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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 2015 年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卡達航空】 

 

 

 

 

 

 

 

 

 

 

 

 

 

 

日期 天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02/28 第一天 港龍航空 CX467 桃園/香港 14:45 16:55 

   KA437 高雄/香港 15:10 16:50 

02/28 第一天 卡達航空 QR817 香港/杜哈 18:50 23:35 

03/01 第二天 卡達航空 QR147 杜哈/馬德里 01:30 07:10 

03/15 第十六天 卡達航空 QR142 巴塞隆納/杜哈 21:35 05:55+1 

03/16 第十七天 卡達航空 QR816 杜哈/香港 08:55 21:25 

03/16 第十七天 港龍航空 CX408 香港/桃園 22:55 00:30+1 

                                             抵達日期:03/17 凌晨(第 1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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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點進出不走回頭路：馬德里進、巴塞隆納出，讓您以最超值、最省時、最精彩的

方式一次暢遊西班牙六大省份精華景點、聯合國指定的世界遺產，留下最美好的旅

遊記憶。 

2. 早班機抵達+晚班機回程：多出半天的馬德里市區觀光及多出一整天的巴塞隆納市 

區觀光，讓您無遺珠之憾。 

3. 全程團員皆配備導覽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的

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4. 為您安排伊比利半島豐富且多樣的美食、嚴選葡萄牙、西班牙各地傳統美食，保證

挑動您的味蕾，牛尾餐、海鮮燉飯、鱈魚餐、葡式蛋塔….！ 

5. ★★北西班牙景點推薦： 

  【歐洲之峰國家公園】: 第一個被收錄為西班牙國家公園，其地理結構非常特殊， 世 

   界上只有阿爾卑斯山與她相似。 

  【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 SAN TIAGO DE COMPOSTELA】: 古城於 1985 被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相傳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大雅各曾到西班牙傳教，死後安葬於西班牙。 

   是天主教中與羅馬、耶路撒冷齊名的三大聖城之一 

  【大教堂海灘 PLAYA DE LASCATEDRALES】: 曾被評為世界上最美十大海灘之一，  

   來到這裏，才開始懷疑自己從未見過真正美的海灘。 

  【聖坦德】:多姿多彩的身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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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 BOTXO】: 巴斯克自治區首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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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00 萬申根旅遊平安險 +150萬意外醫療+100 萬疾病醫療+不便險(NT$1200) 

7. 贈送 : 網卡每人一張、雙圓孔轉換插頭一個、行李束帶、自動充氣枕 

8. 還有不可不看的【佛朗明歌舞】表演，讓人吃驚又叫好                         
 
 02/28  第 1 天    桃園(高雄)  香港  杜哈                                            

起飛前兩小時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卡達航空公司櫃台，搭機經由香港轉機飛往…伊比利半

島國度西班牙，前進西班牙，探索葡萄牙之旅，等您親身體驗！Hola！  

班機中轉杜哈，卡達的大本營杜哈機場有可以躺的休息椅，人人可當貴賓，是少數讓人

印象深刻又好又新的機場，卡達是一家五星級航空，全球被評為五星級航空的有八家。 

西班牙，這個全球觀光客第二多的旅遊勝地卻仍無國籍班機直航。雖說要飛到西班牙有

些辛苦，但是西班牙這個國家絕對值得您長途跋涉前來造訪的。 

建議您第一天穿著輕鬆舒適，機上酌點小酒、充足的睡眠可以儲備能量喔！ 

餐食： 早餐/xxx                中餐/xxx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豪華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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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  第 2 天    杜哈  馬德里        漫遊馬德里                                   

早上 07:10 抵達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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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門廣場】最初是馬德里古城的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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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內廣場星羅棋布，幾乎每座廣場都有其歷史韻味，每一尊雕像都在敘說著一段

美妙的故事。 

【皇宮(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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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巴

洛克式與新古典主義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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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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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王費利佩六世和王室並不居住在這裡，而是住在馬德里郊外較小的薩爾蘇埃拉宮

（Palacio de la Zarzuela）。 

馬德里王宮仍然用於國事活動，在沒有正式活動時向公眾開放。 

【聖米格爾市集】有著搶眼鋼鐵結構設計，規劃完善又美又乾淨，有別人一般傳統市場

給人髒髒舊舊的印象，主要販售西班牙傳統小吃，你能用親民的價位享受到 Tapas、燉

飯、伊比利火腿、海鮮、Sangria ...等道地西班牙美食 

 
 03/02  第 3 天    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      80km 托雷多      368km 格拉納達                    

