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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葡萄牙 12 天深度遊
出發日期:2019 年 9 月 24 日
Tourcode:00924OPOBCN12D
團號
團費 (美元)

雙人房

單人房差價

USD $2999/人『不包含午餐』

USD$999

+國際機票

USD $3499/人+國際機票
出發日期
團費包括
團費不包括:

2019 年 9 月 24 日—10 月 5 日
**酒店、包含所有餐食 和 景點門票
＊＊＊不含國際機票
＊＊＊請務必自行購買旅遊醫療平安保險
＊＊＊美國護照不須簽証, 中國護照持綠卡須簽証
司機及導遊小費 USD$12 X 11 天=132 (不含行李搬運小費)

(洛杉磯)參考航班:
09/24 IB 6170

LAX/MAD 18:00 14:05+1 (9/25 抵達)

10/05 IB 8310 BCN/MAD 08:30A 09:55A
10/05 IB 6171 MAD/LAX 12:05 15:50
*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 因應國際油價波動，航空公司隨機票所增收燃油附加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吃在西葡：西葡美食，輕挑你的味蕾
西班牙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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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飲食特性是西班牙飲食的一大重點！料理方式簡單、

•
•

使用的器具簡單、調味料簡單。我們特別挑選安排：
全程於旅館享用美式早餐、午晚餐以道地風味餐為主，輔以搭配中式使用。
為了讓各位真正的體驗當地人每日吃5餐的飲食習慣，一路上盡可能特殊安排機會品嚐當地風味小吃。來西
班牙生活的外國人，首先要適應的是那裡的作息時間，由於作息時間不同，西班牙人逐漸養成一天進五餐的
習慣。早餐到午餐之間會趁空檔到咖啡店休息片刻，再回到工作崗位至下午兩點的午餐時段。午餐過後，西
班牙人普遍有午睡的習慣，午休後來個下午茶，四、五點才再度回到工作崗位，一直工作到晚上八點才下班。
晚餐前西班牙人會去小酒館吃幾盤小菜(tapas)，理所當然晚餐時間就會延到九點之後啦 !
【西班牙海鮮飯】
：長久以來，許多人誤以為 Paella 就等於西班牙海鮮飯，其實 Paella 原意為一種西班牙製的
雙耳薄鐵鍋，後來以此鍋所煮出來的米飯料理就以 Paella 命名，配料則花樣百出，許多山珍海味都可以放進 Paella
鍋裡煮，因此若有機會去到西班牙點了 Paella 飯，看到鍋子裡沒有海鮮可是很正常的喔。Paella 的原型是西班
牙的瓦倫西亞(Valenciana)地區農村在田野間用大鐵鍋煮的大鍋飯，材料直接就地取材：以大米、雞肉、兔肉、
蝸牛、長扁豆及蔬菜等新鮮農產煮成鍋飯的就是最經典的瓦倫西亞風味飯( Paella Valenciana )。我們也將呈現給
您原味兔肉和海鮮口味的 Paella 選擇。

喝在西葡：
Port wine 波多酒 (葡萄牙) :口感厚實，具有新鮮漿果風味，顏色深紅如寶石
氣泡酒 (西班牙) :發源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 , 飯前甜酒
Sherry Wine 雪利酒 (西班牙): 來必喝的美酒

Day 1 /Day 2 : 9/24-9/25

原居地(洛杉磯)4馬德里 Madrid, 西班牙

搭機啟程，前往南歐藝術的搖籃—馬德里，開始我們西葡兩國的陽光與藝術之旅。
我們前往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 Madrid。以阿拉伯文命名的馬德里，意即水源豐沛；從十六世紀遷都以來，這
裡便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過去四個世紀所留下來的宏偉建築物訴說著曾經擁有的輝煌歲月。馬德里的主廣
場，這裏有如傳統市場，售賣各種食品，有火腿、Tapas、海產、蔬果等，也提供現場熟食，讓人走進西班牙人真實
的日常生活中。

早餐：X

午餐：X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酒店： Silken Puerta America 或同級

