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03/25【西班牙‧葡萄牙】13 日(5 晚五星飯店) 
~佛朗明哥舞+法度、風車村、畢卡索美術館、塞特尼爾鎮、一段 AVE 高鐵體驗~ 

 NT:115,500 元/人(含稅、導領小費 130 歐、四人一台 WIIF 機、西式晚餐含酒水)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四人一台 WIFI 機 

 
1.特別安排四人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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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最佳的飛行航空  
搭乘 2015 年全球最佳航空台灣之翼─長榮航空，不需中停的直飛巴黎，全艙備有個人液晶電視，精彩符合

國人口味的節目會讓您娛樂性百分百！當然長榮機艙的客服水準，更讓您講台語馬ㄟ通！，將為您的飛行

旅程帶來更多樂趣。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087 桃園 巴黎 2350 0640+1 

第二天 參考航班 EZY3905 巴黎 馬德里 1235 1450 

第十天 參考航班 (依訂到為主)  波多 巴塞隆納   

第十一天 參考航班 VY8022 巴塞隆納 巴黎 1920 2110 

第十二天 BR-088 巴黎 桃園 1120 
0705+1 

(04/06 抵達台灣) 

 

行程內容 

Day01 桃園機場 / 巴黎機場 
相逢自是有緣！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長榮豪華客機直飛巴黎。於空服員的照 

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 豪華客機 

 



Day02 巴黎／馬德里【西班牙】（皇宮、太陽門廣場、聖米格爾市場） 
遊馬德里見證西班牙歷史，聽安塔露西亞三大名城之文化交萃，賞巴塞隆納之建築聖地，西班牙緣舞曲，

每日獻給您不同的西班牙樂章。鬥牛士、佛朗明哥舞、海鮮飯、Tapas、橄欖樹、迷人的地中海..是每個人

對西班牙的第一印象。抵達首都馬德里後，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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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來到◎太陽門廣場，

◎零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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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裡人氣旺的◎馬約廣場一遊，是個吃喝玩樂的好去處。我們特別安排◎聖米格爾市集，它有著搶眼鋼鐵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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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的聖米格爾市場空間寬敞

動線流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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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各個攤位點完餐後可以直接站在櫃檯旁或中央公共區享用。今晚我們特別安排鬥

年餐廳享用西班牙傳統 TAPAS 風味料理。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方便轉機~每人發放 10 歐元   晚餐：鬥牛餐廳 TAPAS 風味(含酒水) 

宿: 5★OCCIDENTAL MIGUEL ANGEL 或 SILKEN PUERTA AMERICA 或同級 

 

Day03 
馬德里－托雷多（索柯多夫廣場、聖馬丁橋、大教堂）－風車村 CONSUEGRA

－吉達瑞 CIUDAD REAL++AVE++哥多華 CORDOBA 
今日前往西班牙馬德里南方 70 公里處，屹立在 530 公尺岩石山丘上，由泰約河圍繞的古城－托雷多。托雷

多乃西班牙歷史縮影，由太加斯河畔遠眺城區美景，方形的舊皇宮有如城堡般位於城區的最高處，城中還

維持中古世紀之古城風情。護城河、矮矮的城牆、古老的石板路，小巧而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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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參觀古老的◎大教堂，內部特殊建築及各種稀世珍寶，包含寶藏室及艾葛瑞柯畫室。

之後前往◎索柯多夫廣場、◎聖馬丁橋。之後我們前往★風車村是西班牙拉曼查自治區著名的風車小鎮，

是塞萬提斯的筆下唐‧吉軻德大戰巨龍的真實場景地。小鎮共有 11 座風車散落在起伏的山丘上，形成相當

壯闊的景觀。在這樣一個僻壤的山丘上，沒有英勇的騎士，沒有凶猛的怪獸，只有光陰歲月留下的斑駁風

車和廢棄古堡。接續來到吉達瑞火車站搭乘 AVE 快速火車前往哥多華。 

AVE 火車極速旅遊新體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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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魯西亞之距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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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吉達瑞至哥多華行車近３小時，又此段為山路，且較無景觀），二來最具盛名的風車村及唐吉軻德客棧

也不會錯過，所以我們為各位貴賓如此安排。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拉曼查烤羊肉 (含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 5★HOTEL EUROSTARS PALACE 或同級 

 

Day 04 哥多華（清真寺、百花巷）－哈恩（主教座堂）－格拉納達（佛朗明哥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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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參觀由摩爾人於西元 785 年所建築的當時世上最大的★清真寺(MEZQU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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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您可自由前往老市區逛逛，位於清真寺後方的◎百花巷，曲折的小巷內

