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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葡萄牙城堡 白色小村 醉戀浪漫 18 日
＜超越百國＞ 葡萄牙
＜特色餐點＞
各地風味餐：海鮮飯、葡萄牙烤雞、葡氏蛋塔。葡萄牙國寶酒〜波特酒。
＜行程特色＞
＜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之五＞
＊浪漫主義建築～佩納宮：位於山丘的宮殿，是葡萄牙七大奇跡之一。明黃色和粉嫩紅色的外觀，多
變的造型和建築風格都很像童話故事中的城堡。從各個角度欣賞都超美。
＊巴塔拉修道院：葡萄牙國王若昂一世為感謝聖母幫助葡萄牙人於 1385 年戰勝卡斯蒂利亞人而建。
獨特的建築風格和巨大的歷史意義使其在 1983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吉馬朗伊什古堡：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紀哥特式城堡，據有戰略性地理位置，兼具軍事防禦功能，
五角形的規格設計加上八座瞭望塔環繞使其固若金湯。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一窺十六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摩爾式建築外觀，也是最偉大航
海家達伽瑪之安眠處。
＊貝倫塔：1983 年貝倫塔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座塔幾個世紀以來扮演過各種不同的角色如監獄、
控制點等但是一直以來它都是大發現時代的象徵、葡萄牙的象徵、家園的象徵，是遠航的水手對家鄉
的最後一撇。
＜醉戀浪漫葡萄牙海濱小鎮＞
＊日落美景阿澤尼亞什濱海村：依山坡而建的白色海景村莊，世界攝影家的最愛。
＊地獄之口：30 米高的險峻斷崖，浪蝕漂亮的石拱不禁讓人感慨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有「世界的盡頭，海洋的起點」之稱的洛卡岬：眺望大西洋之美景，值得永久的回憶及珍藏。
＊海軍海灘：
《米其林指南》推薦，歐洲 10 個最美麗的海灘之一；以及世界 100 個最美麗的海灘之一。
＊貝納吉爾海蝕洞：推薦於美國《赫芬頓郵報》
，公認為世界 16 個各具特色的海蝕洞景點之一。精心
安排遊船一覽令人窒息的海灘美景，是人生在世必去之處，也是夢寐以求的度假勝地之一。
＊佩達德角：人們稱這裡為 "怪石灘”聳立在拉古什西南兩公里處，以獨特的英姿延伸至大西洋之
中。精心安排遊船一覽暗紅色的砂岩在大西洋的風與浪雕琢下，刻劃出懸崖、拱門、蝕洞、岩柱。
＜醉戀浪漫葡萄牙多元小鎮＞
＊全球最美婚禮小鎮～奧比都斯：是個浪漫的中世紀小鎮，探索著古老的城牆和窄窄的青石板街道。
＊安康魚小漁村〜納薩雷：是個純樸安靜且保留著傳統風俗的小漁村，其獨特古色古香的葡式漁民兩
層建築，舊市區之白色居家猶如栩栩如生的綺麗畫作，皆是世界攝影師捕捉人文的必訪之地。
＊葡萄牙威尼斯〜阿威羅：彩繪的船隻與小拱橋共同交織出旖旎的水上風。由船夫撐篙，緩緩搖經藍
色的水道、彎曲的拱橋，感覺就像劃出寧靜水紋的優雅天鵝，悠盪著夢的光影。
＊彩色條紋糖果屋〜新科斯塔：一排一排像旋轉糖果似的彩色條紋屋，紅的、藍的、黃的，鮮豔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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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增添了海邊的活潑氣息，條紋糖果屋一棟棟都靜悄悄的，看起來像華麗別墅似的。
＊躲在岩石群中的屋舍～蒙杉圖：造訪有神奇環狀之奇岩怪石所包圍的純樸村莊，曾經被說是葡萄牙
最典型的村莊，而它美麗的風景及建築令人著迷，與溫和親切的大自然相互輝映。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遺跡的漂亮中世紀小鎮〜埃武拉：保存羅馬遺蹟最特別的地方。
＜醉戀浪漫葡萄牙酒莊之旅＞