【普拉多美術館】繼承了皇室珍藏，在19世紀末期就被譽為「世界三大美術館」之一。 

與巴黎羅浮宮、倫敦大英博物館合稱世界三大美術館 。                               

懷著朝聖般的心情造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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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xxx           中餐/ 中式料理 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Exe Getafe Hote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5%88%A9%E4%BD%A9%E5%85%AD%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E7%8E%8B%E5%A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0%A8%E5%B0%94%E8%8B%8F%E5%9F%83%E6%8B%89%E5%AE%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0%A8%E5%B0%94%E8%8B%8F%E5%9F%83%E6%8B%89%E5%AE%A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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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雷多】漫步在托雷多古城彎彎曲曲的石鋪馬路

上，想像著古人生活情景，體會古樸的生活樂趣。

參觀費時三百年才完工的【托雷多大教堂】，西班

牙三大教堂之一，回教時期這裡轉變成清真寺，內

部哥德式裝飾的主禮拜堂相當華麗，而混合 各種建築形式的外觀給人文化衝擊的不同

感受。聖馬丁橋是進入古城的老橋，阿卡薩城堡位在古城的高點，早期為羅馬時代的裁

判所，西元 1936 年西班牙內戰時曾收到戰火的波及，之後重新翻修整建成軍事博物館。 

 

 03/03  第 4 天   格拉納達     155km 米哈斯    110km 直布羅陀     113km 隆達      

【格拉納達】摩爾王朝最後的古都，西班牙的驕傲，伊斯蘭在歐洲⼤陸留下最美的傑作。 

【阿爾汗布拉宮（入內）】融合了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宮殿，其窮奢極欲的建築，無以

複加，巨細靡遺的雕刻，⼀個個精美的院落連接，仿若推開了那塵封已久的皇家往事； 

（團隊門票，需提前預訂確認） 

【米哈斯】地中海白色小鎮，感受安達魯西亞人的熱情。 

【直布羅陀】直布羅陀是英國的海外屬地之一，位於西班牙南面，歐洲伊比利亞半島南

端的城市和港口。直布羅陀的戰略地位重要，是重要的要塞和海空軍基地。天氣晴好時，

自最南端的歐羅巴角燈檯能望見對岸的非洲大陸，景色壯觀。直布羅陀的標誌就是他的

岩石山，岩石山上有大約160多只地中海獼猴，坐纜車上山觀遠景和看猴子，是大多數

遊客必遊的一景。 

 03/04  第 5 天    隆達     128km 塞維利亞                                                 

【隆達】西班牙鬥牛藝術的發源地，傳說中最美私奔⼩鎮；漫步在龍達的大街⼩巷，猶

如當地⼈般悠閒自在；龍達天然斷崖，連接新老城區的石橋，下方是萬丈深淵，遠處是 

無限美麗風景。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GRANADA  PALACE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 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Hotel Maestra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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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維利亞】漫步美麗的西班牙廣場，領略傳統與現代建築藝術的完美融合；塞維利亞

大教堂（⼊內）世界第三大教堂；瓜拉基維河邊的黃金塔，哥倫布世界航海夢的起始點 

全年都充滿著絡繹不決的觀光客，現稱亦為西班牙的第4大都市。 

【塞維亞大教堂】─「我們要建造一個讓後代世人以為我們是不是瘋了的巨大教堂」。

1410年召開的教堂參事會議，開始了此浩大的龔成，因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黃金

時代，造就出不凡之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就歐洲的教堂來說，其規模僅次於羅馬的

聖彼得大教堂與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 

【阿卡薩城堡(外觀)】阿卡薩城堡(Alcázar)就位在大教堂的後面。1360年代，佩德羅國

王從格拉那達找來建築工人，想蓋一座可媲美阿爾罕布拉宮的皇宮，所以阿卡薩城堡

處處可見伊斯蘭的建築風格。精雕細琢的拱門、瑰麗華美的迴廊、畫工精細的彩色磁

磚、令人炫目的幾何式圖案，一一地訴說著摩爾人在這塊土地所遺留的痕跡。不過，

阿卡薩城堡並不純為典型的阿拉伯建築，後來的皇室後代不斷的新增建築，使這座城

堡同時融合了新古典主義、哥德式、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式風格。 

 到塞維亞最重要的事還有一件，千萬別忘記看一場【佛朗明哥舞】表演，那種專業 ，

及舞者表演時「爆發」的程度，真的是讓人吃驚又叫好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Exe Gran Hotel Solucar Hotel 



~ 7 ~ 
 

 

 

 

 

 

 

 

 

 

 

 

