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西班牙 探索美學 13 天 MB 

 
               如果說南部的西班牙是波瀾壯闊的史詩， 

               那麼藏在北部西班牙山林溪谷的小鎮， 

               就是一首首小小的情詩，精緻，細膩，動人心弦。 

               這裡的山海藍天，美得讓人驚訝， 

               卻低調得讓人心疼…的「小情詩」。…..A 將 

 

參考航班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香港 國泰航空  CX-531 20：00 — 21：55 01：55 

香港 → 馬德里 國泰航空  CX-315 00：50 — 08：45 13：55 

回程 
巴塞隆納→香港 國泰航空  CX-318 13：20 — 07：20 12：00 

香港 → 台北 國泰航空  CX-450 10：00 — 11：55 01：55 

  

    「Viajamos a España」通向最最遙遠的地方！ 

     Nor de España 北部西班牙，是我一輩子的愛，永無止境的讚嘆！ 

     「在我生命中少數不變的 事物之一，便是我對它的愛戀。 

     親人、朋友從我生命中消失，但這個地方不那麼 容易離去。」Cees Nooteboom 



  



每日行程 
 

第 一 天 桃園  香港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陽光國度－西班牙，在滿懷憧憬與期待下，一趟浪漫熱情的饗宴也隨

之開始。我們先在香港轉機，再搭明日凌晨班機前往西班牙。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531 20:00 / 21:5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55            

               

 

締造愈臻完美的飛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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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西班牙

兩大城進出，無須繞回頭路，行程最順暢；香港轉機時間短，

寶貴的時間不浪費。 

 

最舒適的航班選擇 

香港與馬德里和巴塞隆納與香港間航線則採用 A350 執飛，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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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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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天  香港  馬德里機場—塞哥維亞—艾維拉 

今日飛抵陽光浪漫國度西班牙後，車行美麗的瓜達拉馬雪山的景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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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續往素有「石頭城」與「聖徒城」美譽的艾維拉，此

城宛若是一座以中世紀騎士故事的背景的城市，由 8 個城門與 88 個城塔所成的古城垣與花

崗石建成的羅馬式樣的半圓形殿大教堂渾成一體，遠看像座古堡；城內富麗堂皇的古建築鱗

次櫛比，古城的所有道路皆是由小石頭及石板塊所舖成，散步其間彷彿時光回到中古世紀，

令人難以忘懷。 

◆備註：由於 José María 餐廳太過知名，如遇訂位滿時，則改安排 José María 如遇滿則改

訂 Meson de Candido 餐廳。 

〈下車參觀景點〉大教堂、古羅馬水道橋、艾維拉古城牆、大教堂、四柱台。 

《含門票參觀景點》阿卡薩城堡。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315 00:50 / 08:45 預計飛行時間約 13:55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馬德里—(102KM 01:30)—塞哥維亞—(65KM 01:00)—艾維

拉 

 

塞哥維亞最負盛名地料理－烤乳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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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特別安排當地名氣烤乳豬餐廳，是當地人的

愛店首選。 

 

白雪公主的舞台－阿卡薩城堡 

這是一座西班牙歷史地位上，不可忽略的輝煌歷史誕生舞台

地。1474 年伊莎貝拉走出這座宮殿，宣告繼位為卡斯提爾王

國女王，以征服西班牙為目標，開啟了西班牙歷史新頁。 

在伊莎貝拉的大力支持下，哥倫布海上探險，發現了美洲新大

陸。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名氣香烤乳豬餐廳 晚餐：卡斯提亞好豪大牛排風味 

住宿：Palacio de los Velada 或 Fontecruz Avila 四星或同等級。 

 

  

https://www.veladahoteles.com/
https://www.fontecruzhoteles.com/es/hotel-fontecruz-avila/


 

第 三 天 艾維拉—托雷多—馬德里 

太加斯河三面環繞的托雷多，是適合徒步參觀一座魅力古城，小鎮上的道路幾乎僅容一部車

通過，緊密相鄰的老建築，獨具風情，聖馬丁橋是拍古城的最佳取景角度、托雷多大教堂、

還有葛雷科畫作收藏聞名的聖多梅教堂..等。 

午後懷著朝聖般的心情，造訪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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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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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參觀景點》托雷多大教堂、聖多梅教堂、普拉多美術館(如遇滿或休館，則改安排