＊世界著名的加強型葡萄酒—波特酒〜杜羅河谷：世界遺產景點之列的文化景觀，滿山坡葡萄園覆蓋
的陡峭河谷風景，河谷風景秀美、魅力無窮，稱之為宜人山谷毫不為過。
＜醉戀浪漫葡萄牙極富特色旅館＞
＊以攝影觀光為景點〜布薩科宮殿旅館：位於梅利達的布薩科國家森林，將欣賞著國家森林的美景，
而宮殿旅館與天然的岩石構成一幅美麗的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堡莎德斯：是葡萄牙國營樸實富歷史的優雅酒店，大多位於景觀優美的山腰、綠蔭環抱、四周明媚
的風光。
＜醉戀浪漫葡萄牙世界之最＞
＊哈利波特的圖書館－萊羅書店：曾被 Lonely Planet 評為世界上第三美麗書店。
＊世界十大美麗咖啡館之一：Café Majestic 是葡萄牙的知名咖啡館，創始於 1921 年。
＜UNESCO H.W.＞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地
(UNESCO W.H -1995) 辛特拉、(UNESCO W.H -1996) 波爾圖、(UNESCO W.H -1983) 巴塔拉修道院、
(UNESCO W.H -1986 )埃武拉、(UNESCO W.H -1983)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和貝倫塔、(UNESCO W.H
-2001) 吉馬朗伊什
------------------------------------ 燦爛的大自然、人文彩繪等著您來捕捉 -----------------------------------團費：10 人: NTD214,000 元 / 15 人: NTD198,000 元
出發日期：2017 年

// 訂金：

//商務艙追加 NTD:

(入內參觀，含門票與攝影費)

01. 臺北杜拜
航班：EK367 23:35/04:15+1 (8H40M)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杜拜，轉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02. 杜拜里斯本→35KM 卡斯爾什→地獄之口→20KM 洛卡岬→20KM 辛特拉
航班：EK 191 07:25/12:35 (8H10M)
中午抵達里斯本，有〔歐洲的鄉村〕之稱，傳說十字軍東征時一支基督教軍隊建立的城市，傳統與現
代並沒有造成所謂的不協調！
奢侈小鎮卡斯爾什古城：古城保存完好，精緻細膩，修繕巧用心思，及藍色大海，白色沙灘，碧水見
底。自 19 世紀末被國王路易士一世選為夏宮之地，溫和的氣候，全年 260 天的平均無雨日，也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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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多數富裕家庭紛紛追隨皇家到這裡造別墅、建莊園的主要原因。卡斯爾什光明聖母要塞坐落在遊船
碼頭和度假區之間，始建於 1594 年，曾是里斯本海上防禦的重要據點，1755 年地震時嚴重受損，後
來逐漸失去軍事價值。
地獄之口：是這座城鎮最著名的自然海蝕景觀，30 米高的險峻斷崖，長時間的浪蝕形成漂亮的石拱，
不禁讓人感慨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有「世界的盡頭，海洋的起點」之稱的洛卡岬，眺望大西洋之美景，值得永久的回憶及珍藏。
早餐：X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Tivoli Sintra 或同等級
03. 辛特拉
英國詩人拜倫眼中的「地上伊甸園」
，造訪仙達皇宮(UNESCO W.H -文化 1995)，承繼了摩爾式、哥
德式、葡萄牙式的建築風格及庭園造景，您可感受葡萄牙海權時代的尊榮，它是葡萄牙保存最完好的
中世紀皇家宮殿，從 15 世紀初到 19 世紀後期或多或少有王室連續居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遺產。
佩納宮和摩爾人城堡：被稱為是葡萄牙的一座 19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義建築，位於辛特拉市聖
