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T# 2001110-40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New York Chicago Houston Vancouver Beijing 

11天葡萄牙，直布羅陀，西班牙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團號: ULB11 

里斯本，塞維爾，直布羅陀，格拉那達，杜麗多，馬德里，塞哥維亞，巴塞羅那 

出發日期: (2023) 1/8, 2/5, 3/5, 4/2, 5/7, 6/4, 7/2, 8/6, 9/3, 10/8, 11/5 

行程特色： 

• 里斯本進、巴塞羅那出，搭配 AVE高速火車，行程順暢車程最短，享受旅遊樂趣。

• 增加成本，從馬德里乘坐 AVE 高速火車 2.45 小時即可達巴塞隆那，時速每小時可達 300

公里，節省 8小時車程。

• 走訪多處旅遊熱點: 航海紀念碑、米哈斯白色山城、阿爾罕布拉宮、杜麗多古城、塞哥維

亞舊城及水道橋、聖家族大教堂等等。

• 進入英國海外屬地直布羅陀，感受英式風情，參觀經歷萬年，巧奪天工的聖米高鐘乳石

洞，近距離接觸地中海棲息的無尾獼猴。

• 深入認識世界著名建築大師安東尼高迪四大驚世鉅作: 聖家族大教堂、桂爾公園、米拉之

家、巴特由之家。

• 餐食多元與道地:  品嚐葡式蛋撻創始店、葡國烤雞、海鮮飯 PAELLA、米芝蓮推介百年烤乳

豬店。

• 全程下榻便捷舒適的四星級酒店。里斯本、馬德里，巴塞羅那連續住宿兩晚，免除天天換

酒店整理行李之苦，讓您可輕鬆又舒適。

• 經驗豐富的導遊全程提供中/英文詳盡的講解，知性入心。

隨團包括以下景點入場門票： 

❖ 新特拉國家皇宮
❖ 人骨教堂
❖ 聖米高鐘乳石洞
❖ 阿爾罕布拉宮
❖ 白風車村
❖ 杜麗多主教堂

❖ 馬德里皇宮

❖ 阿卡莎城堡

❖ 聖家教堂

❖ 桂爾公園

❖ 米拉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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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1 原居地  葡萄牙, 里斯本 

Hometown  Lisbon, Portugal 

2 里斯本 - 航海紀念碑 - 貝倫塔 - 謝朗利修道院 - 自由大道 - 葡式蛋撻創始店 (晚: 葡國烤雞) 

Lisbon - Discovery Monument - Belem Tower - Jeronimos Monastery - Liberty Avenue - Pasteis de Belem 

(D: Portuguese Roast Chicken) 

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Lisbon Fontana Park或同級  

*** 12:00PM後抵達，當天行程自願方棄，不作任何補償，請自行前往酒店 *** 

里斯本：葡萄牙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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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倫塔：葡萄牙港口經典的地標建築，也是里斯本的象徵。 1983 年貝倫塔被國際教科文組織正式評

定為世界文化遺產，2007 年被評為葡萄牙七大奇蹟之一，它見證了葡萄牙在大航海時代無數船隻的

遠航與別離，返航與重聚。是戀人的感情升溫的絕佳聖地。 

3 里斯本 - 耶穌山 (自費) - 奧比多斯古城 - 大石角 - 新特拉 - 國家皇宮 (入內參觀) (早/晚: 葡式燒墨魚+海

鮮飯) 

Lisbon - Cristo Rei (optional) - Obidos - Cape of the Rock - Sintra - National Palace (admission incl.) (B/D: 

Portuguese grilled cuttlefish & seafood rice) 

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Lisbon Fontana Park或同級 

耶穌山：位於里斯本城南，太加斯河左岸的 Almada 山頂上，葡萄牙在二戰期間，未被捲入戰火，該

國為祈求世界和平，遂興建這耶穌像。今時今日，當你仰望高聳入雲的雕像，除了被其宏偉氣魄所

震懾，心中也會平添一份祥和感。 

奧比多斯古城：“婚禮之城”，被譽為葡萄牙最浪漫的美麗小鎮，是葡萄牙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在古
城牆環繞的小鎮裡，無論是中世紀的城堡、狹小的石板路兩旁古老的房舍，還是咖啡屋、餐廳、工