參觀蘇菲亞王妃美術館) 

〈下車參觀景點〉阿卡薩城堡、聖馬丁橋。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艾維拉—(130KM 02:30)—托雷多—(70KM 01:10)—馬德里 

 

葛雷科揚言超越米開朗基羅，但藝術史卻對他隻字不提？ 

葛雷科站在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前說到：「假如是我，

不但毋須暴露那樣多的裸體，而且還要繪得比他好。」 

葛雷科是西班牙第一位世界級繪畫大師，畢卡索和波洛克稱他

是「第一位現代畫家」。葛雷柯曾醉心於學習拉斐爾和米開朗

基羅，但最終卻說米開朗基羅根本不懂繪畫技法。儘管這話並

非完全詆毀，正如米開朗基羅也曾說達·文西不懂雕塑一樣。 

 

普拉多美術館 

普拉多博物館繼承了皇室珍藏，在 19 世紀末期就被譽為「世

界四大美術館」之一。然而由於西班牙在 20 世紀的政治動

蕩，其收藏增長緩慢，逐漸被不少博物館在總量上超越。但是

普拉多擁有的傑作數量卻是後來者無法企及的，除了涵蓋歐洲

所有流派和所有名家之外，還幾乎囊括了哥雅的全部精品。此

外還有眾多西班牙本土畫家的代表作在這裡集中展示。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拉曼查烤羊肉風味 晚餐：中華家鄉料理  

住宿： Silken Purta de America 或 Eurostar 五星或同等級。 



 

第 四 天  馬德里+++哥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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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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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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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

「熊與石楠樹」雕像是馬德里的精神象徵。今日午餐我特別安排教宗曾來過和皇室成員喜歡

的 La Paella Real 皇家馬德里海鮮飯餐廳享用。午後時分安排搭乘 AVE 快速火車前往安達魯

西亞摩爾人古都－哥多華。 

《含門票參觀景點》皇宮(皇宮會因外賓來訪而不對外開放，改安排參觀小皇宮或 El Escoria

皇宮)、AVE 快速火車。 

〈下車參觀景點〉文學廣場、太陽門廣場、零公里 0KM、熊抱樹市標、馬約廣場。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馬德里市區遊 

【今日火車預估時間】馬德里+++(02:10)+++哥多華 

 

馬約廣場（Plaza Mayor） 

在馬德里市中心的馬約廣場上，一隻熊兩條後腿直立，兩隻前

爪抱住樹幹，仰頭望著樹上的果實。這個熊抱樹標誌是馬德里

七星皇冠市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為何馬德里的繁忙街頭

上，會矗立這樣一座熊抱樹的雕像?為何熊抱樹的圖騰會成為馬

德里市徽的一部份？馬德里市徽上的七顆星代表的含意是什麼?  

 

AVE 快速火車 

西班牙高速鐵道（西班牙語：Alta Velocidad Española，

AVE）是西班牙的高速鐵路，由西班牙國家鐵路營運，時速可

達每小時 300 公里。1992 年，塞維亞因舉辦世界博覽會而被

選為首條西班牙高速鐵道目的地。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皇家馬德里海鮮飯餐廳 晚餐：旅館內主廚推薦 

住宿：Ac 或 Hotel Córdoba Centre 或 Eurostar Conquistador 四星或同等級。 

 

  



 

第 五 天  哥多華—格拉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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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達兩千年之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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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岩分層，彷彿讓人相信更接

近－阿拉。接續前往保存著高度伊斯蘭教文化遺跡－格拉納達。阿罕布拉皇宮（阿拉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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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حمرا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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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一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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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宮)如天堂中的花園，彎形噴泉終年不斷，一年四季，青青、綠

綠、紅紅、紫紫，宛若眾神花園般美麗！ 

《含門票參觀景點》清真寺(如遇關閉，則改參觀哥多華阿卡薩城堡)、阿罕布拉皇宮和阿拉

伯式宮廷花園(如遇滿，則改安排參觀御花園及皇家禮拜堂+歷史古城區。) 

