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秋季葡萄牙西班牙自由行 15 天之旅】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波多 

02 波多 

03 波多(Guimaraes+ Braga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04 波多---巴士---哥英布拉 

05 哥英布拉—巴士---里斯本 

06 里斯本(市區觀光) 

07 里斯本(Sintra, Cabo da Roca, Cascais, Estoril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08 里斯本 / 飛機 / 塞維亞 

09 塞維亞 

10 塞維亞---巴士---格拉納達 

11 格拉納達 

12 格拉納達---歌多華 

13 歌多華---AVE---巴塞隆納(下午 AVE) 

14 巴塞隆納 /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15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10,0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0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經濟艙機票 

02. 里斯本 / 塞維亞經濟艙機票 

03. 四星級旅館共 12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4. 歌多華 / 巴塞隆 AVE 火車二等艙 

05. 波多(Guimaraes+ Braga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06. 里斯本(Sintra, Cabo da Roca, Cascais, Estoril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07. 波多---哥英布拉---里斯本巴士票  

08. 塞維亞---格拉納達巴士票  

09. 格拉納達---歌多華巴士票   

10. 伍佰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5 天) 
 
第一天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波多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

噢！今晚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荷蘭航空，前往葡萄牙前

往葡萄牙第二大城 Porto。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

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葡萄牙西班牙之旅。 

 

 

 

 

第二天 波多 

今日上午抵達波多，從 14 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波多即為歐洲重要港口之一，18 世紀後，

杜羅河最富盛名的波特酒，從波多搭船送到全世界，至此，波多便承載著「歷史與美酒之港

市」美譽。 

葡萄牙特有的磁磚畫（Azulejo）藝術，在波多表現得淋漓盡致，幾乎三步一建築、五步一教

堂，就能見著這藍白交織而成的磁磚畫。橫跨杜羅河連接波多與蓋亞的橋樑眾多，其中最著

名的橋樑為路易一世橋(Ponte Luis I)，建於 1886 年，由巴黎鐵塔設計師 Gustave Eiffel 的助手

所設計，不論在清晨、黃昏或夜晚時行走在路易一世橋，皆可欣賞波多與蓋亞的不同風貌。 

※波多歷史古城區，於年於 1996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亦於 2014 年被

評選為「Best European Destination」～歐洲最值得前往的地點。 

證劵交易宮 Palacio da Bolsa： 

證劵交易宮原為聖方濟修道院所在地，然而修道院在 1831

年的內戰中遭祝融摧毀，在內戰結束後，當時的皇后瑪麗

二世於 1841 年下旨，將此處重建並作為貿易商會，由建築

師 Joaquim da Costa Lima Júnior 操刀設計，採新古典主義設

計重新建造。 

 

牧師塔 Clérigos Tower： 

牧師塔是波爾圖市中心的地標性建築， 1763 年建成

時，曾是整個國家的最高建築，與這座塔是同名教堂

的一部分，是義大利設計師尼古拉斯‧那索尼(Nicolau 

Nasoni)修建，是一座典型的 18 世紀巴洛克式教堂。 

 

萊蘿書店 Livraria Lello： 

萊蘿書店創立於 1906 年，是葡萄牙最具特色的書店之一，且是被

孤獨星(Lonely Planet)球選為全球第三大最美書店。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羅琳，也曾至此書店構思哈利波特的場景，書店除藏書豐富外，

最特別的為曲線狀紅底的樓梯，書店中央頂部也為彩色玻璃，相當



 

漂亮。 

波多大教堂 Se do Porto： 

是當地最古老，最大的教堂。至今，還按時舉行著彌撒等

宗教活動。也見證過許多歷史性事件：亨利王子是在此出

生洗禮的，14 世紀時，英國公主和葡萄牙國王的婚禮，也

在大教堂舉行。教堂最美的珍寶室，有著 18 世紀手繪的

藍色瓷磚，還有那全銀製的聖壇。教堂的迴廊為哥德式拱

型，以葡萄牙典型藍色磁磚(Azulejos)裝飾。 

 

聖本篤車站 São Bento： 

火車站建造於二十世紀初，1916 年開始啟用，至今已近一百年

的歷史了。火車站四周的牆上，皆是葡萄牙藝術家 Jorge Colaço 

的磁磚畫作。已然像是一座藝術博物館。站裡貼了總共有兩萬

片的磁磚。每面的牆都有一個主題。正門牆面有很多大型窗戶，

在每個狹長的牆上，還是都有彩色的磁磚畫作，有人稱這個火

車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火車站。 

 

