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歐西班牙葡萄牙風情遊十二天    

                       PSP0518 Private Tours 
 
 
第 1 天 | 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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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天 | 抵達馬德里(Madrid)  DH 

西班牙，位於伊比利半島，是歐洲面積第三大的國家，不但

藝術光芒照耀著每一吋 土地，熱情洋溢的民族性更是讓人如

沐春風。馬德里的名稱，源自阿拉伯文，意指 水源豐沛的城

堡，中世紀以前，是由阿拉伯人統治，一直到十五世紀才納

入天主教 勢力的版圖，它位於海拔二千多英尺的卡斯堤高原

中央，是歐洲最高的首都，每年 吸引大批觀光客，新舊歐式

建築雜陳，與散發強烈陽剛氣息與中東色彩的鬥牛場， 輝映

成趣，行人穿梭於蒼翠梧桐樹與狹窄街道間，悠然自得，是

當地招牌的景象。 飛機抵達馬德里機場，與導遊會合後，專

車送往酒店，餘下的時間自由活動。夏日 漫漫的午後，總是

讓人特別慵懶，貴賓們可視自己的興趣與體力，選擇在酒店

內休 息，調整時差，或效法當地居民，悠遊漫步，享受生

活！ 

 

 

 



 

第 3 天 | 馬德里(Madri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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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在西班牙人心目中擁有極為崇高的地位，

2800 個房間，是僅次於巴黎凡爾賽宮及維也納香布倫皇宮的

歐洲第三大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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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自由活動，入境隨俗，避開耀眼的陽光，來一

頓輕鬆的午餐，找一間餐廳坐下來，好整以暇的享受一頓西

班牙美食；或自費前往歐洲第三大博物館﹣普拉多美術館參

觀，館內收藏畢卡索、葛雷柯、歌雅、維拉茲蓋茲、達利等

世界級大師的鉅作，還有世界名著《唐．吉訶德》的人物塑

像；或於夕陽西沉時，漫步街道，品嚐拉丁風味的咖啡及點

心，無疑的，馬德里是一個充滿歡樂、活力與藝術，大街小

巷都迷人的城巿！(如逢馬德里皇宮關閉，無法入內參觀時，

將改為參觀同樣享負盛名的普拉多博物館） 

Optional Tour: 塞哥維亞半日遊包烤乳豬午餐,  

 

 



 

第 4 天 | 馬德里(Madrid) -薩拿滿加(Salamanca) -宮英布拉

(Coimbra)，葡萄牙 -費迪瑪(Fatima)  B,DH 

北上，沿著瓜達拉馬山脊美麗的風景線行駛，抵達薩拿滿

加，這個在西班牙文學史 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學城，也是西

班牙歷史上最有建樹的女王伊莎貝拉的傷心地– 因為其唯一

的兒子死於該城。薩拿滿加城內三所著名的古老大學，蜂蜜

色的灰石羅 馬建築到處林立，還有許多古教堂，大廣場則是

最壯觀、最具特色，也是當地居民 及學生們日常生活的中

心。午餐及徒步巿區遊覽後，西行越過邊界，正式進入座落 
於歐陸邊陲、終年天色湛藍、陽光燦爛的國家﹣葡萄牙，抵

達濱臨大西洋的葡國 第三大都巿﹣宮英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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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區遊覽後續往費迪瑪，抵達後於酒店享用晚

餐。 

 

第 5 天 | 費迪瑪(Fatima) -里斯本(Lisbon)  B 

費迪瑪，位於艾爾山脊，是天主教的聖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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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白色長方形的聖壇舉世馳名，若

時間允許，可參加天主教彌撒。告別費迪瑪續行，抵達葡萄

牙的首都里斯本。里斯本，是中世紀歐洲第一海霸強權中

心，也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城巿，1998 年世界博覽會的所在

地。十八世紀時曾慘遭八級大地震的嚴重摧殘，逾四分之一

的居民喪生，三分之二的城巿被摧毀，重建後，風華再現，

兼具中古世紀風情與現代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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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全日的遊

覽後，今晚何不輕鬆一下，參加自費活動﹣葡萄牙的傳統國

粹﹣《法多晚餐秀》，獨特的唱腔配上精彩的吉他演奏，展

現葡國難以言喻的風情！ 自費活動：葡萄牙傳統華多表演及

風味晚餐 

Optional Tour: 葡萄牙傳統華多表演及風味晚餐,  

 

第 6 天 | 里斯本(Lisbon) -卡斯凱什(Cascais) -辛特拉(Sintra) -
里斯本(Lisbon)  B,D  

里斯本，四季如春，遊客不斷，半日巿區觀光，驅車經過

1998 年世界博覽會會場，遊覽著名景點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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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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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則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

織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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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驅車西行前往卡斯凱什，

這個昔日王室的休閒勝地，光環依舊，港邊餐館林立，溫馨

可愛，可自選一家享用當地著名的海鮮美食，或漫步於鋪有

色彩鮮艷地磚的徒步區。續行，前往山區避暑勝地﹣辛特

拉，途中可遠眺歐洲大陸的最西點﹣羅卡角。辛特拉美麗特

有的 自然景色，被列入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連偉大詩人拜

倫也譽之為「天堂樂園的入口」，最吸引遊客的就是壯麗的

【辛特拉皇宮】。 

 

 



