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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品                 旅                遊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浪 漫 戀 曲 十 四 日  

【全程五星二晚馬德里三晚巴塞隆納、正宗佛拉明哥舞蹈、精彩鬥牛、王牌領隊】 

出發日期： 2018 年 05 月 05 日、05 月 19 日、06 月 09 日、06 月 16 日、06 月 30 日、

07 月 14 日、07 月 28 日、08 月 11 日、09 月 08 日、  

09 月 22 日、10 月 06 日、10 月 20 日 

費   用： NT$ 149,900（七、八月暑假旺季調漲 NT$5,000） 

（上列價格不含護照工本費，但已含機場稅、燃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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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優惠方案： 

※凡於出發四個月前報名並繳交訂金每人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壹萬元之優惠。 

※凡於出發三個月前報名並繳交訂金每人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八仟元之優惠。 

※凡於出發二個月前報名並繳交訂金每人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六仟元之優惠。 

※凡於出發一個月前報名並繳交訂金每人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四仟元之優惠。 

【設計理念】 

利用里斯本進巴塞隆納出的優勢，讓您悠遊穿梭在西葡之間，穿越時空聆聽千古幽情，沉醉於精

湛的藝術中，品嚐美酒佳餚享受人生美好的事物並為自己創造人生的傳奇 ～  

西葡超越時空之美，傳承二千年前古羅馬人的璀璨文化，西元八世紀北非摩爾人傳入伊斯蘭教的建

築風格和回教的精湛藝術，加上前後的天主教文明及近代文藝復興的藝術薰陶，創造出西班牙特有

的南歐風情，現在更蛻變為追逐時尚度假的美好國度，駐足在伊比利半島湛藍天空之下，享受鄉野

靜謐之氛圍，愛戀西班牙＆葡萄牙，就是這麼簡單～ 

慢遊，漫遊，沈浸在浪漫的旅程  

慢遊，漫遊，這是旅遊的新趨勢，極品旅遊不以看似豐富的行程自居或自豪，讓我們以專業的操作，

為您選擇最精彩的景點，保留充足的自由時間，讓您細細品味旅遊藝術饗宴，悠閒地擁抱人間美景。  

嚴選住宿地點與品質  

極品旅遊突破傳統，嚴選住宿的地點與品質，讓大家享有舒適的休息居所，全程全部住宿高級五星

級大酒店共 11 晚且獨創全程在四個景區是連住兩晚以上(里斯本、塞維亞、馬德里、巴塞隆納三

晚)，不必天天換旅館並讓住宿環境成為旅遊行程的延續。本公司並自 2003 年起首創把住宿 HOTEL

及其網站詳列在行程表(請參閱極品旅遊網站)且是全國第一個不使用”同等級”之模糊字眼來混淆客

戶的優質旅行社。 

體驗多樣化的飲食文化  

極品旅遊堅持讓大家品嚐多樣化的當地料理，因為豐富的飲食文化，是深入瞭解人文風俗的好方法。

真誠相待，玩出品味與尊嚴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每人皆知的道理，極品旅遊不花無謂而自吹自擂的廣告費，我們靠的是專業的

品質和一顆熱誠服務的心贏得客人口耳相傳的好口碑，誠如我們的公司文化標竿(SLOGAN)： 

＂自信的風格來自豐富的內涵，NOT JUST BETTER BUT DIFFERENT＂，而在旅途中我們不以繁多

的購物點和高價的自費活動來彌補團費的不足，我們認真地運用團費的每一分錢，在專業熱誠的領

隊帶領下，讓您玩出旅遊的品味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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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品旅遊推薦景點】 

巴塞隆納                    

位於伊比利半島的東北面，瀕臨地中海，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天然良港亦稱海洋之都，又因其眾

多歷史之建築和文化景點均是旅遊者拜訪的標地物，所以又稱藝術之都。其中以安東尼．高第最具

代表的建築巨作【聖家族教堂】最為有名，尚未完工就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其他尚有奎爾宮、奎

爾公園、巴特婁之家等等，1999 年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選為五十個人生必遊景點之一。 

馬德里 

西班牙首都也是最大的都市，位處在西班牙國土的中部，現今與巴塞隆納並列為西班牙的兩大對外

文化窗口，金碧輝煌之馬德里皇宮、館藏眾多畫作之普拉多美術館，絕對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傍

