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西葡】里斯本+奥比都斯+马德里+塞戈维亚+萨拉戈萨+巴塞罗那 8日6晚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329

出发日期

团号 FNLISBCN8

出发城市 里斯本 Lisbon

目的地城市 巴塞罗那 Barcelona

途经地点 奥比都斯 Obidos、马德里 Madrid、塞戈维亚 Segovia、萨拉戈萨 Zaragoza

行程天数 8 天 6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2238 / 人 两人入住：$1888 / 人

出发班期

2021：10月16日、11月6日 

2022：1月1日、2月19日、4月9日 

 

10月16日、4月9日旺季出发班期，需额外加收$80每人（售价已含）。

产品特色

【西葡双国】探秘欧洲西南两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走进两国心脏城市里斯本和马德里。

    

2022：1月1日、2月19日、4月9日



 

【风情古镇】被评为“欧洲美丽小镇”的奥比都斯，世界文化遗产-卡塞雷斯、托莱多和塞戈维亚，保

留了古罗马时期城墙遗址的萨拉戈萨，名副其实的艺术之都-巴塞罗那。

 

【尽情购物】在西班牙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连锁集团英格列斯百货公司，疯狂买买买。

 

【特色美食】款待客人必备的葡萄牙鳕鱼餐，体验地道葡式海鲜饭，多汁且细软滑嫩的特色烤乳猪

餐，来到西班牙一定要品尝的火腿餐。

 

【海鲜饭制作】在五星级酒店米其林推荐餐厅内，在餐厅主厨的指导下，亲手参与制作西班牙国饭

。

 

【品质出行】中文导游，专业外籍司机，空调大巴车，4星酒店住宿，包含早餐和10顿正餐，包含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包含门票】包含圣家族大教堂、圣保罗现代主义建筑群、奎尔公园和马德里皇宫的门票和官导

，包含托莱多和塞戈维亚的官导，其余项目您可自由选择参加。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常规4星（里斯本升级市中心4星）酒店双人间住宿6晚；

2. 西式自助早餐；

3. 全程共安排12顿正餐，明细如下：中式团餐六菜一汤6餐、葡式鳕鱼餐1餐、葡式海鲜饭1餐、卡

塞雷斯西餐1餐、海鲜饭制作1餐、塞戈维亚烤乳猪1餐、火腿餐1餐（接机日只包晚餐，送机日只包

早餐）；

4. 中英双语领队以及中文导游；

5. 专业外籍司机，空调大巴车（欧洲法律规定，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小时） ；

6. 圣家族大教堂、圣保罗现代主义建筑群、奎尔公园、马德里皇宫，以上全部景点的门票、定位费

和官导。

7. 托莱多、塞戈维亚两城的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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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不含

1. 全程机票及、税金、签证费用、护照办理费用；

2. 小费10欧元/人/天；

3. 境外个人消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小费等个人消费）；

4. 飞机中转过程中的用餐；

5.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6. 佛朗明戈舞；

7. 以上服务内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费用。

行程介绍

Day 1

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机场， 跨洋航机带您前往欧洲的葡萄牙。全天

酒店：飛機上晚上

Day 2

早餐

自理

上午

午餐

葡萄牙鳕鱼餐

葡萄牙人将鳕鱼奉为“国菜”，不仅是日常餐桌上的常菜，更是款待尊贵客人的必备佳

肴。

下午

晚餐

葡萄牙海鲜饭

晚上

居住地 飞机 葡萄牙里斯本

里斯本 汽车 罗卡角 汽车 卡思凯斯 汽车

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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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抵达里斯本，早上10点导游将在里斯本波尔特拉机场（LIS）接机后，带

领您游览里斯本西郊的海边的罗卡角，里斯本的市中心的罗西奥广场、自由大道和

卡思凯斯。中午我们将品尝被葡萄牙人奉为“国菜”的鳕鱼餐，是款待尊贵客人的必备

佳肴。

 

行程安排：

里斯本 → 罗卡角 → 卡思凯斯 → 罗西奥广场 → 自由大道 → 里斯本

 

温馨提示：

1. 如您提前一天抵达里斯本，我司可帮忙代订酒店（请联系客服获得报价），客人

需自行前往酒店办理入住，隔天10点自行前往机场到达厅与导游集合参团；

2. 如您抵达的航班错过早上10点的机场接机，请自行安排交通与导游汇合，集合地

点请联系导游确认。

罗卡角 Cabo da Roca

里斯本西郊的海边，参观“大陆的尽头、海洋的开始”，罗卡角和记载精确经纬度的纪

念碑。眺望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呼吸着清新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