〈下車參觀景點〉古羅馬橋、百花巷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哥多華—(170KM 02:40)—格拉納達 

 

世界最美麗的卡巴清真寺 

哥多華清真寺一開始由伊斯蘭勢力建於 786 年，1238 年被收

復後，保留了原始的摩爾建築設計，但又加入了許多天主教元

素，也因此成為一座同時帶有回教和天主教色彩的複合式大教

堂。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阿罕布拉宮 

1212 年以後偏安在南方一隅的奈斯爾皇朝，幾乎已經是卡斯

提爾王朝的附屬國了。即使這樣，奈斯爾仍維持了二百多年，

留下了不少美麗的文化遺產，今天舉世知名，日日遊人不絕的

阿罕布拉宮便是其一。最後一位蘇丹穆罕默德 12 世，傳說在

他投降之日，他母親這樣罵他：「你哭吧，你只可以像個女人

那樣哭，而不能像個男人那樣去保衛屬於你的東西！」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安達盧西亞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內主廚推薦 

住宿：Barcelo Granada 或 Hotel M.A.Nazaries 或 Eurostars Gran Via 五星或同等級。 

 

  

https://www.barcelo.com/es/hoteles/espana/andalucia/granada/barcelo-granada-congress/
https://www.eurostarshotels.com/eurostars-gran-via.html


 

第 六 天  格拉納達—塞維亞  

今日來到風情城市塞維亞。如同熱情的佛朗明哥舞般，阿娜多姿、風情萬種的女人舞出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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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明的西班牙廣場訴說著昔時今日的美麗風采。 

今晚餐後特別安排佛朗明歌劇場晚宴並欣賞佛朗明歌舞表演，且品嚐一杯西班牙國酒－香格

里拉 Sangría 水果酒。 

《含門票參觀景點》塞維亞大教堂&希拉達塔(如遇宗教節日及週日彌撒日因而關門，則改安

排參觀阿卡薩城堡) 

〈下車參觀景點〉西班牙廣場、Alcazar 宮殿、聖十字猶太區。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格拉納達—(240KM 02:40)—塞維亞 

 

傳說世界上最好吃的火腿 - 西班牙伊比利 5J 火腿美味 

西班牙火腿分為很多品牌和等級，排名第一的火腿，毫無疑問

就是伊比利亞火腿（jamón ibérico），而伊比利亞火腿中質

量最好的毫無疑問就是西班牙 5J 伊比利亞火腿，其被譽為全

世界最高級別的火腿品牌。 

 

佛朗明哥舞蹈 

源自於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地區的藝術風格，包括歌曲、音

樂和舞蹈。深受安達盧西亞地區的摩爾人和猶太人的影響，並

吸收了大吉普賽人的藝術元素。當代著名的佛朗明哥舞蹈家大

多是吉普賽人，由於西班牙政府以此推動旅遊業，佛朗明哥舞

已經成了西班牙舞蹈，甚至是西班牙文化的代表。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伊比利 5J 火腿風味 晚餐：佛朗明歌劇場晚宴 Show&Dinner 

住宿：Melia Sevilla 或 Hilton Garden Inn 四星或同等級。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espana/sevilla/melia-sevilla/index.html
http://hiltongardeninn3.hilton.com/en/hotels/spain/hilton-garden-inn-sevilla-SVQGIGI/index.html?WT.mc_id=zELWAKN0EMEA1GI2DMH3LocalSearch4DGGenericx6SVQGIGI


 

第 七 天 塞維亞  畢爾包－烏迪亞萊斯堡－聖坦德 

今日搭機來到巴斯克自治區首府－畢爾包，飛抵後來到素有「海濱玫瑰」美譽的烏迪亞萊斯

堡，是一座比斯開灣上美麗的濱海港口城市。海岬上的聖瑪利亞教堂和周邊靜臥著古老的的

防禦堡雷，幾經了數世紀的風霜雪雨後，從城裡的市政廳與燈塔中，我們依稀可見其過往的

輝煌歷史。之後來到坎塔布利亞首府聖坦德，在不同季節裡從各個不同角度，你都可以發現

到聖坦德多姿多彩的身影。這裡的海在遠處群山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的美，海上白帆點點隨風