晚時分再來觀賞一場西班牙鬥牛，會讓您的西班牙之旅更無所憾~  

塞維亞 

是西班牙南部的藝術、文化與金融中心，也是西班牙第四大城市，瓜達基維河從市中心穿流而過，

古市區的建築仍然保留著幾世紀前摩爾人統治過的痕跡，那座聳立在瓜達基維河畔的黃金塔訴說著

當時塞維亞的繁榮，而十五世紀哥倫布亦是由此出發前往美洲。它曾舉辦過1992年的世界博覽會，

更是傳統舞蹈”佛朗明哥“發展之主要中心，也是許多歌劇的主要背景，例如最負盛名的【卡門】就

是以此為故事背景。讓我們駐足在嬌豔欲滴紅花似火的九重葛樹下品味塞維亞，晚間聆聽卡門的動

人旋律，觀賞熱情如火卻又帶點滄桑淒涼的佛朗明哥舞蹈… 

里斯本 

葡萄牙共和國的首都，濱臨大西洋，是歐洲最西端的城市。全年大部分時間風和日麗，溫暖如春，

舒適宜人。在地理大發現時代，很多航海家都是從里斯本出發前往世界不同的地方探險，如出名的

達伽馬等。 

鬥牛 

鬥牛是西班牙的國粹，風靡全國，享譽世界，儘管從動物保護的觀點上看似乎有些殘忍，但是作為

西班牙源遠流長的古老傳統還是受到很多人的歡迎。鬥牛場面華麗壯觀，格鬥驚心動魄，具有強烈

的刺激性，而一位成功的鬥牛士猶如巨星般受人景仰和愛戴。千里迢迢來到西班牙豈可錯失這一即

將消失的傳統技藝呢 !  

 

【兩大保證】 

壹、團體是否如期出發，我們會在出發前三星期即告知貴賓，目前旅遊契約書僅要求旅行社在團體

出發前一星期通知客人即可，萬一團體臨時不出常使旅客措手不及卻又無可奈何，極品旅遊嚴

以律己，我們保證會在出發前三星期告知貴賓，否則將賠償每位貴賓多一倍訂金，意即您已繳

交兩萬訂金給極品旅遊則極品旅遊會退還四萬台幣給您，此條例將會列入雙方契約書中。 

貳、極品旅遊保證在所有行程中的旅館部分不使用”同等級”之模糊字眼來混淆客戶，確保客戶權益

是我們基本準則。 

【金質旅遊獎嚴格規定所有得獎者在旅館住宿部分不得使用〝同等級〞或〝同級〞，而觀光局

及品保協會也再三要求所有得獎業者務必遵守此一條例，可嘆的是有些得獎的業者為規避責任，

照樣違規使用〝 同等級〞或〝 同級〞，此舉不僅嚴重破壞商序也讓金旅獎蒙塵，更是罔顧客

人權益，令人失望無法苟同，極品旅遊以高標準要求自己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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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表示： ★－購票入場 ◎－下車參觀 △－乘車經過 

 

第一天  飛向和煦熱情的伊比利半島 

桃園機場 / 伊斯坦堡 IST 或 杜拜 DUBAI                TK -土耳其航空  EK - 阿聯酋航空 

TK- 25  21:55/05:10+1  或   EK-367  23:35/05:05+1  

於歐洲西南隅的伊比利半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所在地，這裡陽光燦爛、氣候宜人，

洋溢著浪漫的度假氛圍，引人心嚮往之。走吧！伊比利半島就在不遠，背起行囊，懷著無

比興奮的心情，與其他有著相同憧憬的團員，齊聚於桃園機場，隨著專業的領隊，搭乘舒適客機

飛往神馳的熱情之地。航班目的地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客機機組人員的精緻招待下，夜色

溫柔覆蓋，於機上酣然入眠。(搭乘土耳其航空飛行時間短，實際觀光時間更優質)  

早餐：X 午餐：X 晚餐：航機上 

宿：航機上 

 

第二天  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 

伊斯坦堡 或 杜拜 / 里斯本 LISBON【葡萄牙】 

TK- 1755  07:35 /10:30  或 EK-191  07: 25/ 12 : 35        【21:30 CHECK IN HOTEL】 

達後，我們將參觀★馬車博物

館，此處陳列 16 世紀以來，

各國王公貴族使用的華麗馬車，由

此可窺視當時葡萄牙王室強盛的情

景。並遊覽◎貝倫塔及帆船造型的

◎航海發現紀念碑，其象徵著葡萄

牙為昔日開啟航海時代的先驅及對

新 大 陸 的 

熱情。亦可在此遠眺葡國第一大橋◎四月二十五號大橋及太加斯河兩岸旖旎風光，之後前往◎傑若

尼莫修道院，一窺十六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曼努爾式建築，讓我們帶您探尋那隱藏

在修道院裡的【上帝之手】，期待它也帶給您幸運；另安排品嚐修道院旁百年老店的正宗★葡式蛋

塔。(註：葡式蛋塔是在 18 世紀時，由修道院修士所創造的點心；當時舉行宗教儀式所穿著的禮服，

皆以大量蛋白漿燙，而剩餘的蛋黃，便物盡其用做成各式糕點。) 