美好咖啡館 Café Majestic： 

 1921 年開業，由 João Queiroz 所設計，是葡萄牙的知名咖啡館，大

門上方招牌旁有兩個小天使的雕像拉著綵帶，其上的冠冕石雕則是

Café Majestic 的縮寫，搭上深紅色木頭邊框，充滿藝術風格的裝潢，

近百年來總是人文薈萃，外界評價是：「咖啡館正若其名般 Majestic

（美好）！」※被評選為「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館之一」。 

 

第三天 波多(Guimaraes+ Braga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為兩位升等含 traditional Portuguese lunch 的套裝行程!! )  

布拉加 Braga： 

 Bom Jesus do Monte，稱為『耶穌朝聖所』，大家公認

為葡萄牙最美麗的教堂，也是葡萄牙最重要的宗教重地

及古蹟之一。教堂前巴洛克風的迴旋階梯是 Bom Jesus

最讓人歎為觀止的，也被稱『神聖之路』。雙邊階梯共

116 公尺長，每一層都有不同雕像矗立，並有不同象徵

意義的噴泉。從最山腳下算起的話，一共有 600 個階

梯，每個轉折處都有一棟小教堂，整個園區非常典雅美

觀。※布拉加，於 2012 年被選為歐洲青年之都。 

基馬拉斯 Guimaraes： 

葡萄牙王國首任國王 Afonso Henriques，1109

年於城區的城堡(Castelo)出生，因此，基馬拉

斯常被稱為是葡萄牙王國的誕生地、葡萄牙王

國的搖籃，身具重要的歷史意義。位居高處的



 

城堡，城牆、城郭保存尚完整，厚實城牆顯示其歷經歲月依然屹立，高大宏偉建築，渾然散

發恢宏氣勢，進入城堡可走至城牆上居高眺望，可一覽美景。基馬拉斯市區，歲月將石板街

道磨得光滑，狹窄蜿蜒的通道與巷弄，刻畫著痕跡的房舍，懷舊景致襯著中世紀的味道。葡

式風格的房舍建築，外牆拼貼著色彩繽紛的磁磚，讓這股古意情調透著葡式特色。 

※ 基馬拉斯城堡，於 2001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亦列入葡萄牙七大建

築奇蹟。 

 

第四天 波多---巴士---哥英布拉 

科英布拉位於葡萄牙中部，蒙德古河畔，地位

僅次於首都裏斯本和北部重鎮波爾圖，是一座

極具魅力的城市。在中世紀中期的城市，該城

市還曾為葡萄牙的首府，因葡萄牙數一數二的

科英布拉大學而知名。 

蒙德哥河流經科英布拉，如詩如畫的沿岸風景

將整個科英布拉古城裝點地絢麗奪目，每天這

裏都要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走在河邊閑

庭闊步。科英布拉擁有多處考古遺址，歷史可

以追溯至羅馬時期，被完好的保存。別具魅力的綠色空間為該城市增添了不少靈動的色彩，

大小不一的公園、遊樂園、花園和森林，五顏六色，處處流動著綠色的旋律，其中科英布拉

大學最具名氣，為世界第五古老的植物園，是必遊之地。科英市拉的夜生活多姿多彩，為數

眾多的酒吧、咖啡廳、美術畫館、書店到了夜晚變得格外喧囂熱鬧，縱身於燈紅酒綠之中，

仿佛這裏就是生產快樂的天堂 

 

第五天 哥英布拉--巴士---里斯本 

上午全日哥英布拉市區觀光： 

科英布拉大學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同義大利的波隆尼亞大學、西班牙的薩拉

曼卡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是歐洲最古

老的大學之一。歷史悠久的☆科英布拉大

學，位在山丘頂端。※科英布拉大學、上

城區及索菲亞大道，於 2013 年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喬安娜圖書館 Biblioteca Joanina： 

校區最知名的建築，有全球最美麗☆圖書館之一的稱

號，是座巴洛克式圖書館，為國王若昂五世在 18 世紀

送給自己的禮物，現歸大學所有，館藏 30 餘萬本書，

囊括法學，哲學和倫理學等書籍，有許多是從 16、17

世紀流傳保存下來至今。 

 



 

科英布拉舊主教座堂 Sé Velha de Coimbra : 

