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地盡頭‧海洋開始 

方舟領航 駛向英屬直布羅陀 西葡 13天 (阿聯酋航空) 

 
 

吃在伊比利半島：說到伊比利半島美食非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因為它並非單一的風格型 

式，而是春秋戰國各有各的一片天。數百年以來，此地主要受羅馬人和摩爾人的飲食文化影響。如

料理方式十分「明確」，你不會有「我在吃的是什麼」的疑慮。「看到的就是吃到的」，崇尚「簡單 

」的飲食特性是伊比利半島飲食的一大重點！料理方式簡單、使用的器具簡單、調味料簡單。我們

特別精心挑選安排： 

 

1.高第名作～米拉之家饗宴：巴塞隆納因高第而與眾不同，帶給整個城市嶄新的面貌，而我們將在

高第的名作-米拉之家內享用美味佳餚，讓您體驗在世界文化遺產中用餐的難忘回憶。 

 
 

 

 

 



2. 金氏世界記錄世界第一家餐廳～Restaurant Botin 百年波丁餐廳：創業於 1725年的波丁餐廳，

是一間全世界最古老的餐廳。 

 
 

3.巴塞隆納最古老的餐廳～Can Culleretes：創業於 1786 年的 Can Culleretes，是巴塞隆納最古老，

也是全西班牙第二老的餐廳! 古色古香的餐廳進去就超有 Fu，是許多當地人和遊客都喜愛的餐廳。 

 
 

4. 西班牙傳統料理 TAPAS～精選 5J餐廳：開始於 1879 年的味道，近 130 年的歷史傳承，5J帶給貴

賓最道地的 TAPAS 料理。TAPAS 是從西班牙人特有的飲食習慣中，所洐生出的一種獨特「輕食文

化」。盛傳以前酒館為了招待旅人歇腳，常在酒杯上放置一碟「輕食」如麵包等，以應付客人的

胃口。後來此種食物已無法滿足漸漸地各式的配酒小菜漸漸搬上桌，TAPAS 便由此傳產生。我們

所精選的這間美食餐廳，主要是提供屬於正統道地西班牙佳餚，深受當地人的喜愛。 

 
 

5.塞哥維亞第一味～米其林推薦餐 Meson de Candido 香烤乳豬風味  

西班牙流傳著一句民諺：「你活著是為了吃，而不是吃為了活著」。西班牙的美食在世界上是出了

名的。古城塞哥維亞最負盛名地料理－烤乳豬 Cochinillo asado（燒烤喝牛奶的乳豬）。烹調前把

乳豬浸在牛奶及香料中使之入味，再用藥草薰烤出生三週的小豬，其肉質極為鮮美又香脆柔嫩的

口感，每每讓人難以忘懷。今日特別安排 Meson de Candido 餐廳裡享用當地最是有名烤乳豬。 



 
6.葡萄牙國菜之一大西洋馬介修魚：馬介修魚是葡萄牙餐桌上最常見的主角，據說在葡萄牙它可以 

變化出上千種食譜。是來葡萄牙必吃的美食，我們更特別安排於藍瓷餐廳內，品味佳餚還能欣賞 

餐廳內的藍瓷片貼畫。 

 
 

7.西班牙國飯～海鮮飯 Paella 

說到西班牙料理，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西班牙的國飯 Paella！獨特的做法是由西班牙生米混合蛤

蜊、蝦子、貝類等海鮮及西班牙番紅花直接悶煮，西班牙生米和台灣米並不一樣，口感帶硬且粒

粒分明，千萬別以為他沒熟透唷! 