    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觀光，您一定不要錯過具有當地特色的★百年歷史電車，當歐洲各大都市

進行更新，以巴士取代電車作為大眾交通工具時，里斯本仍然保有以電車代步的傳統，讓其穿梭在

大街小巷中，可稱「海上威尼斯，陸上里斯本」。傍晚在市中心◎羅西歐廣場、◎金街、◎銀街、

◎奧古斯塔街中尋寶，讓您沉浸於南歐浪漫氛圍中，晚餐特別安排【葡萄牙窯烤 B.B.Q.自助餐】。 

 

【備註】百年歷史電車的路線很多，敝公司為了讓您

真正感受到搭乘的樂趣，精選景觀最棒、時間較長的

獨家路線，絕非坊間旅行社所安排的 3 分鐘電車就結

束這趟百年電車之旅。 

 

 

 

位 

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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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建議】： 

 
 
 
 
 
 
 
 
 
 
 
 

早餐：航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或航機上 晚餐：葡萄牙窯烤 B.B.Q.自助餐 

宿：(豪華★★★★★)  EUROSTARS DAS LETRAS 或 DOM PEDRO PALACE HOTEL 或 
VIP GRAND LISBOA HOTEL & SPA 

 

 
 

 

 

第三天   世界的盡頭  海洋的起點 

里斯本－30 Km(0.5 hr)－仙達皇宮 PALACE OF SINTRA－17 Km(0.5 hr)－洛卡岬 CAPE ROCA－116 

Km(1.5 hrs)－歐比多斯 OBIDOS－85 Km(1.0 hr)－里斯本 

【08:00 CHECK OUT HOTEL , 20:00 CHECK IN HOTEL】 

 

餐後，專車前往有英國詩人拜倫眼中的「地上伊甸園」—★仙達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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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世界的

盡頭，海洋的起點」之稱的◎洛卡岬眺望大西洋之美景，並可獲得一份★「歐洲最西點的證明書」，

值得永久的回憶及珍藏。續前往由古典式城牆圍繞的迷你白色小城堡，「中世紀露天博物館」－◎

歐比多斯。這座極具視覺效果的城堡在 1282 年當時葡萄牙國王便將此地封給即將成為皇后的伊莎

貝拉作為結婚禮物，因此這小山城亦有「婚姻之城」的美稱。中世紀的壯觀羅馬水道橋延伸到城門，

無論是城牆或城內的巷道全都是大小石頭砌成，身處在這座古城中讓人感覺舒暢閒逸，尤其走在紅

瓦白牆中更會感覺它是個很耐人尋味的美麗小鎮，而或許它歷代都是由王后管理，空氣中總有著一

種溫柔婉約的氛圍，每個視野角度都呈現不同的魅力。 

 

 

 

早 

  
傑若尼莫修道院附近的百年老店 Pastéis de 

Belém，創於 1837 年，為葡式蛋塔創始名

店，可品嚐正宗道地的葡式蛋塔與小點心。 

到傑若尼莫修道院看「上帝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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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建議】：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地中海魚排料理 

宿：(豪華★★★★★) EUROSTARS DAS LETRAS 或 DOM PEDRO PALACE HOTEL 或 
VIP GRAND LISBOA HOTEL & SPA  

 

第四天   伊莎貝拉女王建立西班牙海上霸權之起點－塞維亞 

里斯本—艾佛拉 EVORA—巴達霍斯 BADAJOZ【西班牙】—塞維亞 SEVILLA 

【08:30 DEPART FROM HOTEL, 22:00 ARRIVE AT HOTEL】 

 餐後前往位於里斯本東邊約 130 公里處的艾佛拉古城(Evora)。因

為曾受過羅馬人統治，所以當地的建築深受羅馬文化影響，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黛安娜神殿，即使原貌佚失但從殘存的希臘柯林斯式列

柱的樣貌，仍可遙想神殿當年的宏偉壯觀。此外城內★人骨禮拜堂以及

◎大教堂都是經典的參訪景點。堪稱處處是古蹟的艾佛拉古城，於 198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文化遺產。中午在巴達霍斯享用午餐後，

續行前往西班牙安塔露西亞首都府及 1992 年世界博覽會之都—塞維亞。

晚餐特別安排觀賞精彩的正宗佛拉明哥舞蹈。 

【註】為了讓您親身感受熱情奔放的佛拉明哥歌舞表演，敝公司特地安

排正統的佛朗明哥表演秀，而非坊間旅行社為了節省成本所安排的洞穴

佛朗明哥秀，兩者的價格及等級相差甚遠。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佛朗明哥秀場+晚餐 