伯多祿堂區一個山丘的山頂。1995 年宮殿作為辛特拉文化景觀的一部分入選為世界遺產。也是葡萄
牙國家古跡，以及葡萄牙七大奇跡之一。佩納宮建於 1840 年，是當時葡萄牙女王瑪麗雅二世的丈夫
～費迪南德送給她的皇宮。明黃色和粉嫩紅色的外觀，多變的造型和建築風格都很像童話故事中的城
堡。從各個角度欣賞都超美。
日落美景阿澤尼亞什濱海村：依著山坡而建的白色海景村莊，世界攝影家的最愛。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阿澤尼亞什濱海村餐廳

住宿：4Tivoli Sintra 或同等級
04. 辛特拉→98KM 奧比都斯→52KM 納薩雷
雷加萊拉莊園：最知名也最讓人驚奇的一口通天井，它隱藏在一座回旋高塔裏，高塔有好幾層入口，
從入口進入後，才會發現內部別有洞天。如果從外觀看根本看不出個所以然，所以大家一定要走進去，
一圈圈向下，最後走到最底部，往上一看才是奇妙而神秘的景色。
全球最美婚禮小鎮～奧比都斯：是個浪漫的中世紀小鎮，探索著古老的城牆和窄窄的青石板街道，是
寧靜、安祥有如童話般的地方，這個中古世紀的古城保存的十分完整，地處海拔 80 米依山傍海而建
的小城，西元前 308 年就已經有人居住有些地方，你會感覺到靈魂呼吸的暢意，生命的顏色的閃亮。
13 世紀時，皇后伊莎貝拉摯愛此地，好似鑲在大西洋岸的一顆珍珠，國王阿方索二世就將此城送與
皇后，作為結婚禮物，因此有了「白色婚禮之城」與「山谷間的珍珠」的美稱，全世界情侶都夢想著
來這，也因此榮獲世界十大浪漫結婚聖地票選第四名的結婚聖地結婚。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Miramar Hotel & SPA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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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納薩雷→33KM 巴塔拉修道院→112KM 布薩科國家森林
安康魚小漁村〜納薩雷：是個純樸安靜且保留著傳統風俗的小漁村，其獨特古色古香的葡式漁民兩層
建築，舊市區之白色居家猶如栩栩如生的綺麗畫作，皆是世界攝影師捕捉人文的必訪之地。納薩雷懸
崖，是葡萄牙沿海最著名的風景之一，岩面高 318 米。
巴塔拉修道院：巴塔拉修道院是葡萄牙國王若昂一世為感謝聖母幫助葡萄牙人於 1385 年戰勝卡斯蒂
利亞人而建。該修道院是伊比利亞半島哥特風格的標誌性建築之一。獨特的建築風格和巨大的歷史意
義使其在 1983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以攝影觀光為景點〜布薩科宮殿旅館：位於梅利達的布薩科國家森林，將欣賞著國家森林的美景，而
宮殿旅館與天然的岩石構成一幅美麗的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住宿：5Bussaco Palace Hotel 或同等級
06. 布薩科→33KM 孔布拉→63KM 阿威羅→73KM 波爾圖
葡萄牙大學城〜孔布拉：是座極具魅力的中世紀中期城市，該城市還曾為葡萄牙的首府，因葡萄牙數
一數二的孔布拉大學而知名(建於 1290 年)。
葡萄牙威尼斯〜阿威羅：是潟湖圍繞的小鎮，有兩條運河貫穿，支流則在阿威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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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是「摩裡西羅彩船」，
葡萄牙人常說：我們是海上的民族。在阿威羅的運河上常見一種十分美麗的彩繪船，船身長約 10～
15 公尺，船首尖尖地翹起來形成一個優雅的弧型，每艘摩裡西羅船船首，有船家獨特的彩繪，當它
們修長的身影由船夫撐篙，緩緩搖經藍色的水道、彎曲的拱橋，感覺就像劃出寧靜水紋的優雅天鵝，
悠盪著夢的光影。
彩色條紋糖果屋〜新科斯塔：是座面向潟湖的小村子，有一排一排像旋轉糖果似的彩色條紋屋，紅的、