8.葡萄牙國菜之一 Arroz de marisco葡萄牙海鮮燉飯：葡式海鮮飯的做法與西班牙的海鮮飯 Paella

大不相同；以海鮮高湯加入番茄、白酒、米、淡菜、貝類、蝦..等海鮮一同燉煮，湯汁將被

米飯吸收。相較 Paella 不一樣的地方是湯汁比較多，才是一道美味的 Arroz de marisco 葡萄

牙海鮮飯。 
 

喝在伊比利半島： 

  百年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  

不吃不可的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葡式蛋撻最早由 18世紀葡萄牙里斯本貝倫區傑若米莫修 

道院 Mosteiro dos Jerónimos發明。1937年開始原來的蛋撻在世俗餅店 Casa Pastéis de Bel 

  ém 有售，因為店面位於里斯本貝倫區(Belém)，那裡賣的蛋撻稱作貝林撻(pastéis de Belém)。今 

日，我們特別安排前往貝倫區的一家百年老店，品味道地的葡式蛋撻。 

 



 

  裝在瓶子裏的伊比利半島陽光～Vino 

伊比利半島葡萄酒產量居世界第三，西班牙是全球面積最大的葡萄栽植國家，而葡萄牙的葡萄酒

自羅馬時期就已經開始出口，羅馬人將他們的酒神巴克科斯與葡萄牙聯繫起來。特別是西班牙國

酒－香格里拉，混合紅酒、琴酒、氣泡酒、柑橘等材料，迷人的色澤讓人光看到 Sangría 就微醺。 

 
 

  在婚禮之城喝個交杯酒～巧克力杯櫻桃酒 

巧克力杯櫻桃酒是用純巧克力所製作的小酒盅，盛裝果香四溢的櫻桃甜酒，一口飲盡後，再將巧

克力杯吃下，是來到婚禮之城奧比多斯不能錯過的! 
 

玩在伊比利半島： 

1.走訪古老世界的邊界標誌之一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僅僅隔著 13公里的直布羅陀海峽便與非洲的摩洛 

哥互望！西元 711年，伊斯蘭將軍塔里克 TARIQ 揮軍登陸直布羅陀，從此拉開了入侵伊比利半島 

的序幕。直布羅陀的名字源自於”JEBEL TARIQ”(塔里克的山)。進入直布羅陀當下，你會感受到 

建築風格和招牌文字和西班牙迥然不同，處處流露著英國風情。 

                                  
  (古老世界的邊界標誌之一直布羅陀)     (ROCK OF GIBRALTAR)      (我是原住民 Rock Apes) 
 

2.闖入人間天堂～絢爛安達魯西亞 

 你最喜歡西班牙哪兒？常聽到去過西班牙的人答案，不是巴塞隆納，也不是首都馬德里，而是安 

  達魯西亞！人間天堂～絢爛安達魯西亞，吉他、響板、Flamenco、卡門、鬥牛士、斗蓬、吉普賽 

  、畢卡索、伊斯蘭的美麗與哀愁、純白的遐想…這都屬於安達魯西亞的。如哥多華清真寺、1001 

夜的格拉納達伊斯蘭皇宮、風情萬種的塞維亞，最常令旅人如入魔幻之境，迷失在不知名的山谷 

或小鎮…走進安達魯西亞，就像經歷了一場奇幻之旅！ 
 

3.沉進在千年之都托雷多的時光中 

三面環水的托雷多，素有「三種文化的城市」，幾世紀以來，基督教、伊斯蘭教、希伯來文化給這 

  城市烙下各自的符號，城市的建築更融合展現了這三種元素。幾經多年的征戰後衰頹的托雷多， 

卻也意外地被完整保存下來。即使在千年之後，還能在這裡發現被遺忘的中世紀歐洲時光。 



 

4.尋找傳說中的騎士「唐吉軻德」的足跡 

今日我們如唐吉軻德展開一場騎士冒險之旅，在旅程中，將發生了許多真實與虛幻交錯的事：如 

大戰風車、唐吉軻德受封之處～唐吉軻德客棧..等等 

 

5.藝術重鎮～馬德里不夜城 

馬德里是個相當深度旅遊的城市，城內盡是藝術、文化及建築瑰寶，為歐洲數一數二的藝術重鎮 

。我們特別安排參觀世界三大美術館之一的普拉多美術館和世界三大皇宮之一且集波旁家族建 

築精華的馬德里皇宮。 

 

6.遠眺白雪公主的城堡～塞哥維亞阿卡薩城堡 

  西班牙的歷史從這兒開端，如果沒有那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就不會有 1492年的事，更不會有今日 