宿：(豪華★★★★★) BARCELO RENACIMIENTOHOTEL 或 GRAN MELIA COLON  

 

早 

 

歐洲最西點紀念碑：身處於此歐洲極西之

地，請您準備好相機，拍下紀念碑、洛卡岬

燈塔與大西洋海岸的經典照片。洛卡岬燈塔

旁的小店，販售優良質料的棉質毛衣，不妨

順道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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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浪漫城市──塞維亞 

塞維亞 SEVILLA 

【08:45 DEPART FROM HOTEL】 

 

維亞的新地標◎都市天傘(METROPOL PARASOL)，於 2011 年建成，頂蓋屬於木造的蜂巢式

結構，編織如綿延成群的雲朵，傘下則是博物館、商場、餐館及觀景台。之後參觀西班牙排

名第一的★塞維亞大教堂(世界第三，僅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及倫敦聖保羅教堂)，大教堂因適逢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黃金時代，造就出不凡之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而對西班牙航海貢獻最大的哥

倫布也長眠於此供後世景仰。之後沿著其旁坡道上★希拉達塔可俯瞰市街景觀，續參觀頗具伊斯蘭

文化風格的◎ALCAZAR 宮殿、◎瑪麗亞露意莎公園、◎黃金塔、◎鬥牛場及富有回教色彩之◎聖

十字猶太區等。 

【備註】如遇大教堂舉行彌撒活動，無法對外開放時，將改安排參觀 ALCAZAR 宮殿)。 

 

 

 

 

 

 

 

 

 

【領隊建議】： 

 

 

 

 

 

 

 

 

 

 

 

塞 

 

 

  

閒坐希拉達塔旁小店鋪，眼看氣勢宏偉的古

建築，耳聽輕快活潑的佛朗明哥樂曲，再配

上一壺 SANGRIA，這種西班牙國飲是以紅

酒、水果切片、糖漿、少許烈酒與蘇打水調

製而成，隨興地啜飲賞景，舒暢愜意。 

參觀塞維亞大教堂時，記得抬頭尋找西班牙

畫家穆里歐名畫《聖安東尼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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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 BBQ 烤肉自助餐 晚餐：安達魯西亞風味餐 

宿：(豪華★★★★★) BARCELO RENACIMIENTO HOTEL 或 GRAN MELIA COLON  
 

 

第六天   歐洲最美麗的阿拉伯世界──格拉納達 

塞維亞－148 Km(2.0hr)－隆達 RONDA－101 Km(1.5hr)－米哈斯 MIJAS－154 Km(2.0hr) 

－格拉納達 GRANADA【09:30 CHECK OUT HOTEL , 21:00 CHECK IN HOTEL】 

 

餐後，前往鬥牛的發祥地─◎隆達，奇特壯觀的斷崖峽谷地形中，新橋與錯落在斷崖邊的白

色建築形成特殊的景緻，隨後參觀西班牙最古老的◎鬥牛場。午餐後前往陽光海岸上最秀麗

的「白色山城」─◎米哈斯，白色的磚瓦、湛藍的天空，窗前花團錦簇，風景如畫，令人駐足流連

忘返啊~ 而◎聖母壇、◎百花巷，更是絕無僅有的景觀；您可在◎憲法廣場，購買多樣化西班牙

彩繪花盤、瓷具，亦可利用彩繪磁磚拼貼出屬於自己的門牌吊飾；之後前往保有濃厚伊斯蘭教色彩

的都市—格拉那達。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隆達燉鴨風味餐 晚餐：格拉納達魚排料理 

宿：(豪華★★★★★) HOTEL M.A. NAZARIES 或 EUROSTARS GRAN VIA 或 EUROSTARS WASHING 
IRVING 

 

第七天   難忘伊斯蘭輝煌年代──哥多華 

格拉納達－201 Km(2.5hr)－哥多華 CORDOBA 

【08:30 CHECK OUT HOTEL , 20:00 CHECK IN HOTEL】 

 

早參觀被喻為「人間樂園」之★阿罕布拉宮城堡區及◎查理五世宮殿、「天堂花園」之◎格

內那利菲皇庭花園。阿罕布拉宮是伊斯蘭教建築與庭園藝術完美的結合，雕飾華麗的 

早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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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柱牆壁，美侖美奐的天花板，明亮精緻的