是自收復失地運動以來葡萄牙唯一保存完好的羅曼式主教

座堂（波爾圖、布拉加和里斯本的主教座堂後來都經過改

建），興建於 1139 年奧里基戰役之後，葡萄牙伯爵阿方索·

恩里克斯宣布為葡萄牙國王，定都科英布拉。第一任科英布

拉伯爵大衛安葬在此主教座堂。 

 

科英布拉新主教座堂 Sé Nova de Coimbra 

新主教座堂原為耶穌會教堂，建於 1543 年。1759 年，首相龐

巴爾侯爵將耶穌會驅逐出葡萄牙。1772 年，主教座堂從羅曼

式的科英布拉舊主教座堂遷往更為寬敞、摩登的空置的耶穌會

教堂。該教堂建築的影響遠達葡萄牙殖民地。巴西薩爾瓦多前

耶穌會教堂（今薩爾瓦多主教座堂）的立面，建於 17 世紀，

靈感來自科英布拉耶穌會教堂。 

 

聖十字修道院 Mosteiro de Santa Cruz : 

是葡萄牙城市科英布拉的一個國家古蹟。由於葡萄牙最初

兩位國王安葬於此，而具有國家先賢祠的地位。聖十字修

道院興建於 1132 年到 1223 年，位於科英布拉的城牆外，

是葡萄牙建國初期最重要的修道院。該修道院被授予許多

教宗特權和王室津貼，獲得相當的財富積累，同時也鞏固

其政治和文化的地位，它的學校，龐大的圖書館，在中世

紀得到高度尊重，是知識和權力精英的交匯點。 

 

第六天 里斯本(市區觀光) 

全日里斯本市區觀光： 

Elevador de Santa Justa/Santa Justa Elevator / 聖胡斯塔電梯 

聖胡斯塔電梯於 1902 年啟用, 且為里斯本唯一垂直式的公共設施, 架構由鐵組成並充滿浮雕

裝飾，門票為 5 €, 包含至觀景台的費用，如使用 Viva Viagem cards 時間內不限次搭乘的

票, 則需另花 1.5 €才能到達觀景台 

Ascensor da Glória/Glória Funicular/榮耀纜車 

榮耀纜車於 1885 年啟用, 主要連結 Restauradores Square 及 Bairro Alto 區域, 原先牽引 

纜車行進的為水力系統(water counterweight system),後來改為蒸氣, 並於 1915 年後電氣化 

Ascensor da Bica/Bica Funicular/比卡纜車 

比卡纜車於 1892 年啟用, 主要連結 São Paulo Street 到 Calhariz Square, 原先牽引纜 

車行進的為蒸汽引擎, 後於 1914 年電氣化, 比卡纜車上的風景被認為是纜車中最風景如畫 

Ascensor do Lavra/Lavra Funicular/Lavra 纜車 

Lavra 纜車於 1884 年啟用, 主要連結 Anunciada Square 到 Câmara Pestana Street, 跟榮 

耀電車一樣牽引纜車行進系統經過水力(water counterweight system)、蒸氣, 並於 1915 

年後電氣化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 Mosteiro dos Jerónimos： 

第一天 是葡萄牙殖民帝國航海大發現時期，財富和權勢的符號和象

徵，也是達伽馬遺體的安息之地。建於 1501 年，它的特徵

是精緻繁複如刺繡般的花紋和裝飾，且有眾多和航海有關的

圖案和雕塑，其迴廊是一件真正的藝術傑作，讓人流連忘

返。它的美不僅在於大局更在於每個細節。傑羅尼莫斯修道

院與側邊的 Santa Maria 騎士團教堂，堪稱是人類中世纪建

築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而它的精雕细琢也成了曼奴爾式建築的經典代表。 

※傑羅尼莫斯修道院已於 1983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亦是葡萄牙七大建

築奇蹟。 

貝倫塔 Torre de Belém： 

為一座五層防禦堡壘，建於曼努埃爾一世 1514~1520 年間(航海大發

現的輝煌時代)，位在特茹河的入海口。貝倫塔，是經典的中世紀堡

壘，在當時被稱為是最先進的砲術，一些結構外觀跟義大利型式的

堡壘很相似。 

※貝倫塔已於 1983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亦是

葡萄牙七大建築奇蹟。 

 

發現者紀念碑 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纪念碑是為纪念「航海王子」恩里克王子，逝世 500 周年而建，碑上刻有發現印度航路的達