Day 3 : 9/26

馬德里 Madrid Y太陽門廣場 Puerta del SolY馬德里皇宮 Royal Palace of Madrid

上午巿區觀光。廣場文化最能代表西班牙城巿的特徵和旅遊風情，來到馬德里，怎能不入境隨俗，好好體驗一番？
太陽門廣場-位於老城的心臟地區，道路呈放射狀向四面八方展開，舉目盡是歷史、藝術、文化及建築的寶藏，廣場
上一尊大黑熊抱樹的銅像，是馬德里的巿標。西班牙廣場，中央豎立著唐．吉訶德的騎馬銅雕，比真人還大，栩栩
如生，附近一座山崗是欣賞王宮和巿區景色的最佳據點！哥倫布廣場，是為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而建，哥倫
布雕像矗立其中。

【馬德里皇宮 Royal Palace of Madrid】-在西班牙人心目中擁有極為崇高的地位，2800 個房間，是僅次於凡爾賽宮
和維也納美泉宮的歐洲第三大皇宮。建於 1738 年，歷時 26 年才完全，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而且最精美的宮殿之一。
皇宮外觀呈正方形結構，富麗堂皇，宮內藏有無數的金銀器皿和繪畫，瓷器，壁毯及其他皇室用品。它是波旁代表
性的文化遺跡，在歐洲各國皇宮中堪稱數一數二。現在，該皇宮已被闢為博物院，供遊人參觀宮內裝飾、傢俱擺設
均極盡奢華之能事，波旁皇室文物、異國藥品收藏豐富，是波旁王朝代表性的文化遺跡。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住宿酒店：： Silken Puerta America 或同級

Day 4 : 9/27

晚餐：Tapas 晚餐

薩拉曼卡 SalamancaY科英布拉 CoimbraY費迪瑪 Fatima

沿著瓜達拉馬山脊美麗的風景線行駛，薩拉曼卡大學一直是歐洲的重要學術中心之一，與巴黎大學（法國），牛
津大學（英國）和博洛尼亞大學（意大利）齊名，並稱歐洲四大名校，西班牙人引為驕傲薩拉曼卡大學是西班牙最
古老的頂尖公立大學，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幾所高等學府之一。從中誕生了無數的學者，文人和政治家，文藝
復興時期著名的薩拉曼卡學派即肇始於此。圍繞薩拉曼卡大學發展起來的薩拉曼卡城是卡斯蒂利亞文化和西班牙語
的起源地，1988 年被聯合國授予世界文化遺產稱號。
薩拉曼卡大學是素有“歐洲常春藤聯盟”之稱的科英布拉集團三所西班牙大學成員之一，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她
既是西班牙高等院校的典範，又是拉丁美洲地區早期大學的楷模，已經與其他世界名校建立了穩固的交流，合作機
制，每年吸引著眾多國際學子來此求學。
午餐後，科英布拉位於葡萄牙中部，為葡萄牙古都，蒙德古河畔，距離大西洋 40 公里。地位僅次於首都里斯本
和北部重鎮波爾圖。這個老城兼具古老與現代、農村與城巿，而最具代表性的 景觀則當屬十二世紀時建造、世界最
早的大學，也是現今全球研究拉丁文的最佳學府。
費迪瑪 Fatima 是位於葡萄牙中部的城鎮，為聖塔倫區城市歐倫下屬的行政堂區之一，距離首都里斯本以北 123
公里、第二大城市波圖以南 187 公里。此地在 1917 年發生圣母玛利亚顯現的事蹟，因此成為天主教著名的朝聖地。
今晚於酒店享用晚餐。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酒店：Lux Fatima 或同級
Day 5 : 9/28