第 7 天 | 里斯本(Lisbon) -塞維亞(Seville), 西班牙  B 

南下越過邊界，返回西班牙，抵達安塔露西亞地區首府﹣塞

維亞。塞維亞，位於瓜達基維爾河畔，全年陽光普照，處處

噴泉和公園。除了曾是回教帝國的首都外，塞維亞更是安塔

露西亞傳統文化的典範，膾炙人口的舞台劇《卡門》，以及

著名的西班牙故事《唐璜》都以其為背景，而當 年哥倫布率

領的「發現之旅」船隊也由此啟航，加上西班牙的國粹﹣鬥

牛及佛朗明哥舞都在此發揚光大。這裡又是 1992 年世界博覽

會的所在地，所生產的雪莉酒十分有名，是一個熱情洋溢、

活力四射的城巿。巿區觀光，遊覽全世界最大的哥德式【大

教堂】、瑪莉亞露薏莎公園、西班牙 廣場、聖塔露西亞區，

以及【吉拉達塔】。吉拉達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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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在塞維亞，身材曼妙的佛朗明哥女郎，身著層層波浪式的花

裙，手執響板，表演節奏明快的佛朗明哥舞，結合了吉普賽

和安塔露西亞地方色彩的熱情，是西班牙的國粹。晚上，可

自費觀賞《佛朗明哥晚餐秀》，響板、吉他、掌聲、動人的

舞姿及絢麗的花邊舞裙，都將使您印象深刻。  

Optional Tour: 西班牙傳統佛朗明哥舞及風味晚餐,  

 

第 8 天 | 塞維亞(Seville) -格拿那達(Granada)  B,DH 

沿著地中海太陽海岸，南下前往格拿那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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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巿周圍山上，隨處可見大大小小、形狀不一

的石灰岩洞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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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拿那達，西班牙語為「石



榴城」之意，依山傍水，風光秀麗，並且東西文化交融，洋

溢著一片阿拉伯伊斯蘭教的豐富色彩。抵達後，參觀金碧輝

煌的阿罕布拉宮及夏宮。【阿罕布拉宮】，是阿拉伯人想像

力與藝術的結晶，座落在一片蓊鬱蒼翠的山丘上，內有堡

壘、宮殿、花園、長廊等。阿拉伯蘇丹的【夏宮】，因全部

用紅石築成，故又稱紅宮，花園裡樹木成蔭，流泉處處，引

人遐想當年回教王國的浪漫與輝煌。晚間， 自由參加自費活

動《山洞文化探索之旅》。 

Optional Tour: 格拿那達吉普賽山洞文化探索之旅,  

 

第 9 天 | 格拿那達(Granada) -布魯利那(Purullena ) -阿利堪德

(Alicante)  B,DH 

如昨天因時間的關係，來不及參觀阿罕布拉宮，則改至今日

參觀，之後，再驅車北上前往阿利堪德，途經因大量的「洞

穴屋」而聞名的小鎮﹣布魯利那，下車遊覽後，驅車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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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壁斷崖，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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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天 | 阿利堪德(Alicante) -瓦倫西亞(Valencia) -巴塞隆納

(Barcelona)  B 

沿著海岸線北上，抵達地中海邊的繁榮小鎮﹣瓦倫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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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到機會，當然午餐要嘗試一下當地著名的特色

美食。下午續行，抵達位於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最大、最富

庶的商港，僅次於馬德里的第二大城﹣巴塞隆納。巴塞隆

納，是偉大的畫家米羅及達利之誕生地，其最顯著的特色則

是天才建築師高第的眾多傑作，以及其他許多世界級藝術家

的巨擘，巿內古蹟處處，建築兼具現代式、哥德式、巴洛克

式，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色彩，十分的生動活潑，是伊比利

半島上最閃亮的大都會。 

 

第 11 天 | 巴塞隆納(Barcelona)  B,DH 

沿著開放式的蘭布拉人行步道，來到港口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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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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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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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貴賓們一起享用晚餐度過一個愉快的夜

晚。 
 

 

 
第 12 天 | 巴塞隆納(Barcelona) -美國  B 

與團友們互道珍重再見，告別迷人的巴塞隆納，搭機返回甜蜜

的家園。 
 

Features 
 帶團導遊是團體旅遊的靈魂人物，名人假期歐洲團的中英雙語導遊均經嚴格

篩選及專業訓練，經驗豐富，保證帶給您愉快又難忘的假期。 
 於主要大城加派當地專業導遊，深入介紹當地名勝古蹟及風俗民情：馬德

里，薩拿滿加，里斯本，塞維亞，格拿那達，巴塞隆納 
 住宿的酒店攸關旅遊品質，名人假期以客為尊，精心挑選各地酒店，     

     全程使用表列豪華酒店或其他同級酒店，以符貴賓們的地位與品味。 
     馬德里    -    Silken Puerta Madrid (4 星) 
     費迪瑪    -    Santa Maria Hotel (4 星) 
     里斯本    -    Marriott Hotel Lisbon (4 星)  
     塞維亞    -    Hilton Garden Inn Seville (4 星) 
     格拿那達    -    Hotel M.A. Alhamar (4 星) 
     阿利堪德    -    AC Hotel Alicante (4 星) 
     巴塞隆納    -    TRYP Barcelona Condal Mar Hotel (4 星) 

 包每日酒店內精美早餐，及行程內註明之當地餐廳晚餐或酒店晚餐。 
 以深入遊覽為導向，包主要景點門票，充分掌握當地精華： 

     馬德里－【皇宮】或【普拉多美術館】 
     辛特拉－【辛特拉宮】 
     塞維亞－【大教堂】、【吉拉達塔】 
     格拿那達－【阿罕布拉宮】、【夏宮別墅】 
     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奎爾公園】 

 採用歐洲豪華旅遊巴士，司機經驗豐富，旅途舒適安全。 
 於行程抵達及結束的城巿提供機場與酒店間的團體接送服務。 
 貼心贈送精美胸章、行李牌、證件套，以利團體辨識，更保障您的安全。 
 免費贈送「旅行平安醫療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