搖曳，海浪輕輕地拍打著岸邊，激起朵朵的白色浪花，半島上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馬格達萊

納行宮，岬角北邊優美富文雅氣息的長沙灘、濱海散步大道、典雅的咖啡座及壯觀的白色賭

場、潮間帶的弄潮人與和釣客，真是一派的悠閒與浪漫的情懷。 

〈下車參觀景點〉聖瑪利亞教堂、法羅城堡、中世紀古橋、馬格達萊納半島、濱海散步大

道。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畢爾包—(30KM 00:30)—烏迪亞萊斯堡—(69KM 00:50)—聖

坦德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維林航空 VY315 11:25 / 12:4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25 

 

Viajamos a España 

一句西班牙諺語：「Plus Ultra」通向遙遠的地方 

一個歐陸最不歐洲的國家，旅人心目中絕對陽光熱情的國度，

曾征服世界，後來卻如西沉落日～沉默而含蓄。 

如你「只認識熱門景點的人是不了解西班牙；不曾在西班牙複

雜的歷史中漫遊，便無從了解行過之處」。就西班牙當地國內

旅遊而言，四季氣候宜人的北西班牙是她們第一旅遊目的地。 

 

漫步在坎塔布里亞千姿百態的小瑞士美景中 

    位在山與海間的坎塔布里亞自治區，全境地勢多山，沿海

地帶丘陵起伏，高低不平，內陸更是群山聳立，峻峭嶇、林木

繁茂，綠意盎然，景色如詩如畫，人們總把這個地區讚譽為

「西班牙的瑞士」。這裡沒有什麼很雄偉的古建築，但卻各有

不同的風韻，或恬靜或熱情，總讓人們忘記城市的喧囂，享受

那悠閒時光的“世外桃源”。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因航班因素發每人餐費 20 歐元 晚餐：坎塔布里亞風味 

住宿：Santemar Hotel 四星或同等級。 

 



 

第 八 天  聖坦德－桑蒂莉亞納德爾瑪爾【阿爾塔米拉史前洞窟】－比斯開橋－畢爾

包 

距今 11000～17000 年前已有人居住的阿爾塔米拉洞窟，1879 年發現了第一批繪畫，由於

這些繪畫藝術高超，保存完好，人們把它稱為「史前西斯廷小教堂」。 

有著三大謊言城市的桑蒂莉亞納 德爾 瑪爾 SANTILLANA DEL MAR，Santos(聖人)、

Llana(平坦的土地)、Mar(大海)；當你來這，這個小鎮既沒有聖人，也非平地，更沒有靠近

海邊。午後我們安排搭乘是名列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比斯開橋懸浮列車，它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運輸橋。晚間特別安排巴斯克地區百年滋味的 Pintxos 餐廳裡享用美食，它更是當地人最

愛的下酒菜，你將品嚐一道道新鮮的美味。 

《含門票參觀景點》阿爾塔米拉史前洞窟、VIZCAYA BRIDGE 懸浮列車。 

〈下車參觀景點〉桑蒂莉亞納德爾瑪爾中紀小鎮、聖胡利安娜教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聖坦德—( 30KM 00:30)—阿爾塔米拉—( 3KM 00:05)—桑蒂

莉亞納德爾瑪爾—(115KM 01:10)—比斯開橋—( 15KM 00:20)—畢爾包 

 

「史前西斯廷小教堂」阿爾塔米拉洞窟 

阿爾塔米拉洞窟高超繪畫藝術，人們稱為「史前西斯廷小教

堂」。洞窟岩畫於 1879 年首次被考古愛好者 Santuola 侯爵

五歲的女兒 Maria 所發現。洞窟中最有價值的是大洞室頂部的

壁畫：用明暗不同的紅色赭石顏料和黑色線條繪製的幾頭野

牛。 

 

世界第一座供人和車的高空運渡橋 

建于 1893 年，這工程橫跨 River Nervión 解決波爾圖加萊特

和格喬兩鎮的交通問題，在不影響畢爾包港的海上船隻進出下

建造一個巨型鋼骨結構的懸浮列車。2006 年，它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桑蒂莉亞納德爾瑪爾農家料理 晚餐：1903 Iruna 百年美食餐廳 