中庭，都令人驚艷，故被稱為伊斯蘭界宮殿

建築的典範，198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午餐後前往摩爾人文明

據點—哥多華，摩爾人於西元 785 年興建的

★MEZQUITA 回教清真寺是世界第二大的

清真寺僅次於麥加，經過多次修建成為可容

納兩萬五千人的超級大清真寺【阿罕布拉宮

城 堡 區 等 如 遇 宗 教 節 慶 或 

週日彌撒活動不對外開放時，則改安排參觀 ALCAZAR 城堡】。14 世紀時，西班牙面臨基督教復興

運動，卡斯提爾的伊莎貝拉女皇和斐迪南國王結婚，夫妻倆人聯手攻打當時的阿拉伯王國---格拉納

達，阿拉伯人戰敗後被迫退出伊比利半島，而哥多華重新回到基督徒的手中，而那是一個對宗教有

潔癖的年代，復興後理所當然的要剷除異教徒文化，當然也包括了這座重要的清真寺，國王下令將

清真寺改建成大教堂，然而當時負責的建築師卻不忍全部摧毀，設法保留了部份清真寺的樣貌，修

建工程持續兩百年於 16 世紀時完工，清真寺內紅白相間的 850 根拱型瑪瑙碧玉般的大理石圓柱，

有如魔幻森林般的存在著，也許是可蘭經，或許是聖經，喃喃低語飄散在清真寺中千百年，是世界

上唯一蔚為奇觀的清真寺天主教教堂，之後漫步於◎猶太人街區、◎百花巷，並一窺安達魯西亞之

◎中庭藝術與◎古羅馬橋。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安達魯西亞牛尾餐 晚餐：安達魯西亞海鮮風味料理 

宿：(豪華★★★★★) EUROSTARS PALACE HOTEL 

 

第八天   唐吉軻德──白色風車村 

哥多華－AVE 列車(1.0 hr)－皇城 CIUDAD REAL－92Km(1.0 hrs)－白色風車村 CONSUEGRA－

60Km(0.6 hr) －托雷多 TOLEDO－80Km(1.1 hrs)－馬德里 MADRID 

【08:30 CHECK OUT HOTEL , 20:00 CHECK IN HOTEL】 

晨搭乘西班牙★AVE 高速列車前往曼查省首府—皇城，抵達後拜訪西班牙著名小說「唐吉軻

德」故事背景所在地◎白色風車村，白色風車群在一片無垠的平原排列展開，構成典型拉曼

查地區的鄉村風景，並前往◎唐吉軻德客棧享用午餐，之後前往◎托雷多古城參觀。 

 

  托雷多是西班牙著名的古城，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雖然過往政治中心的光環不再，當地仍保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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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濃厚的中古世紀風韻，讓人眷戀不已，托雷多古城位在半山腰，由太加斯河像絲帶般穿越纏繞，

徒步上山對體力是一大考驗，所以我們選擇從廣場搭乘★觀光小火車，先以環城的方式繞城一圈，

並由太加斯河畔遠眺古城區美景，接著再安步當車，悠遊於古城裡。來到托雷多，在地名產修女核

桃糕（MAZAPAN）可不容錯過，這種甜點源自於修道院，現在則是西班牙聖誕節的必備甜點；淺

嚐核桃糕美味之後，我們漫步來到鄰近的★聖多梅教堂，觀賞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著名之畫作《歐

加茲伯爵之葬禮》。傍晚時分來到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唐吉軻德客棧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 : (豪華★★★★★) HOTEL WELLINGTON 或 HOTEL EUROSTARS MADRID TOWER 或 

                    HOTEL MIGUEL ANGEL BY BLUEBAY 或 HOTEL MELIA MADRID PRINCESA 

 

第九天   歐洲文化名城──馬德里 

馬德里 

【09:00 CHECK OUT HOTEL , 21:00 CHECK IN HOTEL】 

德里不僅是西班牙首都，也是歐洲著名的歷史名城，它雖然不如西班牙多數古城歷史久遠，

但其熱情洋溢、活力十足的大都會形象，讓人忍不住愛上它。早餐後先安排一趟藝術巡禮，

知名的★普拉多美術館是全球三大美術館之一，收藏 14 ～ 19 世紀歐洲各地繪畫、雕塑及工藝品，

西班牙名畫家艾爾‧葛雷哥、哥雅、委拉斯蓋茲等著名畫作亦在收藏之列，其館藏之多令人驚豔，

堪稱世界級的藝術殿堂。接著參觀馬德里市區幾座廣場，首先拜訪◎西班牙廣場，它的有名之處是

立有大文豪塞萬提斯及其筆下夢幻騎士唐吉軻德的雕像；◎哥倫布廣場豎立著哥倫布雕像，他的臉

朝著新大陸方向，讓人憶起 15 世紀西班牙海權極盛的輝煌年代；西班牙公路網中心點◎太陽門廣

場，傳說踏上這裡的◎西班牙零公里標界，日後一定會再回到馬德里。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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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拜訪★西班牙皇宮，皇宮採巴洛克古典主義設計，裡面的壁畫、水晶吊燈、時鐘等極其