西班牙。 

   
 

7.魔幻天堂～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聖家堂、巴特婁之家】 

依山傍海，得天獨厚的觀光資源，加上極富高度想像力的城市建築風格，使得這城市格外迷人， 

  如說馬德里是熱情不夜城，那巴塞隆納即是令人神魂顛倒的狂歡城市。我們將走入高第的異想世 

  界：聖家堂、巴特婁之家。及闖入畢卡索的幻想世界：參觀畢卡索美術館 Picasso Museum，欣賞 

早期及童年的畢卡索作品。 

 

http://www.museodelprado.es/en/
http://www.museupicasso.bcn.cat/en/


樂伊比利半島舞曲雙絕： 

1.葡萄牙：靈魂的象徵，命運之歌～法度 FADO。 
 

 「失落的夜晚…挫敗的靈魂…黑暗的角落…低聲吟唱…

吉他嗚咽…痛苦與罪惡，這一切的存在，全被娓娓訴說

著」。法度 FADO，意為命運或宿命，亦或稱葡萄牙怨曲，

可追溯至 1820年代的葡萄牙，但起源可能更早。為人所

讚嘆及感動的，就是其有著悲慟的曲調與歌詞，大多以貧

困、不順遂的人生為主要題材。 

  
 

2.西班牙：舞動生命，吉普賽人的詠嘆調～佛朗明歌舞 FLAMENCO。 

熱情、活力、浪人悲歌～正統佛朗明歌。 
 

FLAMENCO 不只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源於西班牙南部安達

魯西亞地區的藝術形式，包括歌曲、音樂和舞蹈。最初佛朗明歌只包

括佛朗明歌清唱，後來加上了佛朗明歌吉他的伴奏，有節奏地拍手或

踢踏，和配以舞蹈。有時只有在吉他伴奏下的佛朗明歌舞，但歌唱仍

是佛朗明歌傳統的核心。近年來的伴奏樂器還包括卡宏（一種敲擊的

木箱）和舞孃手中的響板。 

 

住在伊比利半島： 星光閃閃～升等〝九〞晚五星飯店 

伊比利半島的建築在千年異族輪番統治之下，產生了折衷主義的建築特徵。每個時代都有建築

留下，而後代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承繼了歷代的某些特徵，形成歷代因襲的特點。有人說，伊比

利半島是一個建築史博物館，而它的建築文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影響到現代的建築設計師。

(本公司皆會提早作業飯店，惟台灣團體皆成行較慢，若五星飯店遇滿，則改訂鄰近城市之飯店，

或退回五星級旅館之於四星級旅館之價差每人 15歐元，敬請見諒。) 
 

★ 我在殖民地的那一夜～英屬直布羅陀旅館 五星方舟飯店 

    這近在咫尺離非洲僅 13 公里的兵家必爭之地，是英國在歐洲最後一個殖民地。雖然此地住宿及

物價成本高，我們深信這是你此趟住在伊比利半島上難得體驗，特別安排入住的方舟飯店，這

是直布羅陀境內唯一一家五星飯店，擁有賭場、健身中心等設施，感受在遊輪上過夜的獨特體

驗! (南歐海濱渡假式飯店皆以大床型兩人房為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航班】                                           適用日期: WINTER 2017年 11-3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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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聯酋航空 EK-367 台北/杜拜 23:45 05:45+1 

第 二 天 阿聯酋航空 EK-191 杜拜/里斯本 07:25 12:00 

第十二天 阿聯酋航空 EK-186 巴塞隆納/杜拜 14:50   00:35+1 

第十三天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台北 04:45 16:50 

 

第 一 天 台北／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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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海洋國度葡萄牙，一趟浪漫熱情的饗宴也隨之開始。 
 

住  宿 機上。 
 

 

愛在里斯本 IN LOVE WITH LISBOA：來葡萄牙一定要的事… 

TOP-1.<賞>聆聽欣賞葡萄牙靈魂的象徵－命運之歌法度 FADO。 

TOP-2.<玩>特別安排「里斯本名物」懷舊電車之旅，來里斯本必搭不可的交通工具。 

TOP-3.<吃>不吃不可的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我們特別安排前往貝倫區的一家百年老店中享用 

