
奇迹之一。
[大发现纪念碑] 
葡萄牙超级英雄联盟纪念碑。是由恩里克王子领头，他手里握着一个小型的葡萄牙用来
发现世界快帆，代表了多重意义。没有恩里克王子大兴航海学校就没有葡萄牙的昔日辉
煌，这座碑就是为了纪念他逝世500周年在1960年建的，整座碑的形状就是一个快帆的形
状，可见其历史重要性，也因为此华人更习惯叫它大航海纪念碑。碑上的英雄还有达伽
马、麦哲伦等，这些人在那个时代都是超级英雄，还有诗魂卡蒙斯等在葡萄牙历史上有
重要地位的民族英雄们。碑高52米，内有7层，多种功能的房间，还可以登上最高处去欣
赏周围的景色和海港的风貌。
[热罗尼姆修道院] 
热罗尼姆修道院是在葡萄牙全盛时期，经历100年时间才建成的伟大建筑，是葡萄牙最华
丽雄伟的修道院。修道院是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完美结合，被后世认为是曼努埃尔式
建筑的“珍宝”
，是历史的唯一，无法被抄袭。和贝伦塔一同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葡萄牙七大奇迹
之一。
[奥古斯塔街凯旋门] 
奥古斯塔街凯旋门是葡萄牙里斯本的一个石砌历史建筑和旅游景点，纪念1755年里斯本
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凯旋门由6根11米高的圆柱支撑，上面装饰着各种历史英雄人物的
大理石雕像，中间是葡萄牙国徽。穿过凯旋门就是奥古斯塔大街，街道两边商店林立，
繁华而喧闹。
[圣胡斯塔升降机] 
位于圣胡斯塔街末端，连接庞巴尔下城较低的街道与较高的卡尔穆广场，1902年7月10日
开放，是里斯本唯一向公众开放的直上直下的电梯。这台钢铁升降机高45米，新哥特式
装饰，每层不同的样式。通过螺旋楼梯可达顶层，有一个阳台，可观赏圣若热城堡、罗
西乌广场和庞巴尔下城的景色。

 

    
    

 三餐：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在西亚多法朵音乐会欣赏葡萄牙著名传统民谣Fado

的现场表演（周一至周六晚上19:00开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1%E8%90%84%E7%8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fado


    

 第2天里斯本 波尔图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波尔图，参观火车站——
【圣本笃车站】，蓝色瓷砖组成的壁画让人印象深刻，漫步在【自由广场】上，参观书
店——【莱罗书店】（外观）。 随后游览世界文化遗产——
【利贝拉广场】，外观波尔图标志性建筑——
【唐路易斯一世大桥】。来波尔图要品尝一下波特酒，我们将前往【Sandeman
酒窖】参观并品酒（若Sandeman酒窖预约满位，将安排参观其他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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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路易一世大桥] 
在波尔图众多的大桥中，风景最好的应该是这座波尔图标志性建筑——
唐路易斯一世大桥。这座连接加亚新城和波尔图老城区的双层铁桥，横跨杜罗河，是大
名鼎鼎的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的徒弟Teófilo Seyrig
设计的，为纪念当时的国王路易斯一世而建的，1881年开工，1886年落成启用，桥高70余
米，两岸跨度395米，宽8米。大桥历经了130多年风雨，依旧在使用，上层还铺设了轨道，
地铁D
线行驶于此，下层用于车辆交通。虽然是钢铁制造，不过因为结构的关系，显得非常轻
盈灵动，从任何个角度看去都是一道风景。
[自由广场] 
自由广场(Praça da Liberdade)位于老城的圣伊尔德丰索堂区，广场中央竖立着唐·
佩德罗一世骑马的铜像。自由广场为波尔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中心，是该市一个重
要旅游景点。广场上还有一家不容错过的麦当劳，曾多次被数家旅行网站评为“
全球最美麦当劳”
。它的原址为一栋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性建筑，曾是波尔图最有名的帝国咖啡店，古典
风格的店内装潢，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所遗留下来的建筑物。
[利贝拉广场] 
利贝拉广场(Praça Ribeira
)是老城历史中心的一个广场，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从利贝拉码头到利贝拉广场的
区域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广场的东、西、北三面被带拱廊的建筑物环绕，而面临杜罗
河的广场南侧，则向宽广的杜罗河敞开。广场的北部竖有一座非常精致的喷泉，高三层，
用葡萄牙的国徽装饰着，顶部为施洗约翰的雕像。古时广场上有许多售卖鱼，面包，肉
类及其他商品的店铺，如今利贝拉广场以及周边是波尔图人和游客的最爱，无数的酒吧、
咖啡厅和餐馆开设于此，是休闲娱乐的最佳选择。
[圣本笃车站] 
被誉为“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的圣本笃车站(São Bento Station
)位于波尔图市中心，1916年启用，已有百年历史。圣本笃车站因为将葡萄牙的国粹--蓝
色瓷砖融入车站装修而闻名。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车站原本是一座圣本笃会修道院，它
毁于一场大火，于是在本地建筑师何塞·马克斯·
达席尔瓦设计下，变成了现在的圣本笃车站。它最特别的就是车站内的墙面上贴满了展
现葡萄牙历史的2万幅蓝色手绘瓷砖画。
[莱罗书店] 
莱罗书店(Livraria Lello
)创办于1906年，是葡萄牙最具历史的书店之一，也被多家英国报纸及Lonely Planet
评选为“全球十大最美书店之一”
。书店内有雕刻复古图案的红色旋转大阶梯、彩色玻璃天窗和雕花装饰拼接的天花板、
层层叠叠摆满了书籍的梯边书架，让人感觉这里更像是一个精美的图书馆。据说《哈利
波特》的作者JK
罗琳就是从这里获取了写作灵感，其中霍格奥茨学校的魔法楼梯原型就是莱罗书店内的
红色阶梯。
[Sandeman酒窖] 
Sandeman
酒窖是第一个让葡萄牙政府立法保护葡萄酒原产地的酒窖，于1790年创建，已经有200多
年的历史了。屋顶竖着大大的酒窖名称和戴宽边帽和穿黑斗篷的骑士品牌标志，酒窖的
工作人员在进行讲解的时候也身穿着同样的黑斗篷，十分有特色。
（英文讲解，建议您花1-2小时参观）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波尔图的波特酒（Vinho do Porto
）】是杜罗河地区出产的一种饭后甜酒，口感非常厚重甜美，酒精含量较高，通常于餐
后作为甜点酒享用。波特酒以波尔图的城市名命名，已经成为波尔图乃至葡萄牙的标志
之一了。波尔图的酒庄集中在亚新城，那里有大约50家波特酒的酒窖，世界上大部分的
波特酒基本都在这里酿制和储存。