藍的、黃的，鮮豔色彩更增添了海邊的活潑氣息，條紋糖果屋一棟棟都靜悄悄的，看起來像華麗別墅
似的，雖然外觀簇新，但屋齡已超過百年。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住宿：4 Hotel Melia Gaia - Vila Nova De Gaia - Porto 現代化 或同等級
07. 波爾圖
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波爾圖，自古以來波爾圖就是葡萄牙北方的大港，也是聞名世界的波特酒產地，
至今仍是葡萄牙第二大城。波薩宮和聖貝托火車站之巨幅藍色磁磚。
哈利波特的圖書館：萊羅書店，曾被 Lonely Planet 評為世界上第三美麗書店。銜接兩層樓的紅色旋
轉樓梯，配上整片的木製書牆，此書店的華麗造型也的確啟發了當時旅居於波爾圖的哈利波特作者
J.K. Rowling。
世界十大美麗咖啡館之一：Café Majestic 是葡萄牙的知名咖啡館，創始於 19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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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溫馨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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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船暢遊杜羅河，杜羅河貫穿整個城市，最後出海於大西洋，欣賞河岸有許多(UNESCO W.H -文化
2001)中世紀建築之古城區、酒廠、酒窖，都是波爾圖觀光的重點區域，流經波爾圖市區的杜羅河河
上橫跨著三座橋，三座橋各具特色，舊城內有許多舊時期留下的美麗建築，精細的雕刻及華麗的裝飾，
讓人印象深刻。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住宿：4Hotel Melia Gaia - Vila Nova De Gaia - Porto 現代化 或同等級
08. 波爾圖→60KM 巴賽羅斯→25KM 布拉加→25KM 吉馬朗伊什
巴賽羅斯：為葡萄牙著名花公雞的發源地，相傳數百年前途經巴賽羅斯的朝聖者被誤認為竊賊，在被
吊死前他聲稱法官餐桌上的烤雞將會復生為其申冤，而那隻烤雞果然爬了起來大聲鳴啼。此後「熟雞
會啼」成為公正、好運的象徵，深入葡國文化。在大街小巷均能看見五彩繽紛的公雞，十分溫馨可愛。
聖克魯斯教堂，古樸的教堂內莊嚴肅穆，但外頭沿街的公雞裝飾令人感到輕鬆活潑。位於卡瓦杜河
畔的考古博物館，為一座伯爵宮殿遺址，在此可以眺望巴賽羅斯風情。
布拉加：葡萄牙著名的北方古城，參觀山上仁慈耶穌朝聖所，這座教堂前有巴洛克風迴旋長梯，形
成一條神聖之路的朝聖所，在歐洲相當罕見，為宗教名勝。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住宿：4 Hotel de Guimaraes 或同等級
09. 吉馬朗伊什 →110KM 杜羅河谷佩蘇達瑞格小鎮→13KM 拉梅古
葡萄牙第一任國王～吉馬朗伊什歷史中心：吉馬朗伊什老城是一座始建於 4 世紀的僅有 1 萬多人的小
城。誕生在這小城的阿方索亨利克斯(1110-1185 年)，並於 1143 年以吉馬良斯為都城，創建了葡萄牙
王國，因此葡萄牙人稱吉馬良斯為「葡萄牙的搖籃」。該城的城牆上仍嵌著一行醒目的文字：「在這
裡誕生了葡萄牙」。欣賞建於西元 996 年的吉馬朗伊什古堡建築群，地勢險要，其主樓用花崗石建
造、布拉甘薩公爵皇宮、是根據葡萄牙國王若奧一世的旨意 1 世紀建造的，其風格受諾曼第式建築
的影響。它曾是國王的寢宮，現為博物館、羅馬式的科斯塔修道院(1154 年)。
世界著名的加強型葡萄酒—波特酒〜杜羅河谷：世界遺產景點之列的文化景觀，滿山被葡萄園覆蓋的
陡峭河谷風景，河谷風景秀美、魅力無窮，稱之為宜人山谷毫不為過。杜羅河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一
