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葡 魔幻山城 13 天 (國泰航空-M/M) 

 

 

西班牙特色～醉於南歐的豪邁激情及吉普賽佛朗明哥舞的熱情而渾然忘我! 

★ 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見證西班牙王宮皇室光芒。 

★ 伊莎貝拉的城堡，夢幻之城塞哥維亞。 

★ 加泰隆尼亞地方的藝術之都—巴塞隆納，感受藝術家們驚奇無限的自由想像空間。 

★ 安達魯西亞位於西班牙南部，在這一帶總可在河谷、山巔上看見星羅棋布的白色小鎮，這些小鎮

通稱為「Pueblos Blancos」，意指「白色小鎮」。這種以灰泥抹牆、塗上白漆、蓋上褐瓦的建築

模式，受到伊斯蘭教和摩爾文化影響，還有不少小鎮保留了為數不少的羅馬城堡、天主教堂、清

真寺，充分呈現出安達魯西亞多元豐富的歷史文化色彩。 

★ 鬥牛故鄉—隆達，於西班牙第一且最高的牆樑所在地，仰望橫跨峽谷地之壯觀景象。 

★ 白屋、綠葉、紅花、幽靜的巷弄，花園城市哥多華。 

★ 璀璨的回教文化與摩爾風情，石榴城格拉納達。 

★ 南方不夜之城，美麗迷人塞維亞。 

★ 處處讓人驚喜-昆卡，199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目錄。由於河川沖刷侵蝕而成的 

   斷崖險壁的壯觀景緻，讓它被稱為「中了魔法的城市」。 

★ 瓦倫西亞—古城的前衛生命力，有名列世界遺產的古絲綢市場、大市集和充滿現代感的科學藝術

城區。 

 

葡萄牙特色： 
★ 為何要前往葡萄牙-避免遺珠之憾，伊比利半島上，有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坊間大部分旅遊行

程，主推西班牙單國，沒有推出單國葡萄牙行程。大多台灣旅客，皆把伊比利半島當成一個區塊，

決定前往西班牙單國，以後很難有機會踏上葡萄牙觀光，無法感受世界史第一個海權強國的風

光。我們提醒您，其實僅需您給自己一個機會、多幾天時間，加多一些經費在您的計劃中；便可

觀光葡萄牙，從此不會有遺憾。葡萄牙，一個充滿矛盾的純樸國度。15世紀末期，海上強權的豐

功偉業不再，廿世紀呈現的經濟弱勢與低調作風，為葡萄牙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新、舊市區的

強烈對比，新人類與舊時代的人民，保守與激進、繁榮與落後，在在散發出極端的氣質。市區中

映入眼簾的摩爾式建築、海權盛時之曼奴爾式建築，大量的雕飾、扭曲與紋路，超現實主義的跨

張手法為世人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充滿葡式風味的阿茲雷荷磁磚，因加入西班牙的畫風而發揚

光大，這種繪有圖案花紋的美麗磁磚被用來當作裝飾性建材，受到當地居民與觀光客的極度喜

愛，而此種繁複之花紋，唯有在仙達皇宮才能一一盡覽。 



★ 葡萄牙前往洛卡岬領取「歐洲最西點的證明書」，為人生留下最珍貴的永恆回憶。此為歐陸最西

角之處，更是不可錯過的世界級經典地標。 

★ 拜訪詩人拜倫眼中的地上伊甸園—仙達皇宮，集合了阿拉伯摩爾式、哥德式、葡萄牙式的建築風

格及庭園造景，任何人皆不可錯過的歐洲宮殿。 

 

備註． 

(1).未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2).團體人數上限 45人(不含外站參團)。 

(3).團體人數 16人以上方出團。 

(4).團體旅責險 500萬 20萬醫療。 

(5).貼心安排【隨身無線導覽耳機】，讓你不因集合講解而錯失許多拍照時間。 

 

 

前進西班牙～最佳的飛行航空 CX-Boeing 777-300ER 

國泰航空宣布，將於 2016年 6月 2日開辦每周四班由香港往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直

航服務，進一步擴展歐洲航空網絡。該航線將是香港與馬德里之間的唯一直航服務，

為從歐洲南部往來中亞洲各主要城市的商貿及休閒乘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1.【最最短飛行途徑和時間】 
 在所有飛往西班牙的航班中，國泰航空飛行時間最為少，又下一段轉機時間也最為早，避免你  

 睡眠被中斷，您可以於充分休息，迎接精彩的明日行程。 

2.【最最早抵達西班牙的航班】： 
 在所有飛往西班牙的航班中，國泰航空飛行時間最為早到，讓你有個好的開始，且更多的時間旅遊 

 西班牙。 

3.【最最 Sweet 的航班選擇】： 

 香港與馬德里之間航線採用 777-300ER 執飛，是全球第一間採用此種高效率、高載客量飛機旳及更 

 環保的航班機型。客艙設有屢獲國際殊榮的 40 商務客艙、32 全新特選經濟客艙及 268 長途經濟客 

 艙，各客艙皆具備的先進自選視聽娛樂系統，務求為乘客提供舒適愜意的飛行體驗。 

 