 

    
    

 第3天波尔图 阿威罗 科英布拉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葡萄牙的“水城”——
【 阿威罗】，在这里可以体验威尼斯的风情，乘坐游船在城市里穿梭。距离阿威罗附近
一处沙滩Costa Nova，已被Lonely Planet
评为欧洲10个多彩的目的地之一，当地人将房屋外墙涂上彩色条纹，或红色、或蓝色、
或绿色、或黄色，糖果色调系穿插交替，格外鲜艳漂亮。下午，前往科英布拉参观【科
英布拉大学及其图书馆】，大学城分散在这座小山城里，有机会还能和穿着magic
服校服的学生合影。

 

    
    

 目的地简介  

  
【阿威罗】：在充满鸟类的沿海泻湖的岸边，葡萄牙北部色彩缤纷的阿威罗拥有迷人的
历史建筑，年轻的繁荣和宁静的繁荣，这些都建立在风景如画的运河。Costa Nova
是一个沙滩，以海岸线上的糖果条纹房屋而闻名。

 

  

      

科英布拉大学巴洛克式图书馆

 

科英布拉大学

 

阿威罗

  

  

[科英布拉大学巴洛克式图书馆] 
科英布拉大学巴洛克式图书馆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属于
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它源于18世纪国王Joao V
(约翰五世)送给自己的礼物，现为大学图书馆，馆内装潢极尽奢华，气魄宏大而典雅。
屋顶近5米高，分为上下两层，房屋采用拱状结构。馆内屋顶用各式挂毯和瓷砖画装点，
反应了宗教、战争和历史的主题。
[科英布拉大学] 
[阿威罗] 
在充满鸟类的沿海泻湖的岸边，葡萄牙北部色彩缤纷的阿威罗拥有迷人的历史建筑，年
轻的繁荣和宁静的繁荣，所有这些都建立在独特的风景如画的运河网络之上。Costa
Nova是距离城镇最近的沙滩，以海岸线上的糖果条纹房屋而闻名。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5df611f60100xngj&amp;url=http://s2.sinaimg.cn/orignal/5df611f6gb6ab80eec4a1


 第4天科英布拉 辛特拉 罗卡角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葡萄牙的世外桃源——
【辛特拉】，自由选择参观游览【佩纳宫】。随后，前往欧亚大陆的西端——
【罗卡角】，被誉为“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
。游览结束返回里斯本。 约下午4:00，结束美好旅程（可送至里斯本酒店或机场、火车
站）。

 

    
    

 目的地简介  

  

【辛特拉】是葡萄牙的一处室外桃园，神秘、浪漫。早在罗马时期人们就将它称之为“
月亮之山”，大文豪拜伦也在此短暂居住过，在他笔下这里被誉为“灿烂的伊甸园”
。旧时，这里曾是摩尔人贵族和葡萄牙皇室的避暑胜地，这里的建筑融合了阿拉伯文化、
基督教文化和葡萄牙本土风情，保留了朴实山城的原始面貌，与绵延起伏的森林山脉交
织并存，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佩纳宫

 

罗卡角

  

  