迦馬、第一個乘船環遊全球的麥哲倫、最早航行至非洲最南

端好望角的迪亞士，和最早航海至非洲剛果河的迪奧戈等雕

像，其他雕像都是歷史上，曾經為開拓航路做出過重要貢獻

的葡萄牙航海家，以及葡萄牙歷史上有名的航海家、傳教士

和導航員，纪念碑背後則是象徵宗教信仰的大型十字架。 

 

 

馬車博物館 Museu Nacional dos Coches： 

馬車博物館內陳列 16 世紀以來，葡萄牙皇室或貴族專用的

各式各樣馬車共 48 輛，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皇家馬車

博物館，充分展現葡萄牙精湛的藝術。博物館內有兩層，一

樓為主大廳和側廳。鎮館之寶的馬車是：西班牙國王菲利普

二世(Philip II of Spain)馬車和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的馬車。※馬車博物館為里斯本參觀人數最多之 

博物館。 

貝倫蛋塔店 Pastéis de Belém： 

葡式蛋塔就是由 19 世紀在傑羅尼莫斯修道院的修女發

明。貝倫蛋塔店是第一間、也是百年、最正宗的葡式蛋塔

創始店，全世界僅此一間，且來嚐一嚐。 



 

 

自由大道 Avenida da Liberdade： 

是里斯本的一條重要街道，建於 1755 年，修建於 1879 年到 1886 年大地震之後，模仿巴黎的

林蔭大道，兩旁有連綿無盡的茂密樹林和精緻鋪設的石砌步行道，也稱花園大道。長達 1200

公尺，被看成是里斯本重建歷史的傑作。☆自由大道的開辟是城市向北擴張的里程碑，亦是

上層階級的首選居住地，擁有 19 世紀末到 21 世紀葡萄牙建築的建築，人行道和圓環，都鋪

設傳統的葡式碎石路，裝飾著許多重要人物的紀念碑和雕像，也是逛街購物的好去處。 

 

第七天 里斯本(Sintra, Cabo da Roca, Cascais, Estoril 一日遊當地旅行團) 

今日參加 Sintra + Cascais + Estroil 一日當地旅行團，今

日您可以離開喧囂的里斯本，全日中盡情遊覽附近的

自然和建築美景。在這個全天的遊覽中，您將從佩納

公園散步開始。 

看到公園的秘密洞穴，感覺像佩納宮的皇室。驚嘆於

周圍景觀和大西洋的景色。你的導遊會告訴你有關這

個浪漫宮殿的迷人歷史。 

接下來的旅行是參觀辛特拉歷史中心。享受午餐時間或參觀國家宮殿。 

繼續穿過自然公園，穿過 Quinta da Regaleira，Seteais 和 Monserrate 的宮殿，隨後前往位於歐

洲大陸最西端的羅卡角大懸崖。 

旅程的最後一站是時尚的卡斯卡伊斯小鎮，您可以沿著海灣輕鬆步行，然後返回里斯本。 

 

第八天 里斯本 / 飛機  / 塞維亞 

塞維亞（西班牙語：Sevilla）或譯作塞

維爾，是西班牙南部的藝術、文化與金

融中心，也是西班牙安達魯西亞自治區

和塞維亞省的首府，2007 年市內人口

699,145，轄區人口 2007 年 1,450,214，

全省人口 2007 年 1,849,268。是西班牙

第四大都市。瓜達幾維河從市中穿流而

過。 

古市區的建築仍然保留著幾個世紀前

摩爾人統治過的痕跡。塞維亞曾是一個

重要的港口，西班牙的船隊從新大陸運

來大批黃金、白銀，經過塞維亞轉運往歐洲各地。市中那座聳立在瓜達幾維河畔的十二等邊

形黃金塔是於 1221 年建造的，古時外壁曾鋪上金磚，顯示當時塞維亞的繁榮。塞維亞舉辦過

1992 年的世界博覽會。瓜達幾維河上的一座聖地亞哥·卡拉特拉瓦設計的阿拉米略橋便是為此

而建的。 

 



 

 

第九天 塞維亞(市區觀光) 