 03/05  第 6 天    塞維利亞     298km 埃武拉     132km-里斯本                                         

【埃武拉人骨教堂】全名聖佛朗西斯科教堂，始建於1510年，當時是皇族的祈禱堂。 

【漫步里斯本 : 貝倫塔、航海發現紀念碑、傑若米修道院】穿過當時最繁華的“自由大

道”，⼀路來到里斯本的標誌-貝倫塔，這里是葡萄牙前海關，是啟航的起點，歸航的

終點，當地稅收流⾏⼀句話：回航時如果看到貝林塔，就到家了。。。。 

【經典美饌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是一種小型的奶油酥皮餡餅，其焦黑表面是其

最大地特徵。據傳於 18 世紀時，於今日里斯本傑羅尼摩斯修道院中的修士所發明。並

於 19 世紀時廣為流傳於世，當時因為許多的店家位於里斯本的 Belm 區，故又稱為貝林

撻。我們特別安排位於傑羅尼摩斯修道院附近的一家百年老店中享用道地葡式蛋撻。 

百年老店葡式蛋撻+咖啡(如遇蛋撻老店客滿則改外帶一人兩顆蛋撻，若遇店休則改其他

蛋撻名店享用，敬請見諒)。 
 

 

 03/06  第 7 天    里斯本     41km 羅卡角     20km 卡斯卡什     34km-里斯本                

【羅卡角】⼀處海拔140 米的狹窄懸崖，是歐洲大陸的最西端，煙波浩渺的大西洋，強

勁的海風由此吹過“陸止於此，海始於斯”  

【地域之口】因其地貌特別及所處的位置特殊，當潮水灌湧拍擊，海濤沖震時，發出陣 

陣怒轟咆哮猶如地獄般恐怖而得名。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EXE Liberdad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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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凱伊斯】美麗的海濱小鎮，葡萄芽王室的避暑勝地，伴隨它的還有“間諜中⼼”， 

英國傳奇特工007 邦德及美麗邦德女郎的傳奇故事便是由此開始。 

  
 03/07  第 8 天    里斯本      203km 科因布拉     129km-波爾圖                                

【科因布拉大學】 早餐後前往，科因布拉百年老校，是葡萄牙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亦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杜羅河酒莊】前往波爾圖 Cálem 酒莊，波爾圖的 port wine 是世界聞名的酒莊； 

【漫步波爾圖老城: 牧師塔、自由廣場、聖本托塔⽕車站、路易士⼀世橋、萊羅書店】 

萊羅書店─號稱世界最美書店，創立於 1906 年，店內空間雖小巧，但每根樑柱都佈滿

了華美細膩的雕刻，最知名的莫過於如流水般自然順暢的圓弧型的階梯，猶如葫蘆般圓

潤的設計，將書店裡的一樓和二樓，優雅地連接在一起，成為店內最美的風景。 

《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羅琳女士，曾在波多這裡執教，他常流連在此間書店，因此小

說裡的學院、圖書館、階梯等樣貌，據說就是以萊羅書店作為雛形進行發想和創作。 

 
 03/08  第 9 天   波爾圖       237km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西班牙語：Santiago de Compostela；意為「繁星原野的聖地亞哥」 

北西班牙朝聖勝地，古城於 1985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相傳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大雅

各曾到西班牙傳教，死後安葬於西班牙，但多年過去之後，墓地的真正所在 已無人知

曉，直到西元九世紀，一位農夫發現了大雅各的墓地，人們在此建立一座小教堂，朝聖 

者絡繹不絕。這座人口不到 10 萬的彈丸小城是天主教中與羅馬，耶路撒冷 齊名的三大

聖城之一，中世紀被人們稱為世界的盡頭。 

以此為終點的朝聖之路跨越庇裡牛牛山脈連綿，連綿彎曲於西法邊疆，從遠遠的中 可

勝數直到今天，不可勝數的虔誠信徒遠端跋涉，歷盡千辛萬苦沿著這條荒涼的朝聖之

路奔向終點終點頂禮膜拜頂禮膜拜。正像但丁曾說過的：走過或即將前往聖地牙哥之

家的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朝聖者。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 宿： EXE Liberdade Hotel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Eurostars Das Artes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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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雅各之路的終點為西班牙的聖地牙哥康波斯特拉主教座堂 
  

 

 

 

 

 

 

 

 

 

 

 

 

 

 

 

 

 

 

 

 

 

 

 

 

 

 