罗西奥广场 Rossio

罗西奥广场位于里斯本的市中心，设计类似巴黎协和广场，铺设了代表葡萄牙特色

的葡式碎石路。广场上不仅有美丽的建筑，还有漂亮的喷泉景观。广场中央矗立着

一座佩德罗四世纪念碑，因此又被称为佩德罗四世广场。

里斯本自由大道 Avenida da Liberdade

素有葡萄牙“香榭丽舍大道”之称，是里斯本市中心的一条商业街，两旁有高档豪华酒

店、餐厅和服装店，汇聚多家奢侈品专卖店，漫步自由大道，体验在异国商业区慢

步逛街的乐趣。

全天

酒店：Sana Metropolitan 或 同級晚上

Day 3

早餐

里斯本 汽车 奥比都斯 汽车 卡塞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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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餐

下午

晚餐

西餐

晚上

今天我们将游览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它是欧洲大陆西南端的城市，亦是葡萄牙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后前往被评为“欧洲上美丽小镇”和“婚礼之城”的奥比度斯。

 

行程安排：

里斯本市区（1小时）：圣杰罗米诺教堂和修道院（15分钟）→ 贝伦塔（15分钟

）→ 航海发现纪念碑

奥比都斯小镇观光（1小时）

卡塞雷斯（1小时）

全天

圣杰罗米诺教堂和修道院（外观）

圣杰罗米诺教堂和修道院建于1502年，其建筑雄伟壮观，是代表葡萄牙海上霸权时

代繁荣景象的建筑，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贝伦塔 Belém Tower（外观）

1983年被国际教科文组织正式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里斯本的标志，这里是葡萄牙

前海关。是启航的起点、归航的终点。当地水手流行一句话：回航时如果看到贝伦

塔，就到家了。

航海发现纪念碑 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葡萄牙航海纪念碑建于1960年，屹立于海旁的广场上，气势不凡，已成为葡萄牙的

象征。由远处遥望，纪念碑坚固的基座上好似有一艘白色的石头帆船乘风破浪于大

海上，令人浮想联翩。在细节处，其基座上细腻的人物石雕技艺精湛，可谓杰作。

纪念碑上刻有亨利、达·迦马及其它80位水手的雕像，两旁是一些随同出发的航海家

，以及葡萄牙历史上有名的将军、传教士和科学家，纪念碑背后则是象征宗教信仰

的大型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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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都斯 Obidos

被评为“欧洲美丽小镇”和“婚礼之城”。小镇内有众多的城堡与要塞，高高的城墙，窄

小的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两旁石灰粉刷、陶瓦盖顶的房屋。

卡塞雷斯老城 Caceres Ancient Town

卡塞雷斯老城是罗马人在公元前25年建立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0年

的旧石器时代，参观以白色基调为主的美洲新大陆艺术风格的旧城区老街巷。在其

摩尔式城墙内，有大量的宫殿、国家级教堂、塔、官邸，这些建筑物都是中世纪特

色建筑。穿越卡塞雷斯，能把您带到繁复的过去又能融入到当今。

酒店：Barcelo Caceres V Centenario 或 同級晚上

Day 4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海鲜饭制作

在悠久历史的五星级酒店米其林推荐餐厅内，在餐厅主厨的指导下，亲手参与制作

西班牙国饭，不仅可以大饱口福还能参与其中，乐趣无穷。

下午

晚餐

中餐

晚上

今天我们将游览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托莱多。随后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行程安排：

卡塞雷斯 → 托莱多（2小时）→ 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和零公里地标（15分钟）

全天

托莱多 Toledo

托莱多曾经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首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登环山鸟瞰托

卡塞雷斯 汽车 托莱多 汽车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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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多全貌。托莱多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大街小巷充满了罗马时期、西哥特时期、

穆斯林风格以及犹太风格的建筑，漫步在著名的托莱多艺术品街区，享受这座有着

“帝国皇冠加冕过的城市”美誉小城的沧桑与美丽。

太阳门广场 Puerta del Sol

这里是马德里大区政府所在地，是马德里至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太阳门广场中间是

“零公里地标”，它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正中心标志。

酒店：Exe Getafe 或 同級晚上

Day 5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特色烤乳猪餐

西班牙的名菜，乳猪肉多汁且细软滑嫩，脂肪已经被烤成半融化状态，入口即化。

下午

晚餐

中餐

晚上

今天我们将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小城塞戈维亚。随后前往西班牙规模最大的百货公

司连锁集团：英格列斯百货公司。

 

行程安排：

塞戈维亚（1小时）→ 外观阿尔卡萨城堡 → 午餐：特色烤乳猪餐（45分钟）→ 英

格列斯百货公司（2小时）

全天

塞戈维亚 Segovia

1985年和罗马渡槽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小城古色古香，石头铺成的窄街弯曲

而幽深，漫步古城，处处皆是文物古迹和古老建筑。

马德里 汽车 塞戈维亚 汽车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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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列斯百货公司 El Corte Inglés