來到塞維亞，千萬不能錯過全西班牙最美麗的廣場---

西班牙廣場。西班牙廣場位於瑪利亞路易莎公園的邊

緣，最初是為了 1929 年的伊比利亞美洲展覽由塞維

利亞建築師 Aníbal González 設計建造的，是一個直徑

為 200 米由三座建築物所形成的半圓形廣場。塞維利

亞大教堂是與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和倫敦聖保羅大

教堂齊名的世界三大教堂之一，教堂的所在地原是一

座塞維利亞大清真寺，後被改建為哥德式風格的天主

教堂，歷經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完成。 

塞維亞王宮 Real Alcázar de Sevilla 

塞維亞王宮塞維亞王宮是西班牙塞維亞的一座王宮。最初這裡是一座摩爾人的堡壘。阿爾卡

薩爾來源於阿拉伯語 صر ق al-qasr，意為宮殿。穆瓦希德王朝最早在此處興建了宮殿。塞維 ,ال

亞王宮是穆迪札爾風格建築留存的最佳實例之一。此後君主們又加以增建。塞維亞王宮的上

層目前仍是王室在塞維亞的正式駐地，由國家遺產管理 。 

 

塞維利亞主教座堂 

塞維亞聖母主教座堂（西班牙語：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 de 

Sevilla）是西班牙安達盧西亞首府塞維亞的一座教堂，是天主教塞維亞總

教區的主教座堂。它是世界最大的哥德式主教座堂之一，也是世界上第

三大教堂。 1987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1]。 

它在 16 世紀建造完成時曾經一度取代聖索菲亞大教堂成為世上規模第一

大的教堂，而在此之前聖索菲亞大教堂保有這個稱號將近一千年。主教

座堂也作為哥倫布的埋骨之地。 

天主教塞維亞總教區 Archidiócesis de Sevilla 

 

塞維利亞鬥牛廣場 Plaza de toros de la Real Maestranza de Caballería de Sevilla 

塞維亞鬥牛廣場是西班牙歷史最悠久的鬥牛場。它是塞維亞

每年舉行的「阿布利爾節」的場所，該節為世界上最著名的

鬥牛節日之一。 該廣場被認為是這個城市最愉快的旅遊景點

之一，並且肯定是訪問最多的一個景點。 

 

 

 

西班牙廣場 Plaza de España 

西班牙廣場（Plaza de España）是西班牙塞維亞最容易確認的建

築物，西班牙摩爾復興建築的縮影。塞維亞在 1929 年主辦了西

美展覽，為此在瑪利亞路易莎公園的邊緣興建目前的西班牙廣

場，舉行西班牙的工業和技術展覽。 



 

該廣場是一個巨大的半圓形，連續不斷的建築環繞著廣場邊緣，可通過有許多美麗橋樑的護

城河到達。廣場中心是一個大噴泉。今天，廣場上主要是政府建築物，如 El Ayuntamiento，

但依然美麗。看展覽一個流行的方式是租划艇沿護城河漂流。廣場的牆壁上有許多壁龕，每

個代表了西班牙的不同省份。遊客可以取走自己所在省份的照片。 

黃金塔 Torre del Oro 

黃金塔是西班牙塞維亞的一座十二邊形的軍事瞭望塔，興

建於 13 世紀的穆瓦希德王朝，以控制從瓜達爾基維爾河

到達塞維亞的水路，為西班牙珍寶船隊定期從美洲帶回的

貴金屬提供安全保護，這也可能是它名稱的來源。 黃金

塔分為三級，最上層呈圓形，1760 年增建。  

 

 

 

第十天 塞維亞---巴士---格拉納達 

今日上午繼續悠閒的漫步在這熱情的西班

牙南部的藝術、文化與金融中心，塞維亞

也是許多歌劇的主要背景，最為著名的是

比才的《卡門》（改編自梅里美的同名小說）

以及羅西尼的《塞維亞的理髮師》；威爾第

的《命運之力》；貝多芬的《費德里奧》；

莫扎特的《唐·喬望尼》和《費加羅的婚禮》

等。 

 

第十一天 格拉納達 (阿罕布拉宮+赫內拉利費宮) 

皇家禮拜堂 Capilla Real de Granada. 