晚餐：酒店晚餐

費迪瑪 Fatima Y里斯本 Lisbon

費迪瑪-位於艾爾山脊，是天主教的聖地，大型白色長方形的聖壇舉世馳名，每年成千上萬的朝聖者不畏艱難長途跋
涉，步行到此瞻仰曾有數萬人見證的聖母瑪利亞顯靈遺跡，當時有三個牧羊童, 兩女一男, 分別是 7 歲,9 歲和 10 歲,
生活在 FATIMA 這個小村子裏, 聲稱他們在 1917 年 5 月 13 日到 10 月期間, 在一個山丘上的橡樹下曾見到過聖母瑪
麗亞六次. 他們並不知道見到的是聖母瑪麗亞, 而稱之為" OUR LADY"。開始三個孩子信守諾言, 不向任何人透露,
但是其中最小的女孩終於忍不住向她的家人述說了他們見到聖母的事情, 她描繪到聖母身穿白衣裳，渾身發出無比
的光亮，腳尖僅僅觸著樹頂的樹葉... 聖母向他們傳達了 3 個重要的信息, 並且向他們展示了罪惡的靈魂怎樣被地獄
之火煉燒的景象...
之後前往座落在歐洲大陸最西邊亦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Lisb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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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藍色彩釉瓷磚是文

化的特色，這個裝飾性藝術的傑作，遍佈在各種建築物上，從大教堂的圓屋頂到啤酒屋的內牆，無所不在。舊城區
保留了過去一切的美好…。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酒店：Radisson Blu Hotel, Lisbon 或同級

Day 6 : 9/29

晚餐：中式料理

里斯本 Lisbon Y卡斯凱什 Cascais Y辛特拉 Sintra

早上在里斯本做半天市區觀光，之後驅車途經 1998 年世界博覽會會場。
十六世紀建造的精巧堡壘﹣貝倫塔、近代設計的航海紀念碑，以及高聳優雅的吉隆尼摩斯教堂，吉隆尼摩斯教
堂是里斯本貝倫區於曼努埃爾式建築中最為成功的一例。這個教堂是晚期歌德式建築，為紀念達伽瑪在印度探險成
功，與附近的貝倫塔結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我們的巿區遊覽既探究了里斯本的輝煌過往，也
享受當地活潑的文化洗禮。
接著來到里斯本附近的海濱渡假小鎮-卡斯凱什 Cascais，這裡原本只是個小漁村，靠著優越地勢及美麗海濱，成
為皇宮貴族度假之地。弄中特殊風格小店，椰林大道的盡頭，一片遼闊海灣映入眼前，街道上，黑白馬賽克拼成了
海浪的圖案，走在上面彷佛在沙灘上漫步，今日就讓我們面對這美麗海岸品嚐美味海鮮餐。
午餐後，接著前往一個離里斯本約 30 分鐘車程，酷似台灣九份的美麗小鎮-辛特拉 Sintra。自古以來這裡就是葡
萄牙國王最喜愛的夏季避暑勝地，因此這個小小的城鎮有許多不同的皇宮和美麗的建築。19 世紀時，英國詩人拜倫
更描述此地為「榮耀的伊甸園，藏身在山丘與峽谷中的迷宮」
，集古典浪漫與豐富文化於一身的辛特拉，使聯合國將
整座山城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途中可遠眺歐洲大陸的最西點﹣羅卡角。最吸引遊客的就是壯麗的【辛特拉皇宮】
。
辛特拉王宮始建於約翰一世，直至 16 世紀曼努埃爾一世統治時期才完工。從 14-18 世紀修建多次，建築式樣融合了
哥德式，摩爾式及葡萄牙式風格。在葡國成立共和製前，一直是國王的避暑宮殿。其中最大的“天鵝廳”裝璜極美，
天花板上描繪著 27 只不同姿勢極為生動的天鵝。另有花磚裝飾的“人魚廳”，收藏中國象牙塔的“中國廳”，飾有美麗
花磚壁畫及貴族徽章的“徽章廳”。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海鮮餐
住宿酒店: Radisson Blu Hotel, Lisbon 或同級

Day 7 : 9/30

塞維亞 Sevilla

晚餐：酒店晚餐

早餐後，專車前往來到以歌劇卡門聞名及 1992 年世界博覽會藝術之都—塞維亞，這座約七百萬人口的大都市，
公認為西班牙最有文化特色及浪漫氣氛，更展現西班牙浪漫悠閒生活方式。風情城市塞維亞，如同熱情的佛朗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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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前往參觀塞維亞地標【塞維亞大教堂 Seville Cathedral】
，由 12 世紀伊斯蘭教徒阿爾摩哈族所建，之後登上
高 97 公尺的塞維亞黃金塔樓，哥德式和巴洛克式建築風格是天主教塞維亞總教區的大教堂。它是世界最大的哥德式
大教堂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三大教堂，1987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吉拉達塔 Giralda】為建於十一世紀的清真寺尖塔，細長、四方形、塔高 93 公尺，是塞維亞的地標。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住宿酒店: Silken Al-Andalus Palace 或同級

