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漫步英法德西 3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愛丁堡 

02 愛丁堡 (上午抵達 / 下午觀光) 

03 愛丁堡 (市區觀光) 

04 愛丁堡 (市區觀光) 

05 愛丁堡  / 倫敦  

06 倫敦 

07 倫敦 

08 倫敦 

09 倫敦 --- 火車---巴黎  

10 巴黎 

11 巴黎 

12 巴黎 

13 巴黎 

14 巴黎---TGV---斯圖加特  

15 斯圖加特---慕尼黑(上午觀光/下午火車)  

16 慕尼黑 (市區觀光) 

17 慕尼黑 (新天鵝堡之旅)  

18 慕尼黑 (楚格峰之旅)  

19 慕尼黑 ----薩爾姿堡 

20 薩爾姿堡(國王湖之旅)---慕尼黑 

21 巴塞隆納 (聖家堂) 

22 巴塞隆納 (球賽) 

23 巴塞隆納 

24 巴塞隆納 

25 巴塞隆納 

26 巴塞隆納  / 馬德里 

27 馬德里 (市區觀光) 

28 馬德里 (市區觀光)  

29 馬德里 (建議托雷多之旅) 

30 馬德里 (建議水道橋之旅) 

31 馬德里 /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32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80,5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8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荷蘭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四星級旅館共 29 晚 (兩人一室/含早餐)  

03 愛丁堡 / 倫敦單程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4 慕尼黑 / 巴塞隆納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5 倫敦---火車---巴黎 2 等艙 (一開立不可退票)  

06 巴黎—斯圖加特 TGV 火車 2 等艙 (一開立不可退票)  

07 斯圖加特---慕尼黑火車 2 等艙 (一開立不可退票) 

08 巴黎羅浮宮門票+地鐵票+凡爾賽宮門票+塞納河船票 

09 愛丁堡機場來回車票 

10 倫敦機場接機 

11 慕尼黑 4 天邦票 

12 馬德里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13 托雷多來回火車票 

14 塞哥維亞水道橋來回巴票 

15 巴塞隆納 / 馬德里單程經濟艙含稅  

16 巴塞隆納足球博物館門票 

17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小孩額度依保險公司規定) 

18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32 天) 
 

第一天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愛丁堡 

多少個午夜夢迴，歐洲是我夢想的起點、且讓我們懷著無限的輕鬆，搭乘荷蘭航空飛往英國

北部最大城市---愛丁堡，開始精彩的歐洲之旅。 

 

第二天  愛丁堡 (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抵達愛丁堡。愛丁堡就像一場中世紀戲劇的宏偉

佈景，尖塔、城堡、峭壁和古典石柱歷歷在目。歷史上常

與來自英格蘭的威脅進行戰鬥，養成了愛丁堡人崇尚獨立

與自由的民族性格。穩重莊嚴的愛丁堡城堡就是這種性格

的象徵。沿街排列的喬治王時代的房屋、精彩的博物館和

讓人肅然起敬的城堡。愛丁堡也有充滿書卷氣的一面，劇

院、博物館、畫廊遍佈這座不大的城市。著名的愛丁堡國

際藝術節彙聚來自世界各地的一流文藝團體，每年藝術節

期間吸引的藝術愛好者超過本地居民。在新古典主義時期，作家、藝術家、評論家聚集在愛

丁堡，為它贏得了「北方雅典」的美譽。 

 

第三天  愛丁堡 (市區觀光-軍樂節)   

愛丁堡軍樂節是 8 月必看的節目。來自世界各地近千名音

樂家，包括風笛、管樂演奏家、鼓手、歌手和舞者在愛丁

堡的城堡廣場進行表演。每晚一個孤獨的風笛手會站在高

城堡的城牆上吹奏，給觀眾帶來難以忘懷的一種情感和夢

幻的氣息。於每年 8 月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城堡舉行，為期

三周。作為愛丁堡國際藝術節（Edinburgh Festival）的重

頭戲，這一特別的活動吸引了全球各地眾多的音樂家、軍

樂隊、表演團隊和舞者。 

 

第四天  愛丁堡 (市區觀光) 