格拉納達皇家禮拜堂（西班牙語：Capilla Real de 

Granada）是一處陵墓，位於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自

治區城市格拉納達。天主教雙王陵墓安葬著卡斯蒂利亞

女王伊莎貝拉一世（1451 年至 1504 年）、阿拉貢國王斐

迪南二世（1452 年至 1516 年）、他們的女兒卡斯蒂利亞

和萊昂女王胡安娜（1479 年至 1555 年）以及她的丈夫

卡斯蒂利亞國王腓力一世（1478 年至 1506 年）、長孫阿

斯圖裡亞斯王子米格爾·達拉巴斯（1498 至 1500 年）。 在

聖器收藏室博物館，展出有聖髑、肖像、掛毯、巴羅克雕塑和繪畫等，主要是 15 世紀佛蘭芒，

義大利和西班牙畫家的作品，包括羅希爾·范德魏登、迪裡克·鮑茨、波提切利、佩魯吉諾和巴

托洛梅·貝爾梅霍。 



 

阿拉伯街(Caldereria Neuva) 

在新廣場(Plaza Nueva)或 Caldereria 

Nueva 街，附近有幾條街充滿了濃厚的中

東風情，有琳瑯滿目的商品擺賣.。 

而新廣場位於阿罕布拉下方的是格拉納達

的主要廣場，這個偌大的公眾廣場，以咖

啡店、酒吧和全市的歷史景點而聞名。歷

史建築物、行人路上的咖啡店和位處舊城

區心臟地帶的有利位置，使新廣場成為遊

客和當地人愛溜連的熱點。 廣場名稱意指

新的廣場，但它是市內最古老的廣場之一。 

建於 16 世紀，廣場覆蓋了部份達羅河以

創造更多空間。細賞廣場和部份建築物。 位於廣場北面是皇家文書署，該署與廣場同一時間

興建，是一所法院和監獄。 今天，這座外部採用巴洛克和文藝復興風格的宏偉建築物是安達

魯西亞高等法院。 穿梭廣場並走進聖安娜教堂參觀。 這座 16 世紀教堂的位置前身是一座

清真寺，教堂內有多間小聖堂、宗教雕像和繪畫。 教堂的鐘樓由清真寺的尖塔改建而成。格

拉納達以當地送酒的餐前小吃質量和款式響遍整個西班牙。 在廣場的酒吧和咖啡店品嚐該區

的餐前小吃。 在露天平台坐下享受山中的阿罕布拉宮景緻，這座摩爾人的宮殿堡壘，雄霸格

拉納達的天際。 阿罕布拉對面是摩爾人舊城區阿爾巴辛。廣場是前往該區拍照勝地達羅街的

理想起點。 景色優美的鵝卵石大道連接廣場，伸延至達羅河， 途經多座擁有數世紀歷史的

皇宮、教堂和住宅，並有石橋橫跨。 廣場另一條大道是通往阿罕布拉的戈梅雷斯坡道。  

 

被遺忘的宮殿 The Palace of the Forgotten El Palacio de los Olvidados  門票: 6 歐 

格拉那達在 1492 年收復後,伊莎貝女王剛開始強

調寬容政策,尊重各個族群宗教習俗,但不久卻變

了調,一紙 Alhambra Decree 驅逐法令,讓主教有權

要求每一個人都應接受基督教的洗禮! 

猶太人,穆斯林被迫短期間內改信基督教或者選擇

離開,離開的人甚至不能攜帶任何金錢財物! 

於是匆忙間,世代經營的產業成為廢物,房地被賤

價拋售以求換取絲綢,因為那是可以穿在身上離開

的值錢家當;數以萬計顛沛流離的難民裡,很多是

學者,音樂家及傑出工匠,這些人才大量流失使得西班牙境內頓時陷入失去文明的黑暗!而鄂圖

曼土耳其的蘇丹則樂於派船接送回國,笑著說,放著這些寶藏不要的人真是笨蛋!Sephardim,指

得是這些在西班牙的猶太人,這些人大量遷徙前往其他地方,摩洛哥,義大利,甚至到了中南美洲

這塊新大陸上;他們發誓不再回到遭受苦難迫害的伊比利半島上了! 



 

 

阿罕布拉宮 Alhambra  

（阿拉伯語：الرمراا，拉丁化：Al Ħamrā'；即紅色

城堡、紅宮）是一個位於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納

達的於摩爾王朝時期修建的古代清真寺—宮殿—

城堡建築群。阿蘭布拉宮最初的原址建有要塞稱

為 Al-Andalus，宮殿為原格拉納達摩爾人國王所

建，現在則是一處穆斯林建築、文化博物館。1232

年在老城改建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現存規模。宮牆

外圍有 30 米高的石砌城牆。有兩組主要建築群：

一組為「石榴院」，另一組為「獅子院」。 

統治格拉納達的奈斯爾王朝（Nasrid dynasty）的第一代統治者穆罕穆德一世（Mohammed I ibn 

Nasr）修建了阿蘭布拉宮，因穆罕穆德被稱為「紅人之子」，這座宮殿又叫作「紅宮」。其

作為伊斯蘭教世俗建築與造園技藝完美結合的建築名作以及阿拉伯式宮殿庭院建築的優秀代

表，1984 年被選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中。 

 