Day 8 : 10/01

晚餐：當地特色晚餐

塞維亞 Seville Y格拿那達 GranadaY汗布拉宮 Palace of the Alhambra

塞維亞聞名於世，沿途碧海藍天，陽光照耀在一排排的橡樹及橄欖樹上，不愧號稱是歐洲的「加州」
。不但有每
年盛大的復活節慶典，市區還有壯觀古蹟、傳統鬥牛場等。這些是十三世紀回教王國被推翻後，城內的吉普賽人和
猶太人被趕到山上，所形成的「洞穴文化」，同時也是佛朗明哥藝術的發源地。
今日前往保存著高度伊斯蘭教文化遺跡－格拉納達。格拉納達因阿爾【汗布拉宮 Palace of the Alhambra】而聞
名，曾被阿拉伯人統治八百年之久，也是西班牙境內接受回教統治最久的城市，透過精湛的阿拉伯雕刻藝術拱門，
讓人陷入如阿拉伯神話般的夢境。阿爾汗布拉宮任誰都無法否認，這是一座美的令人神魂顛倒的宮殿。原為一座建
於 13 世紀的摩爾式碉堡。十八、十九世紀曾經是一座廢墟。拿破崙的軍隊也曾在此紮營，但撤退時炸毀了碉堡，直
到 1870 年，這裡才被西班牙列為紀念性建築。在重修之後，阿爾汗布拉宮才有今日美麗的面貌。阿拉伯蘇丹的夏宮，
因全部用紅石築成，故又稱紅宮，四周圍牆用紅色石塊砌築。沿牆築有或高或低方塔，牆內有許多院落，其中獅子
院以其輕巧的券廊和雕有十二只獅子簇擁著的噴泉著稱。整座宮殿的建築風格富麗精緻...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住宿酒店: Abba Granada 或同級

晚餐：酒店晚餐

Day 9 : 10/02 格拿那達 Granada Y布魯利那 Purullena Y阿利堪德 Alicante

因大量的「洞穴屋」而聞名的小鎮﹣布魯利那，下車遊覽後，驅車續行，翻越崇山峻嶺、閱盡群山景色後，著
名的地中海白色海岸豁然展現在眼前，沙灘綿延，海灣隱密，峭壁斷崖，白色的典型西班牙式建築夾雜其中，海天
一色，十分迷人。
抵達美麗的渡假觀光小鎮﹣阿利堪德，鎮內一座城堡踞守，各式各樣美麗的白屋、窄街、階梯與慵懶的行人，
值得細細品味，露天咖啡座比比皆是，有時間，坐下來喝一杯西班牙式的咖啡，享受一下西班牙式的閒情逸致，或
選購西班牙色彩的民俗藝品，或漫步細柔潔淨的海灘，或縱身躍入清澈的海水中，在天與海間遨遊。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布魯利那海鮮餐
住宿酒店: Abba Granada 或同級
Day 10

晚餐：酒店晚餐

: 10/03 瓦倫西亞 Valencia Y巴塞隆納 Barcelona

瓦倫西亞是西班牙一個迷人的古老城市、古王國首都。瓦倫西亞由古羅馬人建立，8 到 13 世紀被摩爾人統治。
1609 年，皈依天主教的摩爾人被驅逐出瓦倫西亞城。1930 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瓦倫西亞輸給了佛朗哥的軍隊，瓦
倫西亞成為西班牙共和國首都。首先參觀現代感十足的藝術科學城，再到極富西班牙情調、以磁磚砌成、佔地廣大
的巿集廣場，徒步進入巿中心，遊覽大教堂廣場。
來到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隆納 Barcelona。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的首府，地中海沿海樣岸最大的港口。她繁華
卻不熙攘，國際化又不失人情味。人們往往將她和三個關鍵字相連：度假、建築、體育。愛度假的遊客一定會愛上
這裡宜人的地中海氣候、綿延的海灘、燦爛的陽光；這裡是建築愛好者的天堂，高迪的驚世之作賦予這個城市獨特
的魅力；她是巴塞隆納俱樂部的大本營，動感、狂野、激情澎湃。她是賴比瑞亞半島的明珠，一個讓人去了也不想
走的城市。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特色餐
住宿酒店：Mercure Barcelona Condor 或同級