珍貴，洛可可華麗風格的絢爛裝飾及擺設，不禁讓人遙想西班牙海權強國時代的奢華氣派。傍晚參

觀西班牙國粹〜★ 鬥牛，鬥牛是士西班牙的國粹，風靡全國，享譽世界，儘管從動物保護的觀點

上看似乎有些殘忍，但是作為西班牙源遠流長的古老傳統還是受到很多人的歡迎。鬥牛場面華麗

壯觀，格鬥驚心動魄，具有強烈的刺激性，而一位成功的鬥牛士猶如巨星般受人景仰和愛戴。千

里迢迢來到西班牙豈可錯失這一即將消失的傳統技藝。晚餐安排西班牙著名美食：Paella，以扁平

大鐵鍋盛裝各式海鮮、雞肉、高湯、生米與番紅花燉煮而成。 

【備註】：為著讓貴賓們舒適的觀賞鬥牛表演我們特別安排較貴的背陽區。 

         如遇鬥牛表演因故取消則每人退費 50 歐元，敬請見諒。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著名火腿博物館美食 晚餐：西班牙海鮮燉飯 

宿：(豪華★★★★★) HOTEL WELLINGTON 或 HOTEL EUROSTARS MADRID TOWER 或 
                    HOTEL MIGUEL ANGEL BY BLUEBAY 或 HOTEL MELIA MADRID PRINCESA 

 

第十天  處處充滿驚奇的古城──塞哥維亞 

馬德里－73Km(1 hr)－阿維拉 AVILA－67 Km(1 hr)－塞哥維亞 SEGOVIA－96Km (1.5hrs)馬德里－搭

乘國內班機(1.5 hrs)－巴塞隆納 BARCELONA 

VY-1014 18:00/19:15【08:30 CHECK OUT HOTEL , 22:00 CHECK IN HOTEL】 

晨前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十一世紀古城—◎阿維拉，此城由 9

個城門與 88 座堅固渾實城垛圍繞，鮮綠草地中聳立著雄偉的城牆，令人驚歎不已，參觀◎

阿維拉大教堂、◎聖文森教堂等，此城同時也是天主教聖人德雷莎的出生地，自古慕名朝聖者紛踏

而來。您亦可於有名的制高景點◎四支柱，與名城合影留念。之後沿著風景秀麗的瓜達拉馬山來到

中世紀古城—塞哥維亞，午餐特別安排於當地百年老店品嚐香脆可口的【烤乳豬風味餐】。下午參

觀位於城區西北偶的◎ALCAZAR 城堡，據說是當年迪士尼卡通【白雪公主】的藍本，所以一定要

與城堡合影留念，接著參觀二千年前由羅馬人興建的花崗岩◎水道橋，您可感受到該城昔日在羅馬

人統治時之繁榮盛景，並沿著古意盎然的◎國王大道漫步欣賞美麗的街區風光、建築、◎主廣場、

有「教堂中的貴婦」之稱的◎大教堂、◎鳥喙之家等。傍晚搭機前往巴塞隆納。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 西班牙烤乳豬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豪華★★★★★) HOTEL MELIA BARCELONA SARRIA 或 HOTEL REY JUAN CARLOS I 或 
RENAISSANCE BARCELONA HOTEL 

 

 

 

 

 

早 

 



2018 西班牙&葡萄牙浪漫戀曲十四日 第 12 頁，共 15 頁 

 

 

第十一天   現代藝術的前衛之都──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 BARCELONA 

【09:00 CHECK OUT HOTEL , 20:30 CHECK IN HOTEL】 

 

 

 

 

 

 

 

 

 

 

 

 

 

 

塞隆納是 1992 年奧運會舉辦地，更是文化與藝術的前衛之都，藝術家的孕育地，早在 19 

世紀它就是國際化都市。巴塞隆納的精采，在於現代建築與藝術的交融薈萃，它是歐洲著

名的旅遊勝境，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數千萬名遊客到訪。巴塞隆納最舉世聞名的地標，為天才建