藝品店，彷彿都散發著一絲絲古老氣息，讓人流連忘返。 

新特拉：摩爾貴族與葡萄牙王室的夏宮所在地，位於與城市同名的山腳下，是一個美麗的地方。這

一帶山巒起伏，宮殿、城堡和別墅就坐落在這一碧連天之中，人文景觀與自然風光柔合在了一起。 

4 里斯本 - 依奴拉古城 - 人骨教堂 (入內參觀) - 西班牙, 塞維爾 - 佛蘭明哥歌舞+晚宴 (自費) (早/午: 當地

西餐) 

Lisbon - Evora - St. Francis Church (admission incl.) - Seville, Spain - Flamingo Show & Dinner (optional) 

(B/L: Local Western) 

酒店: Hilton Garden Inn Sevilla或同級 

依奴拉古城：建在太加斯河環繞的山丘上，一直都是歐洲歷史名城，西元前 192 年羅馬人征服此

城，為它奠定了基督教及希臘化文化的基礎，羅馬帝國滅亡後，此城為西哥德人統治，西元  589 

年，改信基督教的國王建都於此，從此它成為西班牙政治和宗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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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骨教堂：建於十七世紀，屬於天主教聖方濟天主堂的一部分，創建者為一位半盲的修士，1511 年

時他為了傳達「人生短暫」的宗教意念用教堂墓地裡大約五千具屍骨搭建起了這座禮拜堂。 

5 塞維爾 - 西班牙廣場 - 英國屬地, 直布羅陀 - 聖米高鐘乳石洞 (入內參觀) - 太陽海岸 (早) 

Seville - Plaza de Espana - Gibraltar,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y - St. Michael’s Cave (admission incl.) - 

Costa del Sol (B) 

酒店: Hilton Garden Inn Malaga或同級 

西班牙廣場：塞維亞的西班牙廣場是為了 1929 年在此舉辦的拉丁美洲展覽會而建的一個廣場。如此

美麗的廣場曾出現在很多電影場景裡，圍繞廣場一圈的馬賽克立面相當漂亮，每一塊代表一個城

市，花色不同，圖案豐富，這些令人讚嘆的圖案描述著各個地區戰爭時的西班牙，是一則則古老的

歷史故事。 

聖米高鐘乳石洞：可一窺壯麗的鐘乳石，內部還有一處挑高 3、40 公尺的天然大溶洞，被規劃為音

樂會、戲劇表演的場地。除此之外，還有著迷人的石筍奇觀，其中一個便是大教堂洞穴，裡面的礦

物形似教堂風琴管。 

太陽海岸：歐洲最受歡迎的旅遊度假勝地之一。氣候條件那裡氣候溫和，陽光充足，全年日照天數

達 300多天，可盡情享受陽光的沐浴。 

6 太陽海岸 - 米哈斯白色山城 - 格拉那達 - 阿爾罕布拉宮 (入內參觀) (早/晚: 當地西餐) 

Costa del Sol - Mijas - Granada – Alhambra (admission incl.) (B/D: Local Western) 

酒店: Hotel Granada Palace或同級 

註: 基於保護古蹟文物的立場，阿爾罕布拉宮實施新規則，嚴格限制每日進場人數及開放購票時間。
所以若當天預約已滿、無法接受當團預訂等狀況，則改參觀另一世界文化遺產 -哥多華清真寺
(Mosque of Cordoba)，敬請理解。 

米哈斯白色山城：在秀麗的白色山城上可以看到遠處美麗無邊的地中海，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及晴

空，終年閃耀著金色燦爛的陽光，小鎮保留著昔日古老的鄉村的風貌，白牆紅花加上斑駁的紅瓦，

有著希臘般的風情。 

阿爾罕布拉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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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宮如天堂中的花園，彎形噴泉終年不斷，宛若眾神花

園一般，風采永遠不褪。 

7 格拉那達 - 白風車村 (入內參觀) - 杜麗多古城 - 杜麗多主教堂 (入內參觀) - 馬德里 (早/晚: 當地西餐) 

Granada – Consuegra (admission incl.) - Toledo – Cathedral (admission incl.) – Madrid (B/D: Local 

Western) 

酒店: Hotel Crowne Plaza Madrid Airport或同級 

白風車村：位在馬德里近郊的一個小鎮，小鎮在拉查曼山丘上，十三座巨大的風車聳立在山坡上，

成了該區的代表景象。 

杜麗多古城：曾貴為西班牙皇都達千年之久, 歷經西班牙史上最強盛的年代。這座千年古都至今仍保

留著濃厚的中世紀色彩, 走進杜麗多古城, 就像走進歷史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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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麗多主教堂：為期數百年的精工雕琢，外觀設計以哥德式為主，內部有純西班牙式繁複精美之銀