          道地葡式蛋撻。 

TOP-4.<趣>到訪「大地之盡頭，海洋之開端」洛克岬 Cabo da Roca，你可獲得『歐洲極西點證明書』。 
 

 
 

 



第 二 天  杜拜／里斯本 LISB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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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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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特別安排一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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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塊的葡萄牙藍色瓷磚，拼貼在屋外或是裝飾在室

內，都在跟遊客訴說著昔日的風光，我們也特別安排於著名的藍瓷餐廳，品味大西洋馬介修魚。 

下車參觀 貝倫塔、航海發現者紀念碑、傑若米莫修道院。 

特別安排 TOP-2.「里斯本名物」懷舊電車之旅。 

美食品嚐 TOP-3.不吃不可的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藍瓷餐廳-大西洋馬介修魚 

住  宿 五星 Dom Pedro 或 Altis Grand Hotel 或 VIP Grand Lisboa Hotel 或同級。 
 

★最具有葡萄牙傳統風格～懷舊電車之旅 

來到里斯本一定要搭懷舊電車，古色古香的車箱搭配著上木製的椅子，是那般地古老可愛。緩緩而

進的電車，每當行經路口時鈴聲大作，總是吸引路旁行人拿著相機狂拍，它是必搭之經典旅遊體驗。

★來葡萄牙不可不吃的美食～大西洋馬介修魚  

葡萄牙人稱鱈魚為 bacalhau，音譯就是「馬介修」。相傳是在大約 1835 年時無意中發明出來，漁民

發現把新鮮捕捉回來的鱈魚，放到木桶裡儲存，鱈魚被海鹽醃了一段時間後，不但不會腐爛，更會

令到肉質細嫩的鱈魚，變得肉質結實，而且更帶有原始粗獷的海洋風味，受到葡萄牙人歡迎。 

 

極美伊甸園～歐洲最令人愉快的 SINTRA 山城 

第 三 天  里斯本－洛卡岬 CABO DA ROCA－仙達皇宮 SINTRA－奧比多斯 OBIDOS－里斯本<命運之歌

～法度 FADO> 

 
Bom Dia 日安 里斯本！今早來到「大地之盡頭，海洋之開端 Onde a terra termina e o mar Começa 

（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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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沿著葡國美麗的田園鄉間風光，專車前往享有「中世紀露天博

物館」美譽－奧比多斯。此地為昔日歷史王妃的領土及中世紀遺跡。順著山勢彎延的城牆、大教堂、

漆著藍、黃條子相間的白色平房，小巷裡長滿鮮花和橙樹，更特別安排嘗鮮當地著名的巧克力杯櫻

桃酒。晚間我們特別安排聆聽欣賞葡萄牙命運之歌～法度 FADO，在音樂聲中享用道地葡萄牙風味餐，

讓你渡過一個難忘的里斯本一命運之夜。 
 

下車參觀 洛卡岬十字紀念碑、奧比多斯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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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心安排 TOP-1.聆聽欣賞葡萄牙命運之歌法度 FADO。 

TOP-4.每人『歐洲極西點的證明書』一份。 

特別體驗 一人一杯巧克力杯櫻桃酒。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Arroz de marisco 葡萄牙海鮮燉飯   

晚餐－FADO SHOW DINNER (葡式 PERI PERI 雞風味餐) 

住  宿 五星 Dom Pedro 或 Altis Grand Hotel 或 VIP Grand Lisboa Hotel或同級。 

★皇后出產之城奧比多斯： 

聳立在小山崗上的古城奧比多斯，被淡黃色的城牆所圍繞，Dom Dinise王子愛妻於 1228年到訪之時，

對這座美麗精巧的古城一見鍾情，王子為表愛意就把整座城送給妻子。她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石頭