 
 03/09  第 10 天   聖地牙哥      164km 教堂海灘      141km -希洪            

【教堂海灘】卡特德萊斯海灘 (Playa de Las Catedrales)，俗稱大教堂海灘、拱橋海灘。

世界最美海灘之一，世界排名前十。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堂，但在這座沙灘上，岩

石樣貌奇特猶如迷洞且數量驚人。準確的說它是一條由高度超過 32 米的懸崖組成的海

岸線。因常年經受海風的侵蝕和海水的潮起潮落作用，形成了許多形態的岩洞和拱門。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風味料理  

住 宿：Eurostars San Lazaro Hotel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Sercotel La Boroña Hotel 

     INFO      聖雅各之路 

全長雖為 800 公里不等，但只要步

行達 100 公里以上、騎車 200 公里

以上者，即可得到證書。具千年歷

史的聖雅各之路（El Camino de 

Santiago）是基督教著名朝聖路，傳

說，耶穌的愛徒「雅各」在耶路撒

冷遭受殺害殉道，遺體不知被帶到

何方，西元 814 年，一位修士在暗

夜得到啟示，並由星星指引，於現

今西班牙「聖地牙哥康波斯特拉古

城」（Santiago de Compostela）找到，

自此之後，教徒皆會到雅各墓地的

教堂朝聖。 

這條朝聖之路綿延整片歐洲，可遠

從中東耶路撒冷開始，也可從歐洲

任一城市起步，但最後終點全都指

向位於西班牙西北方的聖地牙哥康

波斯特拉古城。較著名的朝聖路線

共有 3 條，分別是 

「銀之路」（De la Plata，總長 1,000

公里，從西班牙南方出發） 

「北方之路」（Camino Norte，總長

850 公里，從法國出發，沿西班牙北

海岸前行） 

「法國之路」（Camino Francés，總

長約 800 公里，由法國南部穿越庇

里牛斯山進入西班牙），目前最熱

門的路線即為法國之路。 

路線：St-Jean-Pied-de-Port—Santiago 

de Compostela 
  Camino Finisterre 世界盡頭之路 

路線： 

Santiago de ompostela—Finis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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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0  第 11 天   希洪      80km 歐洲之角                                         

【歐洲之角】歐洲之角是西班牙認定的七大最值得去國家公園之一，更是西班牙第一個

國家公園，在 200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生物圈保護區。歐洲之峰包括 3 座雄偉

的山峰：東方峰（Macizo Oriental）又稱安達拉峰（Andara）、中部峰（Macizo Central）

又稱烏雷耶斯峰（Urriellles）和西部峰（Macizo Occidental）又稱科爾尼翁峰（Cornin）。

鑒於這裡離海很近（僅 20公里），當地氣候潮濕且降水頻繁。雖然這裡冬季才下雪，

但山裡終年積雪並不罕見。該公園內流經 4條河流，最終彙聚成峽灣： 有許多觀景台

供您欣賞自然美景。 
 

 
 03/11  第 12 天   希洪      176km 桑坦德     102km 畢爾巴鄂                 

【桑坦德】桑坦德西班牙北部港市，桑坦德省首府。臨比斯開灣，位於馬約爾岬之南。

瀕臨卡達布連海，有“西班牙知識和文化界的夏都”之稱。市內惟一的古建築是馬格達 

萊納宮，曾是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行宮，文化設施還有史前博物館和市美術中心

等。市郊的歐洲山和阿爾托•坎波奧山終年積雪，是理想的滑雪賽場；埃布羅•裡維爾 

湖是開展水上運動、釣魚和狩獵水上飛禽的去處；附近還有阿爾塔米拉洞窟壁畫和胡育

山洞的神廟等史前人類藝術遺跡。1941 年大火焚毀很多古跡，現剩馬格達萊納宮等，博

物館大量收藏史前期人的器具。 
 

 
 03/12  第 13 天   畢爾巴鄂      303km 薩拉格薩                              

【古根漢美術館】入內(16 歐元) 

在 20 世紀 90 年代人類建築燦若星河的創造中，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無疑屬於最偉

大之列，與悉尼歌劇院一樣，它們都屬於未來的建築提前降臨人世，屬於不是用凡間語

言寫就的城市詩篇。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Sercotel La Boroña Hotel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Hotel Zenit Bilbao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Eurostars Zzragoz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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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 第 14 天   薩拉格薩      312km 巴賽隆納                              

薩拉戈薩城市觀光：參觀有著 11 座圓型穹頂的【聖婦皮拉爾大教堂】；漫步於【比拉

爾廣場】和【拉賽歐廣場】，欣賞用大塊石頭壘成的薩拉戈薩飽經風霜的【老城牆】。

前往遊覽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賽隆納】。行走在【RAMBLAS 大街】, 感受到悠 