赫內拉利費宮 

（西班牙語：Palacio de Generalife，

阿拉伯語：Jannat al-'Arif - 建築師花

園）是格拉納達蘇丹的夏宮。 

赫內拉利費宮和花園，修建于格拉納

達蘇丹穆罕默德三世的統治時期

（1302 至 1309 年）。 

赫內拉利費宮包括水渠庭院（Patio de 

la Acequia），有長長的水池，兩側有花壇，噴泉，柱廊，涼亭框架，以及蘇丹花園（Jardín de 

la Sultana）。被認為是維護最好的安達盧斯式中世紀花園。赫內拉利費宮與阿爾罕布拉宮原

本用橫跨峽谷的走道聯繫在一起。赫內拉利費宮是保存下來最古老的摩爾花園之一[1] 

今天的花園在 1931 年至 1951 年期間進行了大規模修補。走道都鋪上了鵝卵石：白色的來自

達羅河，黑色的來自赫尼爾河。 

 

格拉納達主教堂 Catefral de Granada (建議您下午 15:00-18:00 至此，格拉納達主教堂每周日此

時段為免費入場，其餘時間為 5 歐元含語音導覽)  

這座大教堂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傑

作，以輝煌的禮拜堂、豐富的藝術收藏，以

及一代女王的長眠之處聞名。 

格拉那達大教堂又名「聖母化身大教堂」

(Cathedral of Santa María de la Encarnación)，

是公認的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傑作。 在

教堂瑰麗的圓頂下，有著美麗的雕像、油畫

和禮拜堂；教堂的地下室則是兩位最受人愛



 

戴的西班牙君主最後的安眠處。 

這座大教堂是由王后伊莎貝拉一世指揮起建，以張揚軍隊收復格拉納達，成功擊退佔領當地 

800 年的穆斯林勢力。16 世紀初期，建築工程在格拉納達大清真寺的原址上開始進行，並於 

181 年之後完工。 

聖尼古拉斯瞭望台 Mirador de San Nicolas (在 221 家

格拉納達觀光中排名第 3) 

從西班牙最受歡迎的山頂瞭望台之一，一覽格拉那達

市、阿罕布拉市，以及遠處山丘所構成的壯麗景色。

這座露天廣場建於山頂，位處艾貝辛的至高點，是過

去摩爾人在格拉那達生活的區域。在這座著名的觀景

台上，您可以眺望這整座城市、壯麗的阿罕布拉城堡、

格拉那達草原 (Meadows of Granada)，以及白雪靄靄的

內華達山脈 (Sierra Nevada) 高峰。 

這裡是一處值得逗留的景點，不妨花些時間細細欣賞眼前風光。多數遊客來到格拉那達都會

到此遊覽，因此您可能需要排隊數分鐘之後，才能走到景緻最好的地點。這些地點位於矮小

的石牆旁，面對著城堡和山稜。 

觀賞完美麗的景緻後，您可以享受一下這座露天廣場的熱鬧氣氛。街頭音樂家和表演藝人經

常會在此演出，如果他們沒有現身，現場隨時都有吉他手演奏著輕柔宜人的佛朗明哥舞曲。

您可以攜帶野餐盒、在附近的酒吧品嘗一些西班牙餐前小吃，或是在觀景餐廳中享受一頓大

餐。 

第十二天 格拉納達---歌多華 

百花巷(Callja de las Flores) 

花巷（Calleja de las Flores）是西班牙科爾多瓦

最受遊客歡迎的一條街道。 

花巷現在的樣子是由於阿方索·克魯斯-孔德美

化城市的興趣,其中包括花巷，他的兄弟，市長

安東尼奧·克魯斯-孔德出於旅遊業的需要，領導

了重塑項目。在 1950 年代中葉，採用了拱門裝

飾，在 1960 年，又由建築師 Víctor Escribano 

Ucelay 設計，整合了考古遺蹟的噴泉。此後，

花巷成為該市的標誌性景觀，每天有數百名遊

客從花巷小廣場以科爾多瓦主教座堂的塔樓為

背景拍照。 

歌多華大清真寺 門票€10 

歌多華人氣景點「歌多華大清真寺」又稱「歌多華主教座

堂」，位於西班牙南部古城歌多華市內，具有摩爾建築和

西班牙建築的混合風格，是西班牙伊斯蘭教最大的神聖建

築之一。大清真寺建於 8 世紀，對於西班牙的穆斯林來說，

歌多華是僅次於麥加和耶路撒冷的朝聖之地。原來，和塞

維利亞大教堂有異曲同工之妙，大清真寺是穆斯林佔領了



 