條主要河流。發源於西班牙索裡亞省，由東向西，最終在葡萄牙波多南約 3 公里處注入大西洋，長
897 公里，流域面積 9.8 萬平方公里。杜羅河酒莊之旅，從不同的角度瞭解這區葡萄酒的生產過程。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酒莊葡萄酒宴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或同等級
10. 拉梅古→220KM 蒙杉圖
拉梅古：悲傷聖母教堂，沿著教堂前的迴旋階梯一路迂迴而上可見美麗的花磚圖案，馬賽克玻璃花
窗也十分美麗。
躲在岩石群中的屋舍～蒙杉圖：葡萄牙中北部之貝拉阿爾泰區，造訪有神奇環狀之奇岩怪石所包圍的
純樸村莊，曾經被說是葡萄牙最典型的村莊，而它美麗的風景及建築令人著迷，與溫和親切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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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輝映。如今，街道和房屋仍然保持著葡萄牙最真實的部分：尤其是將房屋建在岩石群中，而城堡
與天然的岩石構成一幅美麗的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住宿：4TRYP Colina Do Castelo Hotel 或同等級
11. 蒙杉圖→141KM 維德→14KM 馬維歐
阿藍特如維德城堡：最古老的世界救世主教堂(十三世紀末期)，它的內部裝飾著由藍色和白色的瓷磚
砌成的鑲嵌板，維德城堡另豐富的自然寶藏而著名的是溫泉，有著獨特的療養作用。其中維拉泉和麥
阿利雅達泉最為出名。有個民間傳說，喝了麥阿利雅達泉泉水必須回維德城堡結婚。漫步於陡峭且狹
窄的猶太人區小道，葡萄牙保存最完好的猶太人區之一，保存了哥德時期最大的民間建築遺產，不要
被其中世紀記憶的魅力所迷惑哦。
阿藍特如白色小村〜馬維歐：被一大片典型的白色房子包圍的城，眼前整片景色中尤其突出，絕對是
帶給遊客驚喜。從高處看，阿藍特如的美景一覽無餘，盡顯妖嬈。
堡莎德斯旅：是葡萄牙國營樸實富歷史的優雅酒店，大多位於景觀優美的山腰、綠蔭環抱、四周明媚
的風光。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住宿：4Pousada de Marvao - Santa Maria 或同等級
12. 馬維歐→120KM 阿雷歐蘿絲→25KM 埃武拉→215KM 阿爾加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遺跡的漂亮中世紀小鎮〜埃武拉：羅馬人在西元前 1 世紀已掌控葡萄牙，
埃武拉最特別的地方是鎮中心，保有一座羅馬神殿，建築完成於 2 世紀，奉祀戴安娜女神、羅馬的中
心廣場、帶著古羅馬風情的水道橋。
希臘藍白小鎮〜阿雷歐蘿絲：民俗陶器小鎮，處處充滿著豐富色彩陶器，手工織毯更是另一特色，並
欣賞小巧潔白的伊莎貝爾王妃小教堂。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Hotel Algarve Casino 或同等級
13. 阿爾加維→57KM 法羅→57KM 海軍海灘→2KM 貝納吉爾海蝕洞→34KM 拉古什
法羅：法羅是葡萄牙東南端一座歷史古鎮，瀕臨大西洋，因而法羅也是沼澤上逐步發展起來的一座都
城。通向老成的維拉拱門，建立在殘存的阿拉伯城牆上，成功地將阿拉伯、摩爾和義大利元素融為一
體。走進城門仿佛是穿過了時間隧道，漫步小巷高牆深院依然如故，但已不是昔日的主人，據說衛城
牆裡基本沒有居民居住，大都是政府或其他的辦事機構，主要有市政大廳、法羅大教堂和拱門遺址，
據傳說，國王阿方索三世在征服法羅的戰爭中曾在這裡休息。
海軍海灘：由《米其林指南》推薦，歐洲 10 個最美麗的海灘之一 ；以及世界 100 個最美麗的海灘之
一。它不僅擁有美麗的懸崖、高品質的水質，更是國際廣告公司和電視廣告的宣傳材料。
貝納吉爾海蝕洞：推薦於美國《赫芬頓郵報》，公認為世界 16 個各具特色的海蝕洞景點之一。精心
安排遊船一覽令人窒息的海灘美景，海蝕洞頂的圓形裂口將陽光引入，使洞內細軟的沙粒閃閃發光。