商场是西班牙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连锁集团之一，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大牌奢侈品

的首饰、护肤品、香水、箱包、太阳镜，以及一些平价服饰、运动品牌等，最好先

到它的服务中心，凭护照兑换一张外国人的优惠卡，几乎商场内的所有商品就可以

优惠15%。

酒店：Exe Getafe 或 同級晚上

Day 6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特色火腿餐

西班牙的火腿带着独特的橡木果风味，贵为西班牙国宝级的美食，来到西班牙一定

要品尝一次地道的火腿餐。

下午

晚餐

中餐

晚上

与欧洲各古都相比，16世纪才成为都城的马德里堪称年轻，但黄金时代的富足与辉

煌不可小觑，其夺人的气势可以在恢宏的街道、壮丽的广场与华美的宫殿城堡上窥

见一斑。今天我们将先参观马德里，随后前往萨拉戈萨古城。

 

行程安排：

马德里皇宫（入内参观） → 午餐：特色火腿餐 → 萨拉戈萨古城（1小时）

全天

马德里皇宫 Royal Palace of Madrid

皇宫又称东方宫，现今已不是皇室居住地，但仍是国王接待国宾的主要场所。皇宫

的建筑融合了西班牙传统王室建筑风格和巴洛克建筑风格，整体呈正方形，每边长

180米，由白色花岗岩筑成。

马德里 汽车 萨拉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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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戈萨 Zaragoza

萨拉戈萨由是奥古斯都大帝建立的罗马城市演变而来，仍保留许多古罗马时期的城

墙遗址，不同时代的教堂、桥梁、钟楼、宫殿等等。

酒店：Hotel Diagonal Plaza 或 同級晚上

Day 7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餐

下午

晚餐

中餐

晚上

巴塞罗那象是一个筑梦的欢乐天堂，这个城市拥有地中海热情的阳光与自由奔放的

气息，其现代建筑、流行式样、设计水平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城市，毕卡索、米罗

、高迪等艺术大师都在这里崭露头角，这座城市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都。

 

行程安排：

哥伦布纪念碑（15分钟）→ 入内参观圣家族大教堂（1小时）→ 入内参观奎尔公园

（1小时）→ 入内参观圣保罗现代主义建筑群（1小时）

全天

哥伦布纪念碑 Columbus Monument

这座纪念碑高60米，是为纪念1492年哥伦布从美洲探险凯旋归来而建的。环绕柱体

中部雕有五个凌空飞舞的女神，底座四周雕有八只巨大的黑狮，还有记载哥伦布航

海事迹的碑文和当时资助他远征的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的雕塑。圆柱顶端的哥伦布

全身立像由蒙杰伊克城堡前的大炮熔化后铸铁制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哥伦布塑像

，呈现出哥伦布凝神远望、右臂指向前方海洋的姿态。

萨拉戈萨 汽车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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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族大教堂 Sagrada Família

天才艺术家高迪的代表作，不仅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众多游客心目

中的圣地。教堂三座立面以宏伟而协调的手法呈现，线条简洁利落，教堂门墙上的

浮雕展示出圣经的故事，形同活物，教堂内部以洞穴、山脉、花草动物为灵感的设

计又给教堂增添了神秘韵律，令人印象深刻。

奎尔公园 Parc Güell

奎尔公园是高迪众多作品中关于园林设计的典范之作。这里的人工景观看上去比自

然景观还要自然，色彩及线条的运用也发挥到了极致。在公园漫步是沉浸在现实主

义的绝佳方式，透过公园的高处还将看到城市全貌。

圣保罗现代主义建筑群 Sao Paulo Modernist Architectural Complex

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建筑师路易•多梅内克•蒙塔内尔（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

）的杰作，与加泰罗尼亚音乐宫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此建筑群

曾经是为穷人建造的医院，如今作为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对外开放。建筑有点复古

，又很童话，大片大片的红色外墙，在阳光下格外明媚。

酒店：Eurostars Executive 或 同級晚上

Day 8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自理

上午

晚餐

自理

晚上

今天我们继续探索艺术之都巴塞罗那，参观艺术大师高迪的作品。行程结束后，可

送您前往巴塞罗那码头或者巴塞罗那安普拉特机场 (BCN)。
 

巴塞罗那 汽车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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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巴塞罗那：感恩大道 → 巴特罗之家（15分钟）→ 米拉之家（15分钟）