晚餐：中式晚餐

Day 11 : 10/04 巴塞隆納 Barcelona

今日全天市區觀光。巴塞隆納最先由古羅馬人所創建，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悠久歷史，是西班牙著名的歷史名
城。相傳 2000 多年前的一天，來自古羅馬的一支船隊抵達今天的巴塞隆納沿岸，其中乘坐第九艘船的人上岸定居。
巴塞隆納一名即由古羅馬語第九艘衍生而來。衍生出的巴塞隆納一詞，另據說是由酒吧（BAR）
、天空（CEL）和波
浪（ONA）組成的。原因大概是酒吧幾乎遍及巴塞隆納的大街小巷，有的豪華，有的簡陋，每到夜晚，裡面都坐滿
了飲酒狂歡的人。

參觀哥倫布紀念碑、1992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會場。十九世紀天才建築師高第 (1852-1926) 的漚心瀝血世紀鉅作
﹣聖家族大教堂，是巴塞隆納的地標，也是精神象徵。教堂有三個正門，分別詮釋基督的誕生、死亡與榮耀，每個
正門四座高聳入雲的尖塔代表著十二個使徒，半圓形的聖殿代表聖母瑪莉亞，正中央的尖塔 獻給救主耶穌基督，精
緻繁複的浮雕與裝飾，宏偉壯觀，栩栩如生，雖然至今尚未完工，但已呈現出不可言喻的莊嚴與宗教情懷。
【奎爾公
園 Park Güell】
，是高第在巴塞隆納的另一個著名作品，公園屬於都巿計劃的一部份，結合花園與生活空間的構思，
極具創意。走入公園，印入眼簾的是陶貼的馬賽克外牆，入口處兩棟房屋造型奇特，色澤鮮艷、搶眼。午後參觀【畢
卡索美術館 Museu Picasso】
，是一座位於西班牙巴塞羅那的美術館，收藏有 4251 件西班牙藝術家畢加索的作品。博
物館佔據了里貝拉的五所中世紀宮殿。建築本身和館內的收藏同樣具有可看性，這位抽象派鼻祖從啟蒙到成名的點
點滴滴以及大半生的珍貴作品，都收藏在這座美術館裡，是許多美術家一生嚮往之地。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四隻貓餐廳
住宿酒店：Mercure Barcelona Condor 或同級

晚餐：酒店晚餐

Day 12 : 10/05 巴塞隆納 Barcelona4原居地(洛杉磯)
用過早餐後並稍歇息之後,我們準備行囊，滿載而歸。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機上

一般規則:
＊＊＊旅途中因故退出，其未使用的部份視同自動放棄，不得要求退款、變更或轉讓他人。
＊＊＊因交通延阻，航空公司原因，罷工、天氣原因、政治因素、天災或其它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導致行程延誤或更改，本司之代表
人員有權視當時情況並保留本行程之更動權，及換旅館之權利，如因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引起的額外費用，由團員自行付費，
不得異議。
＊＊＊本公司保有依內陸交通狀況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所有行程講解均以華語為主。＊＊＊請務必自行購買旅遊醫療平安保險

護照注意事項:
任何護照有效期均須距返回日期六個月以上。持用美國護照入境，不須辦理簽証，持用其他護照者，請事先向代理旅行社
洽詢。持用其他國家護照者，有關簽證問題，請洽本公司。
即使旅客持有效之簽證及旅遊證件，卻於入境時遭移民局或海關人員拒絕入境，概與本公司無涉。

(本公司保有依內陸交通狀況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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