是人生在世必去之處，也是夢寐以求的度假勝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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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Vila Gale Lagos 或同等級
14. 拉古什 Lagos →300KM 里斯本
佩達德角：人們稱這裡為 "怪石灘”聳立在拉古什西南兩公里處，以獨特的英姿延伸至大西洋之中。岬
角周圍散落著許多千奇百怪的巨岩，幾經風雨洗練和浪濤沖蝕，大小洞穴雲集叢生，石灰岩層色彩斑
斕。精心安排遊船一覽暗紅色的砂岩在大西洋的風與浪雕琢下，刻劃出懸崖、拱門、蝕洞、岩柱。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Fado 秀與葡式料理

住宿：5 The Altis Hotel 位於里斯本的歷史市中心 或同等級
15. 里斯本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一窺十六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摩爾式建築外觀，也是最偉大航
海家達伽瑪之安眠處。之後於貝薩區百年咖啡店、詩人費爾南多·佩索亞雕像。羅斯歐廣場、4 月 25
日大橋、Bica 線小纜車、宫殿廣場、奥古斯塔凱旋門、Fado 吉他博物館、品嚐正宗葡式蛋塔。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The Altis Hotel 位於里斯本的歷史市中心 或同等級
16. 里斯本
阿法瑪區著名景點：展望台、里斯本大教堂。
聖喬治城堡：里斯本的一座城堡，居高臨下俯瞰城市和寬闊的特茹河，有著主要的歷史古蹟和旅遊景
點。在里斯本山頂第一個堡壘建於前 2 世紀，山上早期的土著是凱爾特人和伊比利亞部落，腓尼基，
古希臘，和迦太基，也在此留下了文化痕跡。隨後，古羅馬，西哥特，和摩爾人殖民者住在城堡所在
的地方。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The Altis Hotel 位於里斯本的歷史市中心 或同等級
17. 里斯本  杜拜
航班：EK 192 14:15/01:05+1 (7H50M)
航海時代的序幕～里斯本：半日市區觀光～貝倫區著名景點：象徵著海權強盛時期的葡萄牙〜貝倫
塔，航海紀念碑為航海時代揭開了序幕。
中午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家園。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X

晚餐：X

住宿：夜宿機上
18. 杜拜  臺北
航班：EK 366 03:40/16:15 (8H35M)
晚間抵返國門，結束多采多姿的葡萄牙鄉村深度之旅。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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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資料:
※ 護照正本
※ 訂金七萬元整(若搭乘商務艙或單人
房，須另加收差額)
※ 住家住址、電話
※ 公司住址、電話、職稱
※ 有無特殊餐食要求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02-25000585 轉 12
蘇琬婷：02-25000585 轉 11
網頁：行者無疆旅行社 http://spirittour.com.tw/
臉書：行者無疆旅行社
https://www.facebook.com/spirittour.com.tw
影片欣賞：Y-Tube 〜 findertour001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findertou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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