感恩大道 Paseo de Gracia

感恩大道也叫格拉西亚大道，位于扩建区的中部，南起加泰罗尼亚广场，北到大格

拉西亚街。这是一条名店集中的购物街。

巴特罗之家 Casa Batlló（外观）

巴特罗公寓与高迪设计的其他建筑不同，它的外墙全部是由蓝色和绿色的陶瓷装饰

，一种奇诡的颜色组合，远望去颇像印象派画家的调色盘，但色彩很和谐。

米拉之家 Casa Milà（外观）

高迪私人住宅的“封笔之作”。波浪形的外观，是由白色的石材砌出的外墙，扭曲回绕

的铁条和铁板构成的阳台栏杆还有宽大的窗户。

上午

协议&须知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签证说明

从美国出发前往欧洲客人的证件要求：

1. 中国护照+美国绿卡或持有F/H/J/M/L长期居住签证，且护照有效期需满足从欧洲离开日起6个月

以上有效，签证有效期需满足从欧洲离开日起3个月以上有效。

2. 持美国/香港/台湾护照，无需签证可直接前往。

3. 请客人随身携带美国注射疫苗的认证书，因为疫情政策多变，如果抵达欧洲需要做药房的72h有

效快速检测，还请客人配合，此项费用需要客人现场支付。

 

法国入境要求： 

美国属于橙色国家（橙色：定义为非绿色和红色国家之外）：已完成美国疫苗接种的人群需提供疫

苗接种证明即CDC小白卡；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需登机时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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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内抗原检测(TAG)阴性证明。

入境法国的客人，需要将疫苗注射卡转换为法国的健康码（请点击蓝色字体查看相关步骤）

 

欧洲行程结束，入境美国要求：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2岁及以上人群需登机时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48小时内抗原

检测(TAG)阴性证明。

退改说明

1. 行程取消条款如下：

行程开始前 违约金（占团费总费用）

出发前7日 (含) 內 100%

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90%

出发前15日 (含) 至 21日 (含) 80%

出发前22日及以上 70%

备注：

(1) 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2) 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3) 如贵司或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参加

行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2.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而导致无法游览，纵横将尽力保护客人人身及其财产

的安全，有权利取消或调整部分或全部行程，不承担任何因不可抗力引起的直接或间接责任，已支

付的团费概不退还。

 

3. “安心退”保险服务：出发前15日及以上，不问原因，随意退；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可

随意改期。

预订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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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不占床：回团当日不足8岁、身高不足1.2米的儿童可以安排不占床，团费可减80美金。此收

费提供机位、车位、餐位行程费用包含景点的门票，不提供住宿床位。儿童若占床位，则按照成人

标准收费。

2. 本产品为我公司打包产品，所有牵涉到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门票等除特别说明的价格外均

为一体价格，不得拆分，若遇境外景点、火车等对青少年、老人优惠或者免费，均不在此列，无法

退费，敬请谅解。

3. 导游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景点游览顺序，但不得减少游览时间。

4. 行程中的景点游览时间，包括步行、游船、火车、观光排队等候等时间总和。

5. 欧洲昼夜温差大、每年平均温度最热超过30度的情况不超过两个月，且欧洲各国环保意识强，故

至今欧洲部分酒店并不配备冷气空调，并非酒店设施不达标准，敬请谅解。

6. 欧洲酒店强调建筑物本身的历史价值，故一些酒店因建筑主题架构无法进行改造，以致酒店房间

有格局大小不一的状况。如因酒店标准房间不够原因，酒店升级个别房间，此情况非本公司能掌控

，并非差别待遇，敬请谅解。

7. 请勿在酒店房间内抽烟，如有抽烟，需根据各酒店规定罚款，通常罚款金额100-500欧元之间

，敬请注意。

8. 本公司所不能控制之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政治动荡、天灾、恶劣天气、交通工具发生技术问题

、罢工等，本公司有权在启程前或出发后取消或替换任何一个旅游项目，亦有权缩短或延长旅程。

9. 如果客人在境外发生丢失物品，我社可以协助向有关部门报案，但不承担赔偿责任。请客人小心

保管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以防丢失。

10. 疫情过后餐厅用餐形式变化需要进行进一步沟通，尽量安排分餐制或者自助餐，届时根据实际情

况再调整餐标。此行程路程比较长，西餐比较花费时间，故以中式用餐安排为主。

11. 如遇展会，将视展会情况住郊外酒店或者调整住宿城市。

12. 所有参加欧洲团的客人，我司会协助填写入境国的申报卡，并协助办理回美国所需的病毒检测

（检测费用自理）。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里斯本波尔特拉机场（LIS）；

免费接机时间为10:00，此时间为导游接到客人离开的时间。如过错此时间，请自行与导游汇合。

离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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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码头；详细地址：Cruise Terminal Muelle de Adosado Terminal A-B-C-D Barcelona 41°21

′80N - 02°10′80″E″；

巴塞罗那安普拉特机场 (BCN)；

请预定14:00以后起飞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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