科爾多瓦，改建了當時西哥特人天主教會的一半，而後基督徒收復失地，又重新改建了清真

寺。該建築為世界遺產歌多華歷史中心的一部分。 

 

羅馬橋 Puente Romano 

 

羅馬橋為瓜達爾基維爾河上的一座石拱橋，位於西班牙科爾多瓦市區，長 331 米，寬 9 米，

連接兩岸的 Campo de la Verdad 區和主教座堂區（Barrio de la Catedral）。它又名「老橋」（"el 

Puente Viejo"），直到 20 世紀中葉下游的聖拉斐爾大橋（Puente de San Rafael）通車前，為該

市唯一的橋樑。2004 年起僅供行人步行通過。自 1931 年，羅馬橋與橋門（puerta del puente）

和卡拉奧拉塔（torre de la Calahorra）被列為西班牙國家文物 

第十三天 歌多華---AVE---巴塞隆納 

Jardines de la Merced 

也被稱為科隆（哥倫布）花園，此地以 La Merced

的修道院老修道院而聞名。 該地區是從城市向北

的自然出口之一。 花園中部裝飾有噴泉，可追溯

到 19 世紀後期，周圍環繞著玫瑰，灌木叢和種類

繁多的樹木。 在花園的中間有現代清真寺

Al-Morabito。 Colon 和 Ferroviario 學校站在兩個

角落。噴泉是專為歌多華的婦女而設，位於公園

的一個入口門前是近期建成的，象徵著這個城市

自羅馬時代以來的供水連接。 La Merced 老巴洛

克修道院的花園有一個很好的景色，現在是省政

府大樓。 

維也納宮 Palacio de Viana 門票:8 歐元 只參觀庭院:5 歐元 

維也納宮 Palacio de Viana，此地在 Trip advisor 

139 家歌多華觀光中排名第 8，維也納宮擁有

12 個美麗庭院的維亞納宮曾經在科爾多瓦庭院

節的比賽中多次獲獎，被稱為庭院博物館。經

過 5 個世紀的建造，維亞納宮繼承了古羅馬和

阿拉伯的傳統，這也使維亞納宮成為科爾多瓦

極具代表性庭院之一。 下午搭車前往巴塞隆



 

納。 

歌多華羅馬神廟 Templo Romano 

科爾多瓦羅馬神廟（Torre de la Calahorra）位

於西班牙城市科爾多瓦克勞迪奧·馬塞洛街

（奧古斯塔大道），為古羅馬神廟的遺址。20

世紀 50 年代在擴建市政廳時發現。它不是該

市唯一的神廟，但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唯

一經過考古發掘的一個。神廟長 32 米，寬 16

米。前面有 6 根科林斯柱子，而兩側各有 10

根。 

該廟修建於第 1 世紀下半葉。開始於皇帝克

勞狄一世在位期間（41-54 年），四十年後結束，為皇帝圖密善在位期間（81-96） 

神廟從柱子、牆壁到屋頂，所使用的材料幾乎完全是大理石，所以該地區稱為 los marmolejos。 

目前，該建築只剩下基礎，樓梯，祭壇和一些柱子。 

 

第十四天 巴塞隆納 /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今日上午可漫步於蘭布拉斯大道，蘭布拉斯大道(Rambla)又稱 

為河渠大道，這裡最初是一條乾枯的河渠大道，現在則為 

一條熱鬧的市集與散步區，圍繞在蘭布拉斯大道兩側茂密 

的梧桐樹讓它顯得優雅寧靜，但是蘭布拉斯大道上多采多 

姿的街頭藝人、多樣的攤販與川流不息的人潮，讓這裡永 

遠充滿活力。位在附近的奎爾宮更是值得前往參觀。 

 

第十五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葡萄牙西班牙風景影像，趕緊回到

溫暖的小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