到愛丁堡旅遊的人都不會錯過愛丁堡城堡，因為它位於死

火山的花崗岩頂上，在市中心各角落都可看到。城堡內著

名的 Mons Meg 炮於 1449 年時在比利時建造，經過 200

多年的多次戰役後，於 1829 年重回愛丁堡，現在安置在

城堡地窖中，城堡內宮殿（Palace）有不少蘇格蘭寶物，

如 1540 年設計的蘇格蘭王冠，與其他的皇杖、劍等文物

置於皇冠室中。愛丁堡城堡同時也是蘇格蘭國家戰爭博物

館、蘇格蘭聯合軍隊博物館之所在地。皇家哩大道（Royal 

Mile）是愛丁堡最著名的地區，最主要的觀光景點都在這

個由四條街道連接而成的大道上，從西至東分別為 Castle Hill、Lawnmarket、High Street

和 Canongate，皇家哩大道兩端分別為愛丁堡城堡和荷裡路德宮，都是蘇格蘭以往重要的皇

家居所，使得連接兩地的皇家哩成為中世紀愛丁堡的重要道路。 

 

 

 

 



 

第五天  愛丁堡 / 倫敦 

今日上午搭機飛往倫敦，隨後倫敦市區觀光：如果您希望

參觀多個博物館，建議您可先至 LONDON PASS 出售處購

買 LONDON PASS。隨後您可參觀國會大廈、倫敦眼、西

敏寺、這一區的景色相當的美，坐落在泰晤士河旁的國會

大廈大鵬鐘，更是代表大英帝國的地標。 

 

 

第六天  倫敦 (F1 銀石賽道) 

銀石賽道（Silverstone Circuit），位於英國倫敦以北約 100

公里處，最早是二戰時期的軍用機場，1948 年在此舉辦英

國大獎賽（GP），1950 年成為第一場世界一級方程式錦標

賽的賽場。是英國賽車運動的發源地。1973 年，朱迪•舒

克特的賽車發生事故，賽道遭到破壞。英國 GP 的舉辦地

點為舉辦史上第一場 F1 大賽，極富盛名的銀石賽道

（Silverstone Circuit），賽道共有 18 個彎道，單圈長度為

5.891 公里，決賽賽程為 52 圈。 

 

第七天  倫敦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倫敦塔橋，參觀後步行前往參觀存放英

國皇室珠寶以及當今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皇冠的倫敦塔。隨

後可前往聖保羅大教堂，聖保羅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是英國聖公會倫敦教區的主教座堂，坐落於英

國倫敦市，巴洛克風格建築的代表，以其壯觀的圓形屋頂

而聞名。如有興趣，您可來一段泰晤士河遊船之旅。下午

您可以前往哈洛斯百貨公司 Harrods 享受購物樂趣，哈洛

斯百貨是世界最負盛名的百貨公司，販售奢華的商品，位

於倫敦肯辛頓-修爾斯區的騎士橋上。「哈洛斯」的品牌也用在哈洛斯集團的其他子公司，如

哈洛斯銀行、哈洛斯房地產公司、哈洛斯航空等。哈洛斯百貨占地 4.5 英畝，擁有超過 330

個銷售部門，涵蓋超過一百萬平方呎的樓層地板面積，成為世界最大的百貨公司（與紐約梅

西百貨打平）目前仍然是英國境內最大的百貨公司。 

 

第八天  倫敦 

今日上午建議您前往肯辛頓宮參觀，肯辛頓宮

（Kensington Palace）是倫敦的一座皇家宮殿，位於肯辛

頓和切爾西區的肯辛頓花園。自 17 世紀起成為英國皇室居

住地。目前是劍橋公爵和公爵夫人、格羅切斯特公爵和公

爵夫人、肯特的麥可王子和夫人的正式官邸。肯辛頓宮也

是哈利王子的非官方基地。肯辛頓宮是黛安娜王妃（直到

她 1997 年去世）、瑪格麗特公主（直到她 2002 年死亡）

和愛麗斯王妃（直到她 2004 年去世）的正式官邸。 

隨後 11 點 00 分前至白金漢宮，參觀白金漢宮前禁衙軍交接儀式。隨後如您有興趣，您可參

觀白金漢宮旁的皇家馬廄博物館及禁衙軍博物館，午後您可前往大英博物館參觀，裡頭有著

世界各國的古文明及文物，就像是世界歷史的縮影，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的各種收藏便可感受

到其在日部落國時期的強盛，一個國家竟然可以收藏如此豐富的各國文物。 



 

第九天  倫敦---火車---巴黎 塞納河遊船 

 

今日搭乘子彈火車歐洲之星前往花都---巴黎。剛到花都，

人生地不熟的，不要安排過多行程，以輕鬆方式，先認識

一下這繁華都市。您可至凱旋門、香榭大道、協和廣場略

做參觀，可讓您感受到浪漫的巴黎異國風情。晚上您可搭

船暢遊塞納河，欣賞一下巴黎不同的夜間浪漫風情。 

 

 

第十天  巴黎 (建議羅浮宮 + 市區觀光) 