住宿：Ercilla Hotel 四星或同等級。 

 

  



 

第 九 天  畢爾包－里歐哈酒區 

畢爾包，它原本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區一座默默無聞、積弱不振的夕陽工業城市，卻因古根漢

美術館的興建，並創造出『畢爾包奇蹟』一躍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性的建築新地標。如今畢

爾包可說是集藝術文化、創新建築風格與老城風光於一身，創下城市規劃經營的最佳典範。

我們臨上阿爾特桑達山 MOUNT ARTXANDA 俯瞰山腳下畢爾包奇蹟一景，之後我們搭乘纜

車下山，並漫步在西班牙著名建築師 Santiago Calatrava 所設計弧度優雅的坎波瓦藍丁行

人道橋。全世界大概很少有像西班牙這麼重視葡萄酒莊建築的國家，將歷史悠久的葡萄園和

最現代前衛的建築合而為一，形成一種融合地方特有文化的特殊風景。我們特別安排耗資

3000 萬歐元的 Marques De Riscal 酒莊品酒，搶眼的太空船般外觀、和寧靜的中古世紀

ELCIEGO 小鎮、百年歷史的酒莊以及傳統老式的酒風形成古今雜陳，讓你有種極為搶眼的

對比。 

《含門票參觀景點》ARTXANDA 纜車、古根漢美術館、里歐哈酒莊品酒。 

〈下車參觀景點〉坎波瓦藍汀行人道橋。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畢爾包—( 135KM 01:35)—里歐哈酒莊 

 

古根漢美術館 

建於 1991 年的古根漢美術館，延續紐約古根漢的圓形大廳設

計，建築外觀使用超過 3 萬片鈦片，使得美術館在不同光線下

會呈現不同的色彩變化，這裡不只是座美術館更被視為畢爾包

的觀光聖地，被譽為「畢爾包奇蹟」，更被已故建築大師菲利

浦譽為最偉大的建築。 

 

Time In A Bottle 在 拉里奧哈的瓶中時光 

拉里奧哈 La Rioja 是西班牙境內城名最早、也是產區最大的

葡萄產地，也因此有 "西班牙的波爾多" 之稱，這區葡萄酒會

遠近馳名。耗資 3000 萬歐元的 Marques deRiscal 酒莊，搶

眼的太空船般外觀、和寧靜的中古世紀小鎮、百年酒莊以及傳

統老式的酒風形成古今雜陳，讓你有種極為搶眼的對比。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晚餐：里歐哈酒鄉旅館內主廚推薦 

住宿：Viura Hotel 或 Hotel-Bodega Finca de Los Arandinos 四星或同等級。 

 

  



 

第 十 天  里歐哈酒區－潘普隆納－聖塞巴斯蒂安  巴塞隆納 

潘普隆納舊城區散發迷人且充滿文藝氣息的魅力，就連美國大文豪海明威曾數次到訪，並寫

下《旭日東升 The Sun Also Rises》書中描寫他親睹 LOS SANFERMINE 的狂熱情景》，並

於 1957 年被拍攝成《妾似朝陽又照君》電影下的青春流年，而使得此城聲名大噪。 

續來到素有「比斯開灣的珍珠」稱號迷人的聖塞巴斯蒂安，漫步在優美如扇形的「歐洲最美

麗的沙灘」月貝海灣，柔軟的白沙灘散發浪漫的氣息，更是舉世聞名的避暑海岸。我們搭乘

登山纜車登上伊格多山，您可眺望到美麗的如月貝的海灣，湛藍的大海散發著耀眼的光芒，

令人樂而忘憂。午後時分搭機來到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巴塞隆納。 

《含門票參觀景點》伊格多山登山纜車(如風大或關閉整修則退每人 10 歐元)。 

〈下車參觀景點〉海明威紀念雕像、鬥牛場、月貝海灣、風之梳。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里歐哈—( 85KM 01:05)—潘普隆納—( 83KM 01:00)—聖塞巴

斯蒂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維林航空 VY2489  18:30/ 19:3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05 

 