[佩纳宫] 
佩纳宫是游览辛特拉的必到景点，被誉为“欧洲十大最美宫殿之一”
。它是葡萄牙国王离宫，宫殿兼具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摩尔式、曼努埃尔式等不同风
格，外墙色彩斑斓，在茂密森林的映衬下好似童话世界里的城堡。
[罗卡角] 
罗卡角是葡萄牙境内毗邻大西洋的一处海拔约140米的狭窄悬崖，为辛特拉山地西端。它
位于北纬38度47分，西经9度30分，距离里斯本大约40公里，处于葡萄牙的最西端，也是
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罗卡角的山崖上建了一座灯塔和一个面向大洋的十字架，碑上
以葡萄牙语写有著名的一句话“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罗卡角曾被驴友评选为“
全球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第5天罗卡角 卡斯凯什 地狱之口 里斯本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度假胜地——
【卡斯凯什】，探索这座海滨风情小镇，并在卡斯凯什享用我们赠送的海鲜大餐，在【
地狱之口】感受惊涛骇浪。下午，返回里斯本【大耶稣像】所在的观景台，可以欣赏到
里斯本城的景色和宏伟的【425大桥】及河景，值得带上你爱的人上去发发呆。

 



    
    

 目的地简介  

  

【卡斯凯什】：卡斯凯什位于葡萄牙中西部，在里斯本西面，临大西洋的卡斯凯什湾，
是一个迷人的小镇。二战时期，卡斯凯什成为欧洲商贾的避风港，因而被称为“
欧洲有钱人的后花园”和“葡萄牙的比弗利山庄”
。在卡斯凯什，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大海显得比烂，街上的咖啡馆一字排开，当街上的小
贩搭起亭子的时候，整个地区都显得丰富多彩。

 

  

      

4月25日大桥

 

大耶稣像

 

卡斯凯什

 

      

地狱之口

 

 

  

[4月25日大桥] 
4月25日大桥横跨在特茹河上，将里斯本和对岸的阿尔马德连接起来，全长2277.64米。这
座桥1966年8月6日通车时名叫萨拉查大桥(Ponte Salazar
)，石竹花革命后改为现在的名字。
[大耶稣像] 
高110米，坐落在“四二五”大桥(Ponte 25 de Abril
)一端的青山上。这到底是里斯本抄袭了里约的，还是里约抄袭了宗主国的，会让人感到
混乱，不过确实很值得一去。底下教堂里面的图片讲述了它的建筑史，还有那些虔诚的
妇女为了感谢上帝保佑她们的那些在二战中活下来的父兄、爱人的故事。观景台可以欣
赏到里斯本城的景色和宏伟的河景，值得带上你爱的人上去发发呆。此外他们还可以为
教众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忏悔、洗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婚礼，有意向的游客可以在
旅途中安排一个特别的婚礼，或者可以给新娘一个惊喜。
[卡斯凯什] 
卡斯凯什位于葡萄牙中西部，在里斯本西面，临大西洋的卡斯凯什湾，是一个迷人的小
镇。二战时期，卡斯凯什成为欧洲王室名流和富人商贾的避风港，因而被称为“
欧洲富人的后花园”和“葡萄牙的比弗利山庄”
。在卡斯凯什，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大海显得比烂无比，街上的咖啡馆一字排开，当街上
的小贩搭起亭子的时候，整个地区都显得丰富多彩。
[地狱之口] 
在前往卡斯凯什的路上，会经过一处葡萄牙的著名景点——
地狱之口，这里因为大西洋海浪长期冲蚀海边的岩礁，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溶洞，在大
浪袭来之时，会发出惊天动地的轰响，呈现出激浪飞雪的壮景，极其险峻的地貌因此也
被人们冠以“地狱之口”的凶名。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赠送卡斯凯什海鲜餐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无  



    
    

费用说明

费用说明：

4星报价 全年

2人成团 1887欧/人
3人成团 1510欧/人
4人成团 1168欧/人
5人成团 1086欧/人
6人成团 929欧/人
单房差 306欧/人

 

费用包含：

酒店：高评分四星级酒店4晚，标准双床间/1.
大床房；如遇展会或当地特大活动，酒店将安排在顺路城市；
用餐：4顿入住酒店的西式早餐；2.

赠送一顿卡斯凯什海鲜午餐；

用车：全程5-9座商务空调车，含欧洲各城市间进城费、过路费、隧1.
道费、油费、停车费和空返费；
司导：欧洲当地中文司机兼导游，含司导工资，住宿补贴和餐补；2.
以下景点首道门票：科英布拉大学及其图书馆，佩纳宫，热罗尼姆修3.
道院（标注“外观”的景点费用不包含，敬请自理）；
当地体验：波尔图酒窖品酒，贝伦蛋挞（2枚/人）；4.

 

 

费用不包含：

其他午、晚餐（导游推荐，客人自理）；1.
单间差（每2位成人一间，3/2.
5位成人组团已含1单间；额外要求增加单间，原房间内2人均需补差
）；
小费：每团每天支付司兼导小费20欧；3.
加班费：司兼导每日工作时间不超10小时，如超时将支付司兼导加班4.
费50欧元/小时；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5.
宵夜、酒水、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



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因个人原因滞留产6.
生的一切费用；
因气候、罢工、战争等不可抗力或飞机、车辆、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7.
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更改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
不含境外旅游保险，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保险；8.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