一早打起精神準備前往羅浮宮。羅浮宮是當今世上最具代

表性的博物館，八百年來，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地，與

時俱進的豐富收藏以及不斷擴建重修的豪華建築，讓世人

難以忽略這座文明和藝術的王城！參觀羅浮宮後，建議您

散個小步，沿著塞納河旁，聖母院就在西堤島上，再從新

橋走到藝術橋，欣賞一下巴黎發源地浪漫風情。 

 

第十一天  巴黎 (建議凡爾賽宮 + 市區觀光) 

建議您前往凡爾賽宮參觀，凡爾賽宮是法王路易十四所建

造的全歐洲最壯觀的園林宮殿，也是到巴黎的遊客不可錯

過的景點，除參觀皇宮內部，您更不容錯過其美麗的後花

園。午後您返回巴黎，您可在巴黎鐵塔站下車，步行經過

軍事學校、拿破倫靈寢，走過亞歷山大三世橋到大小皇宮

到協合廣場、香榭大道、凱旋門….串起巴黎重要的浪漫景

點。 

 

第十二天  巴黎 (OUTLET 之旅) 

今日建議您前往巴黎的 La Vallée Village，位在巴黎迪士

尼樂園旁邊，已經有十年歷史。如果驅車前往才約 35 分

鐘，坐 RER 也不用一小時。Outlet 本身是一間間歐洲小屋

相連成為小村，氣氛很悠閒。與其它 Outlet 不同的，是這

裡有許多品牌專門店(有些地方 Outlet 是一間店分銷不同

品牌)，貨品的選便較多了。在此您可滿足您的購物樂趣。 

 

 

 

第十三天  巴黎 

蒙馬特是巴黎獨特的一區，少了巴黎市區的繁忙，還多了

份藝術氣息。加上一些電影在這取景，讓蒙馬特更添了一

份風情。平常靜謐的廣場因為有街頭藝人的表演顯得熱

鬧，廣場旁的小公園裡有個非常浪漫的一面愛牆，藍色牆

面上有寫了 311 種~我愛你~手寫字體。長階梯、石板路

是小山坡是蒙馬特最獨特的風景，在露天咖啡座享受夏日

陽光是巴黎人的愜意寫照。特爾特廣場(Place de Tertet)

俗稱的畫家村，聖心堂方也是旅人步行深入喜愛的不錯的選擇。 



 

第十四天  巴黎---TGV---斯圖加特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斯圖加特，斯圖加特是一富足且璀璨的