各具特色，巷旁的住戶把一盆盆顏色鮮豔的花朵，掛滿在白色牆上，為小巷加添優雅，是取景拍照的好地

方，不少明信片上都可看到這個風景！之接續前往素有「橄欖油之都」之稱哈恩，這裡超過三分之二的土

地被用於橄欖種植。在橄欖園和自然公園的綠色植被中，映襯著令世界驚歎的古伊比利亞人遺址、◎主教



座堂，還有哥特風格、文藝復興風格和巴羅克風格的各式城堡。哈恩是臺灣著名作家三毛的丈夫荷西的故

鄉。三毛的那首《橄欖樹》正是對哈恩美麗橄欖樹林的有感而發。午後來到格拉納達省首府格拉納達，晚

餐後特別安排於 Sacromonte 山丘洞穴裡欣賞★佛朗明歌舞表演並享用晚餐。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安達魯西亞烤雞料理(含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 5★BARCELO GRANADA CONGRESS 或同級 

 

Day05 
格拉納達－隆達（隆達鬥牛場、新橋、阿拉伯澡堂）－塞特尼爾鎮－塞維亞（西

班牙廣場） 
今天我們來到鬥牛發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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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如詩如畫的古城鎮，到處都是白壁人家，也是瑪丹娜 MTV 及 Lexus 經

典廣告取景此地；懸於地面 100 公尺的◎新橋，更是形成奇特的觀光景緻，如體力允許下您更可前往羅馬

橋仰望新橋，菲利浦五世門也別具一番古拙情趣。之後前往參觀西班牙最大的◎阿拉伯澡堂，午後來到安

達魯西亞一個六百多年以來有如《摩登原始人》的村莊★塞特尼爾鎮，非比尋常的小鎮因房屋都建在巨石

之下而聞名。整個村莊的房屋上方，都被一塊巨大的岩石長期壓著，而每幢房子更因為被岩石壓著而沒有

屋頂，成為一大奇景。強烈的視覺衝擊，總會擔心上面的石塊會掉下來。向晚時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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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XTAIL 牛尾餐(含水)          晚餐：飯店內用(含酒水) 

宿: 4★VERTICE ALJARAFE 或同等級 

 

Day 06 
塞維利亞（西班牙廣場、阿卡薩城堡、塞維亞大教堂、印度殖民檔案館）－艾

佛拉【葡萄牙】（黛安娜神殿、艾佛拉大教堂） 
上午穿越西葡邊境前往安達魯西亞首府亦為西班牙南部三大古都之一的塞維亞。塞維亞是 15、16 世紀哥倫

布發現美洲大陸時期最重要且最繁榮的商港，也是著名歌劇「蕩婦卡門」的故事舞台；1929 年美洲博覽會

和 1992 年世界博覽會在此舉辦，給塞維亞帶來了融合新舊文化的迷人風采；此迷人的城鎮如同熱情的佛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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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溢花香、橙香的巷、鮮明的◎西班牙廣

場，西元 1492 年，航海家哥倫布，就是從這裏出發前往探險，而發現美洲新大陸，除了帶給王室無以數計

的財富，也為人類歷史寫下新的一頁，今天我們的參觀就好像回顧歷史，亦如倘佯在文學及歷史古蹟的薰

淘之中。當地市民的休憩場所，留有全國最大、也是當年為了舉辦萬國博覽會所建的主場地， 兩旁有著古

典的噴泉迴廊。我們參觀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維利亞大教堂 &LA GIRALDA 塔，世界第三，僅次於羅馬

聖彼得大教堂、倫敦聖保羅教堂，此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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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班牙航海貢獻最大之哥倫布長眠於此並由後世景仰！爾後我們來到獨家特別推薦 12 世紀建

於懸崖峭壁上宛如白雪公主城堡的夢幻宮殿─◎阿卡薩城堡。儘管卡斯提亞已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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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存放

著早期殖民者發現美洲時的寶貴檔案文獻的◎印度殖民檔案館。午後前往阿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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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內的◎黛安娜神殿、◎大教堂都是經典的參訪

景點。堪稱處處是古蹟的艾佛拉古城，於 198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文化遺產。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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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阿蘭特燉豬肉料理(含酒水) 

宿: 4★EVORA OLIVE HOTEL 或同等級 

 

Day07 艾佛拉－里斯本（貝倫塔、傑若尼莫修道院、懷舊電車、葡式百年蛋撻） 
今日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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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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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參觀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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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太加河畔，為航

海時代揭開了序幕，葡萄牙位紀念 15~16 世紀航海盛世而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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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排品嚐正宗百年★葡式蛋塔。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葡萄牙 PRI PRI 雞風味料理(含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 5★HOTEL REAL PALACIO 或 VIP GRAND LISBOA HOTEL & SPA 或同級 

 

Day 08 
里斯本－洛克岬（洛卡岬十字紀念碑）－仙達－法蒂瑪（聖母顯靈大教堂）－

孔英布拉 

早餐後，我們先來到「大地之盡頭，海洋之開端 Onde a terra terminaE o marComeç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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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

『伊甸園』美譽，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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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來到“法蒂瑪的三個秘密”之地，◎法蒂瑪聖母顯靈大

教堂是全世界天主教教徒畢生必定前往的地方，1917 年 5 月 13 日，有三個牧童在此地體現聖母，從此成

為聖地，虔誠的基督徒懷著朝聖的心情到此，而一般人則可以感受到寧靜與祥和的氣氛，特別是可容納三

十萬人朝聖的大教堂，雄偉且莊嚴，到此造訪您會覺得身與靈都已被洗滌一番。向晚時分來到孔英布拉。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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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葡萄牙國菜之一 Arroz de marisco 葡萄牙海鮮燉飯(含水) 