 

 

 

 

 

 



【參考航班】                                           適用日期: SUMMER 2018年4-10月 

天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國泰航空 CX-451 台北/香港 19:30 21:25 

第 二 天 國泰航空 CX-315 香港/馬德里 00:50 08:45 

第十二天 國泰航空 CX-320 馬德里/香港 12:30 07:05+1 

第十三天 國泰航空 CX-530 香港/台北 08:50 10:45 

 

 

Day 1  台北香港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 

往陽光國度西班牙，一趟浪漫熱情的饗宴也隨之開始 

餐   食 晚餐－機上    

住   宿 機上。 

 

Day 2  香港馬德里-165KM-魔幻山城 昆卡-214KM-瓦倫西亞 

   
鬥牛士、佛朗明歌舞、海鮮飯、Tapas、橄欖樹、迷人的地中海..是每個人對西班牙的第一印象。今

日飛抵陽光浪漫國度西班牙後，我們來到有著奇岩絕壁的昆卡，由於河川沖刷侵蝕而成的斷崖險壁

的壯觀景致，還讓它被稱為中了魔法的城市；昆卡的空中懸屋 Casas Colgadas 是它著名的地標，

矗立於烏爾卡河懸崖邊，令人不可思議，建於 14 世紀是當時的皇家別墅，現已是一個美術館；從「聖

帕布羅橋」上可以清楚眺望懸崖邊優美的景致。現今整個城市充滿了迷人的舊時代的魅力和風光的

美麗，就像一個中世紀博物館，處處都重現著中世紀風貌。向晚時分來到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 

下車參觀 懸屋、聖帕布羅橋。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西班牙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ALBUFERA 或 MAS CAMARENA 或 ALAMEDA PLAZA 或同級。 

 

Day 3  瓦倫西亞-145KM-月亮之堡-138KM-塔拉戈那 

早餐後，我們來到瓦倫西亞藝術科學城，利用乾涸河道所進行的都市更新建設，以科學館及類似眼

球的天文館為主，充滿未來感的造型令人驚艷，而造型流線、由兩個薄殼交互融合切割而成的藝術



宮歌劇院，內部設有可容納兩千五百人的多功能表演廳，更被譽為不輸當代的雪梨歌劇院，整個計

劃區域正好相隔了城市的新舊區之間，完美的建築展現為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生命。 

之後前往地中海黃金海岸上的城市—月亮之堡，自羅馬時代小鎮已是一個繁榮的港口城市，深深的

窄巷，兩旁民居雪白的牆壁、鑄鐵彎曲裝點的陽臺，被鮮花、綠色植被裝點得隆重熱鬧，如懸起在

半空中的植物園，抬頭是湛藍的天空，輕易就讓人的思緒墜入迷幻......。隨後前往塔拉戈那，來到有

地中海陽台之稱的海濱散步道逛逛，欣賞地中海美麗景致。 

下車參觀 瓦倫西亞藝術科學城、月亮之堡。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地中海海鮮麵 Fideua       晚餐－旅館內西式三道式 

住  宿 TARRACO PARK 或 IMPERIAL HOTEL TARRAGONA 或同級。 

 

Day 4  塔拉戈那-98KM-巴塞隆納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浪漫之都-巴塞隆納，走進一個築夢的歡樂天堂，相較於瑞士的寧靜與巴黎的

浪漫，巴塞隆納有的是地中海式熱情的陽光與自由奔放的氣息。巴塞隆納因高第而與眾不同，是地

中海魅力四射的都會城市，步在奎爾公園中有如蛋糕一般的夢幻小屋、希臘式的百柱，教人不由自

主的再一次為建築鬼才－高第的才能所懾服。聖家堂以完美而協調的手法呈現，線條簡潔而俐落，

令人激賞。之後我們前往蘭布拉斯大道，這裏隨時都充滿了人潮，逛街、購物。 

下車參觀 蘭布拉斯大道、米拉之家 

入內參觀  奎爾公園、聖家堂。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住   宿 FRONTAIR CONGRESS 或 ALIMARA 或 Renaissance Fira 或 Barcelo 或 Porta Fira

或同級。 

 

Day 5  巴塞隆納里斯本 

今早搭機飛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抵達後，我們首先來到洛克岬 Cabo da Roca，面對浩翰的大西 