城』，無論是城牆或是教堂及街道地面，全都是用石塊一塊一塊所砌成。高大的城牆和城堡將小鎮圍

繞，白牆、紅瓦、九重葛、所構成的街道令人流連忘返。 
 

★葡萄牙國菜之一 Arroz de marisco 葡萄牙海鮮飯 

葡式海鮮飯的做法與西班牙的海鮮飯 Paella大不相同；以海鮮高湯加入番茄、白酒、米、淡菜、貝

類、蝦、章魚..等海鮮一同燉煮，湯汁將被米飯吸收。相較 Paella不一樣的地方是湯汁比較多，才

是一道正統 Arroz de marisco 葡萄牙海鮮飯。 

 

第 四 天 里斯本－艾佛拉 EVORA－塞維亞 SEVILLA【西班牙】 

今天出發前往阿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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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也是來到艾佛拉必造訪的景點。午後跨越西葡邊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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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 黛安娜神殿、艾佛拉大教堂。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阿蘭特風燉豬肉 Carne de Porco a Alentejana   

晚餐－旅館內西式 

住  宿 五星 Barcelo Sevilla Renacimiento 或 Gran Melia Colon 或同級。 

備註：如遇塞維亞五星級旅館客滿，則改入住四星級旅館，並安排於哥多華入住五星

級旅館;如哥多華五星級旅館亦遇滿，則退費塞維亞五星級旅館之於四星級旅館之價差

每人 15歐元，敬請見諒。) 

 

          世界之盡頭～海克力斯的第十項任務(PILLARS OF HERCULES) 

第 五 天 塞維亞─METROPOL PARASOL─隆達 RONDA─英屬直布羅陀 GIBRALTAR【入住五星方舟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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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來到英屬直布

羅陀，今晚我們住宿於這世界之盡頭—英屬直布羅陀，更特別安排入住直布羅陀境內唯一一家五星

飯店的方舟飯店! (南歐海濱渡假式飯店皆以大床型兩人房為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 塞維亞西班牙廣場、如天傘「Metropol Parasol」。隆達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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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海鮮飯 Paella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晚餐 

住  宿 五星方舟飯店(如方舟飯店遇滿，則改訂直布羅陀境內的 THE O'CALLAGHAN或 ELIOTT 

HOTEL旅館，且每人退費 50歐元。如直布羅陀境內 THE O'CALLAGHAN或 ELIOTT HOTEL

旅館遇滿，則改訂阿爾吉拉斯 ASUR CAMPO 或 NH或同級，且每人退費 75歐元。) 
 

★塞維亞觀光新亮點～都市陽傘「Metropol Parasol」  

  「Metropol Parasol」西班牙人暱稱為「大香菇」，號稱世界最大的木建築。建設之初頗受爭議      

都市陽傘一度停工..又追加預算，成為一時的大醜聞。這個大型公共藝術建築出自德國建築 J.MAYER 

H.Architects 之手。費時七年之久，這座都市陽傘無疑的深化了古城的文化底蘊，更以新型態建築

中和了古城的歷史氛圍。而今，它將與市民的生活緊緊結合一起，都市陽傘共有四層。地下為展覽

館 Antiquarium，展出在此發現的羅馬和摩爾遺址。 

 
 

第 六 天 英屬直布羅陀─米哈斯 MIJAS─格拉納達 GRANADA【佛朗明歌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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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往白色村莊－米哈斯一遊，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從這裏可以看到遠處美

麗、無邊的地中海，旅遊該是如此享受的！向晚時份抵達保存著高度伊斯蘭教文化遺跡－格拉那達。

晚餐後於 Sacromonte山丘洞穴裡欣賞佛朗明歌舞表演，並品嚐一杯西班牙國酒－香格里拉 Sangría

水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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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欣賞 佛朗明歌舞秀。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太陽海岸鮮魚料理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住  宿 五星 BARCELO GRANADA CONGRESS 或同級。 

備註：如格拉納達五星級旅館客滿，則改入住四星級旅館，並安排於哥多華入住五星

級旅館;如哥多華五星級旅館亦遇滿，則退費格拉納達五星級旅館之於四星級旅館之價

差每人 15歐元，敬請見諒。) 
 

 



★世界之盡頭～海克力斯的第十項任務(PILLARS OF HERCULES) 