晚餐：飯店內用(含酒水) 

宿: 4★VILA GALE COIMBRA 或同等級 

 

Day 09 
孔英布拉（大學城、聖庫爾斯修道院）－阿維羅水都（摩裡西羅彩船）－諾瓦

海灘－波多 
今日在素有『葡萄牙牛津』美譽之稱的孔英布拉，它是葡萄牙第三大城，古代曾經是葡萄牙首都，第一位

葡萄牙王阿方索建都於此，所以充滿濃烈的藝文氣息充塞於摩爾建築中。首先參觀◎孔布拉大學，建於 1290

年並享有葡萄牙的牛津美名，是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接著參觀充滿巴洛克風格的◎聖庫爾斯修道院，由

蒙德嘉河的橋上眺望，可見到孔布拉大學鐘樓；建於 1290 年建成孔布拉大學，為葡萄牙數一數二的有名大

學，整座大學分為新、舊兩大校區。午後來到素有著葡萄牙的威尼斯之稱的阿維羅，一進到城市裡就可以

看到湛藍的河水及色彩繽紛的小舟，我們安排★搭乘摩裡西羅彩船，欣賞兩岸十足葡萄牙風味的建築及橋



樑，體驗伊比利半島上獨特的水都風情。接續來到海與城市的交匯處◎諾瓦海灘 Costa NovaBeach，這有

可愛的五顏六色的彩條屋，四通八達的木質棧道跨越了沙丘，連接著城市與大海。建築的東側沿街道分布

著低矮的公寓樓。儘管沙丘的遮擋阻斷了街道和海洋間的視覺聯繫，但周邊的一切都暗示著海洋就在並不

遙遠的前方。向晚時分來到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波多。晚間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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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渡過一個難忘的～命運之夜。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香烤乳豬料理 Leitao(含水)   晚餐：Fado Show Dinner(含酒水) 

宿: 4★QUALITY INN PORTUS CALE 或同等級 

 

Day 10 
波多（聖本篤火車站、波爾圖證券交易所、Majestic Café、萊羅書店）／巴塞

隆納【西班牙】 
今天先行參觀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波多，她是該國經濟中心和民間公認的『地下首都』，自古以來就

是葡萄牙北方的大港，也是聞名於世的波爾多葡萄酒產地，至今仍是葡萄牙第二大城。流經波爾多市區的

杜若河，河上橫跨著三座橋，三座橋各具特色，跨度 172 公尺是當時世界第一的◎路易一世大橋橫跨杜若

河上，與對岸蕾貝拉和杜若河劃出一幅絕妙景色。接著由修道院改建而成的◎聖本篤火車站，內牆中巨幅

的磁磚畫令人讚嘆。新古典主義的代表◎波爾圖證券交易所與舊城區於 1996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續前往

世界十大美麗咖啡廳◎Majestic Cafe，撲鼻的咖啡香令人神往。波爾圖的★萊羅書店位於波爾圖市中心的

LivrariaLello，曾被 LonelyPlanet 評為世界上第三美麗書店。1906 年為建築師 XavierEsteves 所設計的新哥

德式建築造型，銜接兩層樓的紅色旋轉樓梯，配上整片的木製書牆，踏進此書店彷彿進入魔幻世界-此書店

的華麗造型也的確啟發了當時旅居於波爾圖的哈利波特作者 J.K.Rowling；在她於此地當英文老師時，為這

所書店深深著迷，而在幾年後寫出哈利波特暢銷系列。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葡式梅杜莎鮮魚餐 (含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如遇航班因素則退餐費 10 歐) 

宿: 5★NH COLLECTION BARCELONA TOWER 或 FAIRMONT REY JUAN CARLOS I 或同級 

 

Day 11 
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聖家堂、巴特婁之家、米拉之家、蘭布拉斯大道）

／巴黎 
今早來趟藝術之旅，首先參觀★畢卡索美術館，畢卡索全名巴勃羅·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胡安·尼波穆切諾·瑪麗亞·德洛斯雷梅迪奧斯·西普里亞諾·德拉聖蒂西馬·特立尼達·魯伊斯·畢卡

索 ，是 20 世紀現代藝術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遺作逾兩萬件，包括油畫、素描、雕塑、拼貼及陶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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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來到有著彩色磁磚拼貼設計的◎巴特婁之家及◎米拉之家(CASA MI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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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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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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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訂位滿或

休館，則改安排參觀米拉之家)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四隻貓餐廳(如遇滿，則改吃百年餐廳、含水)  

晚餐：方便轉機~每人發放 10 歐元 

宿: 4★HILTON PARIS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或 RENAISSANCE PARIS LA DEFENSE HOTEL

或同級 



 

Day 12 巴黎機場 / 桃園機場 
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今日整理行囊後，前往戴高樂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懷著依依

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Day 13 桃園機場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忘的巴

黎之旅。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