築家高第所興建的★聖家族教堂 SAGRADA FAMILIA，建造時間超過一百卅年，至今尚未完工，聖

家族教堂以高聳獨特的建築設計，被視為高第最偉大作品，也是全世界唯一還沒完工就被列為世界

遺產的建築物。之後參觀★巴特婁之家 CASA BATLLO，同樣是高第的經典作品，有如生命律動的

卓越設計，不只是視覺上的饗宴，也滿足了人們愛幻想的心。參觀完畢後，前往◎孟特惠克山丘、

◎1992 年奧林匹克會場，並可於山丘上遠眺巴塞隆納港區，美不勝收的地中海風光，市街美景盡

收眼底，令人流連忘返。之後您可於巴塞隆納最著名的商業購物區◎蘭布拉斯大道、◎加泰隆尼亞

廣場享受無壓力的購物之樂，盡情感受巴塞隆納的南歐風情。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四隻貓餐廳美酒佳餚 

宿：(豪華★★★★★) HOTEL MELIA BARCELONA SARRIA 或 HOTEL REY JUAN CARLOS I 或
RENAISSANCE BARCELONA HOTEL 

 

第十二天   現代藝術的前衛之都──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 BARCELONA 

【09:00 DEPART FROM HOTEL 】 

午驅車來到★奎爾宮 PALAU GUELL 拜訪高第的另一傑作，他運用鑄鐵、繽紛磁磚為建材，

賦予建築生命力及想像空間，充滿幻想的建築模式，是高第一貫的設計風格。之後參觀高

第另一著名傑作---★ 奎爾公園 PARC GUELL， 80 年代後的今天，奎爾公園裡的建築物和構築物

的美妙精細之處，仍讓人驚嘆不已，回味無窮。在公園的入口處有兩座亮麗釉彩如同童話般的糖果

屋，一旁還有兩座奇異的立體噴泉，一個是代表加泰羅尼亞的守護神---變色龍，另一個是加泰羅尼

亞的徽章---巨型蜥蜴。表面均採用馬賽克瓷片拼成，色澤艷麗而造型生動，除作為公園的主題象徵

和鎮園之寶外，它們還兼有重要的排水功能，每當大雨滂沱時，蜥蜴和變色龍的嘴中就會噴湧出從

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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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柱廳下瀉的水流，顯得生動可愛。從拾階而上，就是著名的百柱廳，這個有 86 根陶立克式（希

臘風格）立柱支撐的建築原本是一個市場，而中空型的立柱，除了支撐屋頂外，兼具泄洪功能，在

立柱的頂部還有精彩的裝飾，使得百柱廳更加生動和美觀，百註聽的屋頂上，是著名的圓形大廣場。

這裡有堪稱是世界第一長度的座椅。長椅用石砌成，形似波浪蜿蜒曲折，表面用馬賽克碎片隨意拼

貼，圖形各異且隱含寓意，長椅根據人體力學設計，靠背彎度恰到好處，讓人坐在堅硬的石椅上卻

感到十分愜意，長椅設計時兼顧到不同的對象，外弧為單人座，內弧略為寬大的情侶座，這種獨特

的設計別有一番情趣。下午是眾人期待的自由活動時間，您可再次深入探訪古城的歷史遺跡也可在

大街小巷搜尋 SHOPPING 標的物；或是讓自己迷失在幽徑小巷中來一段浪漫的奇遇之旅吧~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發 15 歐元餐費自理  惜別晚餐： 頂級綜合海鮮風味餐+酒水
(含龍蝦燉飯及大頭蝦…等) 

宿：(豪華★★★★★) HOTEL MELIA BARCELONA SARRIA 或 HOTEL REY JUAN CARLOS I 或
RENAISSANCE BARCELONA HOTEL 

 

第十三天  在公園裡遇見米羅的奇想世界 

巴塞隆納 / 伊斯坦堡 或 杜拜 DUBAI  

TK – 1856  18:55/23:20 或  EK-186  15:30/00:25+1 【08:30 CHECK OUT HOTEL】 

 午驅車來到◎米羅公園，公園裡碩大的藝術作品乃是米羅的《女人與鳥》，鮮豔色澤彰顯出

米羅的奇想世界，自由不受拘束的孩童氣息，風格突出。米羅公園旁邊的◎西班牙廣場，

是巴塞隆納最大廣場之一，其高達 47 公尺的威尼斯人塔，展現巴塞隆納不凡的氣派。廣場旁有座

◎古代鬥牛場，現已改建成購物中心，搭乘電梯登臨頂樓，可以 360 度欣賞巴塞隆納街景，浪漫

迷人，結束之後，即前往巴塞隆納國際機場搭機返台。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搭機發餐費 15 歐元自理 晚餐：航機上 

宿：航機上 

 