傳說希臘神話裡的大力士－海克力斯在執行第十項任務時，雙腳分別踩在歐洲和非洲土地上，在直

布羅陀這個地方扔下一塊巨石，同時在直布羅陀海峽對岸今日的摩洛哥休達 CEUTA 一地也扔下另一

塊巨石 MONTEHACHO ，這兩個巨石塊儼然成為地中海地狹，希臘人稱卡爾珮 MONS CALPE 和阿比拉

ABYLA，也就是海克力斯雙柱 PILLARS OF HERCULES。直布羅陀 GIBRALTAR：聽過這個名字，在那裡？

直布羅陀對很多人來說，是個即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希臘神話中，這是世界的盡頭；在現實世界

裡，它是一個戰略要塞。直布羅陀原屬西班牙，1704 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這個彈丸之地人口不到

三萬，英文是官方語言，但是當地人也講西班牙語。不免讓人心中感觸道：所謂領土、邊疆其實都

是人為界定的，撇開政治、經濟、戰略等因素，如果直布羅陀人安於現狀的話，為什麼一定要逼他

們作出選擇呢？『不想回歸西班牙，那不是我們的祖國』。(文摘自太陽海岸旅遊局) 

    
           

كر           ش في أ له م ال عال  الحمراء أجمل ال

第 七 天  格拉納達－哥多華 CORD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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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حمراءال，即「紅色城堡」、「紅宮」，建於蒼木蓊鬱的山巒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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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續往回教古都－哥多華，逝水悠悠，昔日為回教首都的哥多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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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 古羅馬橋、百花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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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多華清真寺(UNESCO)。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安達魯西亞料理        晚餐－傳統牛尾餐 OXTAIL 

住  宿 CENTER 或 AC 或同級。（如遇年度大型節慶則訂吉達瑞住宿，敬請見諒) 

 

第 八 天 哥多華++AVE++吉達瑞 CIUDAD REAL－CONSUEGRA風車村－托雷多 TOLEDO 

早餐後，我們來到火車站搭乘 AVE 快速火車前往吉達瑞，抵達後隨即前往風車村尋找傳說中的騎士

「唐吉軻德」的足跡，拉曼查地方－赤紅色的大地、橄欖樹、風車(巨人)，古國今昔，感懷古人是

什麼樣的心、什麼樣的情？午後來到夢幻城市－托雷多，太加斯河河畔上的古都托雷多，護城河、

矮矮的城牆、古老的石板路，小巧而迷人，在堅固的城牆圍繞下，托雷多記錄了西班牙的歷史與文

化，濃濃的藝術氣息與迷人的中古風，吸引人們來感受她的魅力，即使如「葛雷科」如此狂熱的宗

教藝術家，曾經走過無數如克里特、羅馬、威尼斯等如此美麗的城市，當他造訪此地時，仍決定從

此不再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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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節省拉車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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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最具 

                                    盛名的風車村也不會錯過。 

 

第 九 天 托雷多—塞哥維亞 SEGOVIA－馬德里 MADRID 

今早跨過美麗的瓜達拉馬雪山，在沉浸於沿途優美的景致中，我們抵達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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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返回首都-馬德里。 

 
 

下車參觀 塞哥維亞阿卡薩城堡、塞哥維亞大教堂、古羅馬水道橋。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 Meson de Candido 香烤乳豬風味    

晚餐－5J餐廳 TAPAS料理 

入內參觀 SANTO TOME教堂、托雷多大教堂(如遇宗教節日及週日彌撒日因而關門，則改安排參

觀聖胡安皇家修道院)。CONSUEGRA風車村 

另類體驗 AVE子彈列車。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拉曼查鷓鴣風味餐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住  宿 五星 Cigrral El Bosque或 Eurostars Palacio Buenavista 或 Fontecruz或同級。 

備註：如遇托雷多五星級旅館客滿，則改入住四星級旅館，並安排於哥多華入住五星

級旅館;如哥多華五星級旅館亦遇滿，則退費托雷多五星級旅館之於四星級旅館之價差

每人 15歐元，敬請見諒。) 