閒寫意和熱情洋溢的氣氛。驅車登上猶太山崗，參觀 1992 年【奧運會場】及俯瞰巴塞 

隆拿海港全貌。 

【巴賽隆納】巴賽隆納這個具有兩千年古歷史的城市，因為別具風格的建築及藝術構成

了它豐富的旅遊資源。作為無可爭議的現代主義之都，巴賽隆納擁有許多大師之作。其 

中高迪的作品絕對是優尚之選，無論是至今仍在建造的聖家堂、還是怪誕主意的巴特羅

之家、米拉之家，單獨⼀個就可以成為來巴賽隆納的理由。 
 

 

 03/14  第 15 天   巴賽隆納                                                         

【聖家族大教堂（入內）】瘋狂建築家高迪的代表作，自高迪1926 年去世後至今仍未

建成，也是世界上唯⼀仍在建造中的大教堂 

【巴特羅之家】，巴特羅之家看內部：房屋本身是取材于⼀段英雄殺死惡龍勇救公主

的故事，內部每⼀處細節均圍繞著這段美麗的勇者故事，獨特的建築構想，無不彰顯

出高迪無以倫比的建築天分。 

我們來到蘭布拉斯大道，這裏隨時都充滿了人潮，爭奇逗趣的街頭藝人讓過往遊客無

不駐足停留，這裡也是逛街、購物的天堂，在這找個露天咖啡座喝個道地西班牙咖啡 

小憩一番，浪漫地享受拉丁風情如是的悠閒。 

【米拉之家(外觀)】 (Casa Milà)擁有者是富豪–佩雷米拉（Pere Mila），當時他相當

欣賞高第的建築天份，特別喜歡巴特婁之家（Casa Butllo）的風格，故重金邀請高第

來蓋自己的房子。而這也是高第設計的最後一棟私人住宅。 

【奎爾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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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料理 

住 宿： Catalonia Sabadel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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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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  第 16 天     巴賽隆納   杜哈           21:35 / 05:55 + 1                               

【加泰隆尼亞音樂宮】加泰隆尼亞音樂廳(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 位在巴塞隆納，

建於二十世紀初，是巴塞隆納的建築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音樂廳的外表極為華麗，外牆以雕像、紅磚、馬賽克鑲嵌圓柱裝飾。而室內不遑多讓，

舞台兩旁的半身浮雕是合唱團總監及貝多芬，舞台後方則是 18 位音樂謬思，每一位謬 

思服裝不同，演奏的樂器也不同。 

當然，最搶眼的莫過於 2,200 個座位上方的彩色玻璃天窗，突出的一端就像太陽一般，

將光影投射到表演著與觀眾身上。1997年，加泰隆尼亞音樂宮和聖十字和聖保羅醫院一

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世界遺產。今天，每年有超過50萬人出席在加泰隆尼亞音

樂宮的各種音樂表演，從交響樂、室內樂到爵士樂和坎索（加泰隆尼亞語歌曲）。造訪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 宿： Catalonia Sabadell Hote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8D%81%E5%AD%97%E5%92%8C%E5%9C%A3%E4%BF%9D%E7%BD%97%E5%8C%BB%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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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朱伊克山】，可俯瞰巴塞隆納城市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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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5起飛前往杜哈，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03/16  第 17 天     杜哈   香港  桃園    21:35 / 05:55 + 1 (第 18 天)                            

班機於今日抵達杜哈，隨即轉機香港返回桃園。於凌晨(3/17 第18天) 00:30抵達桃園，

結束滿滿難忘伊比利半島17天之旅。 

 

 

     團費 : NT$ 136,000 元整   付現金 -2600 

 

 【備註:】  

        出發日期 (卡達航空) : 2019 年 02 月 28 日 

         報名請附上護照影本，並付訂金 NT30,000/人        

         航班 : 卡達航空 (經杜哈轉機) 
           

1. 費用包含： 

   ▓歐洲深根旅遊平安險:  

         500 萬主險 + 150 萬意外醫療險 + 100 萬突發疾病:NT1500 

▓桃園機場/高雄交通接駁費  

▓贈送: 網卡 30 天效期 2G 流量 

▓全程四星酒店 

▓門票如行程表所列 

▓共 19 餐中餐(七菜一湯)餐標€12  + 12 餐風味餐餐標€15 
 

2. 費用不包含：  
 

▓護照工本費 

▓全程領隊小費、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10 X 17 天= €170   

▓全程個人水酒飲料費用、行李超重托運費及歸屬私人之費用 

▓飯店行李搬運費(建議自提即可，因不一定有行李員。) 

▓單人房差€650 元 

 

 

 

餐食： 早餐/           中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豪華客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