城市。下午您可前往路德維希堡--艾伯哈特•路德維希 

(Eberhard Ludwig) 公爵讓人擴建他那簡樸的狩獵宮。

1724 到 1733 年間，這座建築隨著第四層檐的增建而終

於成為歐洲最大的巴洛克宮殿中理所當然的代表性建築，

同時也是德國之最。 宮殿經過戰爭的洗禮，被完好地保存

下來。那些裝飾著奢華節慶巨柱的大廳以及富麗堂皇的套

房都保持了當年的原貌。參觀者在這里可以零距離感受三

個歷史時期的皇家建築居住風格。衛浴間，布滿奇珍異寶裝飾品的宮廷教堂，帶有高貴典雅

大理石裝飾的游藝亭、狩獵亭以及樓梯的風格都來自於巴洛克時代。 

第十五天  斯圖加特---火車---慕尼黑 

今日斯圖加特市區觀光，斯圖加特是一富足且璀璨的城

市。可在火車站正前方最熱鬧的購物大街—國王街好好享

受購物樂趣。國王街是斯圖加特的旅遊中心，一到兩公里

的徒步區中，不管是精品店、餐廳、藥局、百貨公司、家

電用品店等，應有盡有。不間斷的徒步區，讓你在逛街購

物的時候，不需要擔心自身的交通安危，並且可以在此區

邊逛街，邊享受美食。也可以前往保時捷博物館：全新保時捷博物館已於 2009 年元月 31 日

正式與大家見面！您可一覽其大膽前衛的外觀設計。保時捷博物館佔地 5,600 平方公尺的展

示空間由三座強化水泥基柱所支撐，看起來就像是懸浮於半空中一般凌動韻逸。或是前往賓

士汽車博物館參觀：賓士汽車博物館，耗資一億五千萬歐元，以兩年半時間完工，於 2006

年 5 月 19 日在斯圖加特正式開幕，建築界的新典範，為全世界唯一能將具有 120 年歷史的

汽車發展史從第一天開始，完整呈現世人眼前的博物館。 

第十六天  慕尼黑 

今日全日慕尼黑市區觀光。：參觀慕尼黑 BMW 博物館：

BMW World 園區，外觀完全以結合最新建築設計與流動

概念為主，充滿了時尚、未來感觀，園區除了最大的交車

中心外，也是體驗 BMW 品牌精神與經營理念最佳的場

所，總面積更達到 7.3 萬平方公尺，除了量產新車與概念

車之外，也將不定期配合推出展覽主題，並且展出許多珍

貴的模型與實車，連同在戰爭期間曾經打造的飛機引擎等

等均在此園區展出；瑪麗安廣場及其新市政廳是遊客必到

之景點，絕對令人印象深刻，不能錯過！由 1867 年動工至 1908 年才建成的新市政廳，鐘樓

上有音樂木偶表演，聖母院的洋蔥的塔樓，成為慕尼黑的標誌。您可在慕尼黑最熱鬧的瑪麗

恩廣場自由逛街，或前往馬克西米連大道選購名牌精品。 

第十七天  慕尼黑 (新天鵝堡之旅) 

今日上午前往新天鵝堡參觀，新天鵝堡 Castle 

Neuschwanstein 是由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興建，

他曾在郝恩修瓦高城（Hohenschwangau 又稱舊天鵝堡）

度過了童年，城堡內的中世紀傳說及浪漫風格，深深影響

了這位國王，而建造了這座夢幻城堡。由於路德維希二世

強烈嚮往中世紀神話「Lohengrin 天鵝騎士」裡的天鵝傳

說，及喜愛華格納的歌劇「天鵝騎士」，因此取名為「新天

鵝堡」。 



 

第十八天  慕尼黑 (楚格峰之旅) 

楚格峰，楚格峰位於德國和奧地利的邊境，它的德語名是

「Zugspitze」（Spitze 的意思是「頂峰」，Lawinenzug 或

Zug 的意思是「雪崩」），由於山峰北側陡峭經常發生雪崩

而得名。楚格峰是楚格山脈的主峰，山脈中有兩條在德國

極其罕見的冰川。坐落在楚格峰頂下 350 公尺，河谷上的

平坦高原，是德國最高的滑雪場，也是唯一的冰川滑雪場。

峰頂上有一座名為「慕尼黑小屋」（Münchner Haus）的

德國阿爾貝斯協會會所，和一座一百多年歷史的氣象觀測

站。由於山峰的變遷，高於右峰一公尺的左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炸毀，中峰則在 1931

年建造索道纜車時坍塌。現在楚格峰最高點的標誌是右峰頂上的金色十字架。 

 

第十九天  慕尼黑 (楚格峰之旅) 

上午搭機飛往巴塞隆納。下午您可前往可前往參觀加泰隆

尼亞參觀音樂廳，桂爾宮及蘭布拉大道。加泰隆尼亞音樂

廳由多米尼格於 1908 年建造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精緻

典雅的音樂廳之一，其瑰麗的色彩，充滿象徵意義的裝飾，

使得這座音樂廳具有神奇而溫馨的特色。至今仍在使用中。 

 

 

第二十天  巴塞隆納 (球賽預定 20:00 開賽) 

今日上午前往建築奇才高地的輝煌之作聖家堂，這是高地

窮極一生的嘔心瀝血代表作！聖家堂的整體設計以大自然

的洞穴、山脈、花草動物等為靈感。由於資金匱乏，僅以

門票和捐贈作為維持修建的費用，教堂至今仍未完工，據

說將在 2026 年完工，即便如此，巴塞隆納人不但沒有焦

急煩躁，反而是從容地等待和耐心地守候。參觀聖家堂後，

隨後前往奎爾公園參觀。奎爾公園座落在巴塞隆納的高級

住宅區，1900 年奎爾因為受到倫敦街頭花園城市的刺激，

也是高地最具盛名的設計之一。 

 

第二十一天  巴塞隆納 (球賽預定 20:00 開賽) 

米拉之家是高地設計的最後一個私人住宅，常被稱為  

La Pedrera(加泰羅尼亞語，意為採石場)。米拉之家的六

層、頂樓和屋頂陽臺對外開放，樓頂的煙囪十分特別，在

陽臺上還可以俯瞰部分市區街道，遙望聖家堂。 

巴特略之家的內部設計也秉承了高地一貫的作風，沒有直

線和棱角，全是柔和的波浪形、曲線，一扇門、一個門把

手、一張座椅，曲線迎合人的身體線條，各處體現著的小

細節給人無限的感歎。從底層經由高地特別為巴特略之家

設計的高雅木制樓梯才能達到第二樓層的大廳。樓梯扶手的裝飾格外精緻，金屬製成的薄片

彩帶環繞著一個橙色玻璃制的球體。 

 

 

 



 

第二十二天  巴塞隆納 (蘭布拉大道購物樂) 