住  宿 五星 Eurostars Madrid Tower 或 MELIA MADRID PRINCESA 或 Sheraton Madrid 

Mirasier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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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天  馬德里【金氏世界記錄～百年波丁餐廳】／巴塞隆納 BARCELONA  

今早來到西班牙文學廣場，廣場上豎著文學大師文豪塞萬提斯；其下有唐吉軻德及桑丘之雕像，他

訴說這一個夢幻騎士的冒險，一個神奇爆笑的故事…。接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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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午餐我們特別安排最古老的波丁餐廳用餐。之後懷著朝聖般的心情造訪普拉多美術館，館中收

藏西班牙早期三大藝術家委內斯蓋茲、哥雅、葛雷科的佳作盡收眼裏，畢卡索、拉婓爾、杜勒…等

之巨作，更能滋潤每一個人的心靈，讓人心生共鳴且深深感覺到藝術的力量竟是如此神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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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搭機飛往西班牙第二大都市－巴

塞隆納。 

下車參觀 西班牙文學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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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安排參觀小皇宮）、 

普拉多美術館(如遇訂位滿或休館，則改安排參觀蘇菲亞王妃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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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內        

午餐－金氏世界紀錄餐廳-百年波丁 BOTIN 餐廳(如百年波丁 BOTIN餐廳遇滿或休館， 

      則改為其他百年餐廳，敬請見諒)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或發餐費每人 10 歐元 (視航班時間及行程順暢度) 

住  宿 五星 Melia Barcelona Sarria 或 Hesperia 或 Fairmont Rey Juan Carlos I 或同級。 

(如巴塞隆納遇大型展覽，飯店客滿，則改入住其他鄰近城市，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中段搭機（馬德里／巴塞隆納）： 

   旅遊中交通工具多重的變化使用，固然是一種另類新穎的體驗；若換來得的是個不愉快旅遊經驗 

，值得嗎？巴塞隆納及馬德里皆是西班牙重點旅遊城市，然因節省成本，以致影響你隔日的體力 

和旅遊興致，實不值得！本公司貼心安排中段搭機從馬德里飛到巴塞隆納，省卻你長程拉車或火 

車之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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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天 巴塞隆納 

Buenos días！Barcelona！今早來趟藝術之旅，首先參觀畢卡索美術館，畢卡索驚世的畫風，無論

是﹝藍色時期﹞、﹝粉紅時期﹞都能深刻觸動您我心中未曾發現的藝術靈感地帶！接著朝聖高第的

著名作品聖家堂，巴塞隆納因高第而與眾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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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午餐我們特別安排於百年餐廳享用加泰隆尼亞料理。午後來到有著彩色磁磚拼貼設

計的巴特婁之家，充分表現自然主義且創意無限的，教人不由自主的再一次為建築鬼才－高第的才

能所懾服!  

下車參觀 感恩大道、米拉之家 

入內參觀 畢卡索美術館（如遇訂位滿或休館，則改安排參觀米羅美術館）、聖家堂、巴特婁之家

（如遇訂位滿或休館，則改安排參觀米拉之家) 

菁心安排 米拉之家饗宴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百年餐廳 Can Culleretes        晚餐－米拉之家饗宴 

(如遇百年餐廳 Can Culleretes 餐廳訂位滿或休館，將改為其他百年餐廳，敬請見諒)  

住  宿 五星 Melia Barcelona Sarria 或 Hesperia 或 Fairmont Rey Juan Carlos I 或同級。 

(如巴塞隆納遇大型展覽，飯店客滿，則改入住其他鄰近城市，敬請見諒。) 



 

第十二天 巴塞隆納／杜拜 

巴塞隆納的美是值得細細品味，當然需要多一點時間的停留，早餐後造訪蒙朱伊克山，可俯瞰巴塞

隆納城市美景。接續前往蘭布拉斯大道，這裡隨時都充滿了人潮，逛街、購物或找個露天咖啡座喝

個道地西班牙咖啡小憩一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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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 蒙朱伊克山、蘭布拉斯大道。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住  宿 機上 

 

第十三天 杜拜／台北 

因時差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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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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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