牛聲、人聲狂嘶，震攝了納瓦拉寂靜的小城 

納瓦拉位在西班牙北邊，庇里牛斯山脈柔軟的草地和令人歡欣

鼓舞的氣侯，就像南部溽暑時人們額頭上的冷敷布，到處是荒

涼的平原、農作物和葡萄園，被高高的齒形山脊分隔出來。這

𥚃曾是巴斯克的心臟地帶，聞名於世的潘普隆納奔牛節，吸引

人們來此參加生存遊戲。 

 

「比斯開灣的珍珠」聖塞巴斯蒂安 

浪漫，因為這個城市有水，有水便有嫵媚，威尼斯如此，San 

Sebastian 亦不例外。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納瓦拉鄉村料理 晚餐：旅館內主廚推薦 

住宿：Porta Fira 或 Ac 四星或同等級。 

 

  



 

第十一天  巴塞隆納【市區漫遊】 

今日走入築夢的歡樂天堂巴塞隆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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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家族教堂以完美而協調的手法呈現，線條簡潔而俐落，令人激賞。畢卡索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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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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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表現高第的自然主義及無限創意。 

《含門票參觀景點》畢卡索美術館（如遇訂位滿或休館，改參觀巴特婁之家）、聖家堂。 

〈下車參觀景點〉米拉之家、巴特婁之家。 

 

全名有 23 字！第一次開口就注定當畫家 

   他的全名叫「Pablo Diego José Francisco de Paula 

Juan Nepomuceno María de los Remedios Ciprian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Martyr Patricio Clito Ruíz y Picasso」，

總共有 23 個單字，來自多位聖人、親戚與父母的名字。畢卡

索開口說的第一個詞是「piz」，在西文中的意思是鉛筆（Lá

piz）的簡稱，對於這位大藝術家來說再適合不過了。 

 

高第的異想天空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就像高第的創作樂園一樣，任他隨心所欲的揮灑。

一座座異想天開、線條誇張、色彩艷麗但又破碎的建築，矗立

在巴塞隆納的街頭。但也因為高地及達利、畢卡索等藝術家，

讓巴塞隆納充滿了迷人的藝術魅力。巴塞隆納之旅，就如同一

場建築繪畫藝術的饗宴。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Picaso 四貓餐廳(如遇訂位滿則改安

排巴塞隆納最古老的餐廳～Can Culleretes) 

晚餐：米拉之家料理 

住宿：Porta Fira 或 Ac 四星或同等級。 

 

  



 

第十二天 巴塞隆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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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318 13:20 / 07:20 預計飛行時間約 12:00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十三天 香港  桃園  

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典藏西班牙 13 天之旅。敬祝健

康、快樂。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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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450 10:00 / 11:5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55 

  

  



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餐晚餐含酒水。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1.獨家特別企劃：北部西班牙行程－坎塔布里亞、巴斯克、納瓦拉三個自治區。 

2.高第大師之旅：聖家堂、米拉之家、巴特婁之家。 

3.西班牙波爾多：西班牙產區最大的葡萄產地－里歐哈酒莊品酒。 

4.世界文化遺產：阿罕布拉宮、塞維亞大教堂、哥多華、托雷多、阿維拉、塞哥維亞舊城區、阿爾

塔米拉史前洞窟、比斯開橋.. 

5.門票絕對不少：阿卡薩城堡、馬德里皇宮、普拉多美術館、大教堂、聖多美教堂、風車、哥多華

清真寺、阿罕布拉皇宮和阿拉伯式宮廷花園、塞維亞大教堂及希拉達塔、畢卡索

美術館、聖家族教堂、阿爾塔米拉史前洞窟、VIZCAYA BRIDGE 懸浮列車、

ARTXANDA 纜車、古根漢美術館、里歐哈酒莊品酒。 

6.舒適長程移動：貼心安排一段 AVE 快速火車+兩段國內飛機 

7.住宿不惜成本：馬德里五星/格拉那達五星/里歐哈酒區旅館/全程精選兩晚五星飯店。 

8.大啖經典美味：佛朗明歌劇場晚宴、伊比利 5J 火腿、四貓餐廳、1903 Iruna 百年美食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