洋，一片茫茫無際的大海，令人不由心生天地之悠悠、來此旅遊何其幸福，人生夫復何求！在此並 

可獲得一份『歐洲極西點的證明書』。續往素有『伊甸園』美譽之仙達皇宮參觀，她融合阿拉伯文化 

與歐洲文化所衍生出特別璀璨之美，引人入勝，您可感受葡萄牙海權時代的尊榮。 
 

下車參觀 洛卡岬十字紀念碑(贈送每人『歐洲極西點的證明書』一份)  



入內參觀 仙達皇宮（如遇滿或休館，則改參觀素有葡萄牙凡爾賽宮美譽的奎露絲宮）。 

貼心安排 中段班機(如預定之中段航班遇滿，則改其他航點或改隔日班機，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餐盒或旅館內     午餐－葡萄牙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LUTECIA 或 OLAIAS PAR SUP 或 ALTIS PARK 或同級。 

 

Day 6   里斯本-131KM-艾佛拉-102KM-巴達霍斯(或梅里達 MERIDA) 

里斯本傳說是希臘神話英雄尤里西斯創建的海城，山丘上的聖喬治城堡，壯觀的海港與狹小簇擁的

街道，優雅的林蔭大道及跨海大橋，舊城區保留了過去一切的美好…。另一傳說十字軍東征時一支

基督教軍隊建立了此城市而後形成了國家，古老的市街與淳樸的民風，是歐洲其他現代化都市所沒

有的景象，有著「太加斯河的貴婦人」之名貝倫塔、帆船造型的航海發現紀念碑，象徵葡萄牙為昔

日開啟航海時代的先驅及對發現新大陸的熱情。用香料和黃金所徵稅收修建完成的傑若米莫修道

院，據說達伽馬啟程至印度前的那一晚曾在這裡祈禱。今日特別安排一趟「里斯本名物」懷舊電車

之旅，所經之地方都是有名，也很有趣的地方。更安排品嚐正宗百年葡式蛋塔。 

 

午後出發前往阿蘭特 ALENTEJO 首府艾佛拉，曾是人文薈萃及商業鼎盛的交通要衝城市，並於 1985

年評列為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位於小丘之上古牆圍繞的古城，深受古羅馬和基督教和摩爾文化

影響，多重交互下產生特有的建築風格。黃白相間的房子、斑駁的牆垣、狹窄的巷弄、石板的街道、

滴答的馬車聲，彷彿時空倒流到中世紀裡。Rua 5 de Outuubro 是旅人的最愛的街，是小鎮最熱鬧和

商店雲集的地方。 

下車參觀 貝倫塔、航海發現者紀念碑、傑若米莫修道院。黛安娜神殿、艾佛拉大教堂。 

特別安排 「里斯本名物」懷舊電車之旅。 

美食品嚐 不吃不可的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旅館內西式三道式 

住  宿 AC BADAJOZ BY MARRIOTT 或同級。 

 

Day 7   旅館-216KM-塞維亞-158KM-隆達(或米哈斯)【山城旅館】 

今天我們驅車來到西班牙安達魯西亞首府及 1992 年世界博覽會之都-塞維亞。風情城市塞維亞，如

同熱情的佛朗明歌舞般，需要是阿娜多姿、風情萬種的女人，才能舞出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塞維



亞－安達魯西亞的守護天使，她的獨特就是散發著這種多采多姿、兼容並蓄的美感。滿溢花香、橙

香的巷、鮮明的西班牙廣場訴說著昔時今日的美麗風采。午後來到鬥牛發源地－隆達，聳立於風光

秀麗山岩上隆達山城，它擁有全西班牙歷史最悠久的鬥牛場，及壯麗的山谷地形，構畫出如詩如畫

的古城鎮；海明威《戰地鐘聲》名劇便以此為場景地之一。 
 

下車參觀 塞維亞西班牙廣場。隆達鬥牛場、新橋。 

入內參觀 塞維亞大教堂&LA GIRALDA 塔。(如遇宗教節日及週日彌撒日因而關門，則改安排參

觀塞維亞阿卡薩城堡。)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安達魯西亞 OXTAIL 牛尾餐 

住  宿 山城旅館 MAESTRANZA 或 REINA VICTORIA 或同等級。(如遇訂房滿時，則改住米

哈斯 Hotel Hacienda Puerta Del Sol 或 TRH Mijas 或同等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Day 8   旅館-111KM-英屬直布羅陀-137KM-馬拉加 

今天我們驅車來到英屬直布羅陀，傳說希臘神話裡的大力士－海克力斯在執行第十項任務時，曾經

橫跨直布羅陀海峽，雙腳分別踩在歐洲和非洲土地上，底下剛好就是直布羅陀。這個極具爭議的半

島，面積只有 6.543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 12 公里，是英國的海外屬地之一。1713 年英國自西班牙