第十四天  我心留在地中海的浪漫夢幻裏 

伊斯坦堡 或 杜拜 / 桃園機場 

TK – 24  01:45 / 17:55  或  EK-366  04 : 35 / 16 : 50 

班機於傍晚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愉快難忘的伊比利半島之旅。 

早餐：航機上 午餐：航機上 晚餐：甜蜜的家 

宿：甜蜜的家 

 
※ 以上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之實際情

形調整順序，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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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特色＊＊＊＊＊ 
自 信 的 風 格 來 自 於 豐 富 的 内 涵 

NOT  JUST  BETTER  BUT  DIFFERENT 
1. 搭乘聲譽優良的土耳其航空或阿聯酋航空客機，安全舒適。 

2. 全程使用豪華空調大巴士，寬敞舒適。 

3. 全程全部住宿高級五星級大酒店共 11 晚，極品旅遊嚴選住宿的地點與品質，讓大家享有舒適

的休息居所，並讓住宿環境成為旅遊行程的延續。 

4. 全程在酒店內享用豐盛的自助式早餐。 

5. 安排豐富美味的風味餐：a. 卡斯提爾烤乳豬 b.安達魯西亞牛尾餐 c.西班牙海鮮燉飯 d.西班牙

海鮮拼盤等，不僅讓您吃的健康更讓您享受當地的美食且全程午晚餐皆供應礦泉水或飲用水。

出國享受當地美食本是旅遊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也不是每餐皆大魚大肉，這樣反而有礙健

康，本公司有鑑於此，除安排當地有名的風味餐之外也精心策畫安排幾餐特殊的風味料理以饗

貴賓，希望您會滿意我們的安排。極品旅遊堅持讓大家品嚐多樣化的當地料理，因為豐富的飲

食文化，是深入瞭解人文風俗的好方法。 

6. 每人每天供應兩瓶礦泉水，搭長途飛機日除外，並且每日午晚餐皆提供礦泉水或飲用水。 

7. 含括最多的門票景點（詳如行程表）且不惜花費鉅資聘請當地資深英文或中文導遊為我們做詳

細導覽及解說。 

8. 贈送每人行李綁帶一條。 

9. 安排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巧導覽耳機，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

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註 1：使用全新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領隊人員。 

10. 全程專業領隊貼心服務－專業、熱誠、服務佳。 

☆☆☆☆☆ 備    註 ☆☆☆☆☆ 

a. 本團費不含括下列小費（司機、導遊、領隊、行李），在此部分建議每位貴賓準備壹佰肆拾歐

元，感謝您的配合！ 

b. 如欲升等商務艙者，每人加價約 NT$ 85,000～98,000【根據航空公司之規定】。 

c. 本團費已含括三佰萬旅遊責任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不過 65 歲以上及 14 歲以下只能投

保二佰萬旅遊責任險，但仍有包括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 

d. 如指定住宿單人房則須加價 NT$ 36,000。 

e. 行程表列的 CHECK IN 和 CHECK OUT 的時間僅供參考，一切以領隊之決定為準。感謝大家的

合作與支持。 

f. 行程表內的公里數及拉車時間皆已考慮到當地的地形，諸如山地、丘陵、平原等和各種最新

的路況，如行駛在高速公路、省道、鄉間小路等，當然更包括上廁所的時間(約 2 小時〜2.5

小時上一次廁所，每次以 20 分鐘計算)。 

g. 本行程採用土耳其航空或阿聯酋航空團體機票，不得脫隊或延回，當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即

無退票價值；因此若旅客繳訂金後反悔解除契約，依據觀光局旅遊定型化契約第廿八條規定，

本公司將收取必要規費。 

h. 本行程行前說明會將於出發日前廿五天舉行，並於當日收取團費尾款。 

 

        敬  祝     旅  途  愉  快    事  事  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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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9號 7樓之 1 TEL：(02)25177155(總機) 

網址：www.yoyotours.com.tw E-mail：yoyotours@hotmail.com 

本行程服務專線：(02) 25181075〜6 傳真 FAX：(02) 25181057 

假日聯絡人：吳志仁先生 0925-503-987  / 黃于芳小姐  0978-803-963   

公司帳戶：永豐銀行台北分行    戶名：吉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21-001-91000352 

 

◆◆◆西班牙常用語彙 ◆◆◆ 

 

1.對—Si  2.不對—Ne  3.早安—Buenos días  4.日安—Buen día  5.謝謝—Gracias 

6.再見—Adiós  7.請—Por favor  8.晚安—Puenas noches  9.對不起—lo siento  10.您好—Hola 

11.水—Agua  12.啤酒—cerveza 13.酒—Vino  14.牛奶— leche  15.左— izquierda 

16.右—derecho 17.咖啡—Café  18.女廁—aseos femeninos  19.男廁—caballeros 

20.壹—Uno 21.貳—dos  22.叁—tres 

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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