飾來裝潢，又有繁複的深色木雕，彩繪窗戶有多達 750 片左右，另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讓人讚

嘆巧奪天工。 

8 馬德里皇宮 (入內參觀) - 西班牙廣場 - 太陽門廣場 - 哥倫布廣場 - 塞哥維亞 - 羅馬水道橋 - 阿卡莎城堡 

(入內參觀) - 馬德里 - 鬥牛賽 (自費) (早/午: 地道烤乳豬餐) 

Royal Palace (admission incl.) - Plaza de Espana - Puerta del Sol - Plaza de Colon - Segovia - Aqueduct – 

Alcazar (admission incl.) - Madrid - Bull Fighting Show (optional) (B/L: Roasted Suckling Pig) 

酒店: Hotel Crowne Plaza Madrid Airport或同級 

馬德里皇宮：這裡曾是阿拉伯人的要塞，西元 1734 年毀於一場大火後而重建，外觀為新古典主義風

格。宮中共有兩百多個廳室，目前只有部分對外開放，各廳室裝潢華麗精緻，天花板、牆壁、鋪

墊、桌椅等色彩統一協調，金碧輝煌，毫不保留的展現當初西班牙的國力。 

太陽門廣場: 作為馬德里前往各城市的國道起點，周圍有 10 條街道向外放射。廣場周邊環繞著百貨

公司與各式商店，是馬德里最主要的繁忙商圈與觀光景點之一。 

羅馬水道橋：約有兩千年歷史, 對這一人類工程, 文明的奇蹟, 林達在書中嘆服地說:“看過這古羅馬水
道橋, 就值回了來西班牙的機票!” 看到它的現在，就想起它的過去：一項古羅馬帝國宏偉的水利工
程！一項造福人類的壯舉！ 

鬥牛賽：西班牙是世界上著名的"鬥牛王國"。鬥牛士們驚人的勇氣和毅力是我們不可錯過的視覺盛

宴。 

9 馬德里 (AVE高速火車)  巴塞羅那 - 蘭布拉斯大道 - 蒙瑟拉特山 (自費) (早/晚: 中式) 

Madrid (AVE Hi-Speed Train)  Barcelona - La Rambla - Montserrat (optional) (B/D: Chinese style) 

酒店: Hotel Barcelona Condal Mar By Melia或同級 

蘭布拉斯大道: 大道上人來人往，好不熱鬧，你可在這𥚃購物、逛街、拍照、下午茶…. 

蒙瑟拉特山：距離巴塞隆納 38 公里，這座猶如許多根指頭黏在一起的怪山，經由數千萬年的造山運

動以及沈積和下沈等作用。峰頂黑面聖母的山洞有一尊黑臉聖母像, 她手中的聖嬰是黑的, 天使也是

黑的。 

10 聖家教堂 (入內參觀) - 桂爾公園 (入內參觀) - 米拉之家 (入內參觀) - 巴特由之家 (外觀) - 自由購物 - 西

班牙海鮮大餐 (自費) (早) 

Sagrada Familia (admission incl.) - Park Guell (admission incl.) - Casa Mila (admission incl.) - Casa Batllo - 

Free at Leisure - Spanish Seafood Dinner (optional) (B) 

酒店: Hotel Barcelona Condal Mar By Melia或同級 

聖家教堂：由著名的建築天才安東尼奧高第所設計，是他傾畢生心力的代表作；這座尚未完工就被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走進教堂內透光影打在玫瑰玻璃窗上，感受高第所要闡述給大家大自然的奧

妙。每一根柱子，每一個角落都能看見高第對大自然的體現與意義。無論你身處巴塞羅那的哪一

方，只要抬起頭就能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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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爾公園：一樣是高第著名的建築之一，雖然後來是個失敗的建築案例，卻也留下了令世人驚嘆的

前衛社區營造概念，彷彿格林童話的糖果屋又或是薑餅屋的建築，將人心底那份童趣引發出來，馬

賽克磁磚的拼貼藝術在奎爾公園發揮得淋漓敬致，同時也被 UNESCO列入為世界遺產。 

米拉之家：富商佩雷米拉與富孀結婚前請高第設計的住宅，也是高第設計的最後一棟私人住宅，波

浪形的外觀，乳白原色的石材砌出的外牆，顯得豪華精緻。 

11 巴塞隆那  原居地 (早) 

Barcelona  Hometown (B)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行程可能隨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