取得直布羅陀，並在 1830 年正式宣佈直布羅陀為其殖民地，而西班牙一直聲稱擁有直布羅陀的主

權，一直尋求收復直布羅陀，主權問題至今尚未解決。 

下車參觀 英屬直布羅陀、ROCK APES。 

精心安排 專車上直布羅陀巨巖 ROCK OF GIBRALTAR、聖麥可鐘乳石洞。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傳統炸魚風味餐        晚餐－西班牙 TAPAS 料理 

住  宿 TRYP GUADALMAR 或 SILKEN PUERTA MALAGA 或同級。 

 

Day 9   馬拉加-150KM-格拉納達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格拉納達,擁有世上最美麗的阿拉伯式宮殿，也是格拉納達省首府，也是歷史

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阿罕布拉皇宮（阿拉伯語：حمراء 即「紅色城堡」、「紅宮」，建於蒼木蓊鬱，ال

的山巒之上，是摩爾人在「黃金時代」所遺留下之產物，精緻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驚世

之美令人讚賞；在精雕細琢的皇宮中聳立著卡洛斯五世的文藝復興宮殿，緊挨著消逝的東方廢墟，

宣告權力與征服。阿拉伯式宮廷花園，如天堂中的花園，一年四季，青青、綠綠、紅紅、紫紫，宛

若眾神花園一般，風采永遠不褪！  

入內參觀 阿罕布拉皇宮(UNESCO)&阿拉伯式宮廷花園(如遇滿，則改安排參觀格拉納達皇室禮

拜堂)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安達魯西亞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CORONA 或 MACIA REAL DE LA ALHAMBRA 或同級。 



 

Day 10   格拉那達-201KM-哥多華++AVE++吉達瑞-118KM-托雷多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昔日回教首都-哥多華，逝水悠悠，在物換星移中，古羅馬橋依然與河水相伴，

挺立於人世間達 2000 年之久，精神堡壘－美麗的清真寺代表著摩爾文化在此開花結果，莊嚴、尊貴

的外觀，高低落差且層次分明的內部，瑪瑙、琥珀、大理石、花崗岩分陳，彷彿讓人相信更接近－

阿拉。接續我們來到火車站搭乘 AVE 快速火車前往吉達瑞。抵達後驅車前往鐵甲之都－托雷多。 

另類旅遊新體驗！AVE 火車極速之旅！ 

                                    西班牙的高速鐵路，是為了 1992 年萬國博覽會而建，主要 

                                    目的是為縮短馬德里至南部安達魯西亞之距離及代表西班 

                                    牙科技之進步，它是結合德國 DB ICE 火車及法國 TGV 子 

                                    彈火車的優點設計，可以大大節省拉車時間（從哥多華至 

                                    吉達瑞行車近３小時，又此段為山路，且較無景觀），  

 

Day 11   旅館-159KM-塞哥維亞-85KM-馬德里 

今天我們專車跨過美麗的瓜達拉馬雪山，在沉浸於沿途優美的景致中，來到古城－塞哥維亞，矗立

於街角的古羅馬水道橋，長長的水道宛如將過去與現在連結一起阿卡薩城堡裏儘管卡斯提爾已不

再、白雪公主從此與白馬王子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古堡、山城、教堂..，面對此佳景，當自覺何

謂『美麗人生』！午後返回首都馬德里, 安排參觀結合巴洛克式與新古典主義建築的皇宮，是西班牙

王室鼎盛時之建築，金碧輝煌且美侖美奐的內部，呈現出昔日帝國神聖的餘暉！接續前往「太陽門

廣場」，它是馬德里的中心點，中心點的「零公里 0KM」是一塊不大不小正方形的磁磚，就安放在太

陽門的人行道上，也代表著西班牙之心－馬德里。 

下車參觀 塞哥維亞大教堂、塞哥維亞阿卡薩城堡、古羅馬水道橋。太陽門廣場、零公里 0KM。 

入內參觀 皇宮（皇宮會因外賓來訪而不對外開放，改安排參觀其他皇宮）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古城第一味-香烤乳豬風味餐     晚餐－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住   宿 Axor 或 Tryp Aeropuerto 或 Petit palace Aeropuerto 或 AVANT AEROPUERTO 或同

級。(如馬德里遇大型展覽，飯店客滿，則改入住其他鄰近城市，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 古羅馬橋、百花巷。 

入內參觀 哥多華清真寺(UNESCO)。 

另類體驗 AVE 子彈列車。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西班牙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ALFONSO VI 或 KRIS 或 BREATIZ 或同級。 



Day 12    馬德里香港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伊比利半島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

會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向熱情的西班牙道聲再見，告別南歐熱情拉丁，之後帶著依依不捨的

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   宿 機上 

】 

 

Day 13    香港台北 

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南歐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每逢週日西班牙博物館皆無法接受團體導覽解說，故改由旅客自行參觀，敬請見諒）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參考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