 

蘭布拉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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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蘭布拉大道兩側茂密的梧桐樹讓它顯得優雅寧靜，但是

蘭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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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天  巴塞隆納 (赫羅那+費格列斯之旅) 

赫羅納(Girona)是巴塞隆納東北約 100 公里處的千年古

鎮，庇里牛斯山以南的位置，位於特爾河谷，被稱作四河

之城。赫羅納的老城區在昂亞河的東岸，古老的城牆包圍

著狹窄的街道，集中了許多五彩繽紛的房子，仿佛置身於

中世紀。在中世紀時，赫羅納是規模龐大的猶太人居住區，

現在仍保有很多猶太人遺跡。在河西岸建有新的鎮中心，

街道也更為寬闊，街道兩側建有不少商店和飯店，在這裏

可以找到比較便宜的餐館。每逢夏季的週末，城裏就會變得很安靜，大多數的當地人都會前

往海邊度假。漫步於古城牆之上，可以俯視全城的景觀，遠眺庇里牛斯山脈。 

 

第二十四天  巴塞隆納 (舊城區：海洋聖母聖殿+巴塞隆納主教堂+奎爾宮) 

海洋聖母聖殿大教堂堪稱巴塞隆納最完美的哥德式建築。

教堂建於 1329 年和 1384 年間，在中世紀，建築時間較長

的教堂往往會在建設中改變其風格，但海洋聖母聖殿大教

堂是個例外。教堂保持著純正的加泰羅尼亞哥德式風格，

比例和架構和諧度堪稱完美。是巴塞隆納建築瑰寶之一。

巴塞隆納主教座堂(Catedral de Santa Eulalia de 

Barcelona)興建於 13 到 15 世紀，主要工程在 14 世紀完

成。環繞鵝井(Fuente de las Ocas)的迴廊完成於 1450

年。新哥德式的立面修建於 19 世紀。 

奎爾宮(Palau Guell) 建於 1886 至 1890 年間，在巴塞隆納最熱鬧的蘭布拉大道附近的狹小

巷弄間，是高迪專門為他的資助人設計的。從窄巷中很難看見宮殿高廣的全貌，奎爾宮的外

表並不顯眼，它的精髓在於富麗堂皇、絢麗豪華的內部。在宮殿裡可以看到：有構建性和裝

飾性功能的拱門，蘑菇形狀的和雙曲線線條的柱頭，具有抽象裝飾物的煙囪。這座建築在 1944

年被巴塞隆納參議院購買下來，1954 年改為博物館，現在是該市的劇院博物館。 

 

第二十五天  巴塞隆納 

上午前往城堡公園參觀。城堡公園位於海岸區和小巴塞隆

納的交界地帶，因公園內的古城堡而得名。1714 年菲利佩

五世建造了這座城堡，1869 年城堡被摧毀，只留下一個祭

壇和一座軍火庫。城堡公園占地 31 公頃，內有池塘、動物

園，是巴塞隆納重要公園。位在城堡公園南方，小巴塞隆

納是一塊泥沙沖積而成的海邊三角地，17 世紀，巴塞隆納

碼頭在這個區域開始興建。18 世紀中葉，經過重新規劃和

建設，小巴賽隆納地區充滿了巴羅克風格的絢麗色彩。 



 

第二十六天  巴塞隆納 / 飛機 IB1201  BCN / MAD  1200 / 1325 / 馬德里 

 

今日上午搭機前往馬德里，剛到馬德里，建議下午悠閒遊

覽馬德里舊市區的中心—太陽門，在恬靜的廣場上，引發

思古之情的主廣場，唐吉軻德銅像吸引觀光客前來的主廣

場，並遊覽古藍維亞大道上著名的精品店是年輕人購物的

據點。 

 

 

 

第二十七天  巴塞隆納 / 飛機 IB1201  BCN / MAD  1200 / 1325 / 馬德里 

今日繼續暢遊馬德里：您可前往普拉多美術館，來趟藝術

之旅。位於馬德里的普拉多美術館，不僅是西班牙最重要

的美術館，馬德里 Museo del Prado 普拉多美術館是世界

三大美術館之一，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齊名。

館中以豐富而完整西班牙繪畫收藏而自豪。多達三萬餘件

的館藏品中，就有三分之一是屬於西班牙畫派的作品。傍

晚可前往馬德里的中心點，太陽門廣場。16 世紀時由國王

菲力浦二世所設的「零公里」磚就鋪在太陽門的人行道上。 

 

第二十八天  馬德里 (建議佛朗明哥舞蹈晚宴) 

今日繼續馬德里市區觀光：您可探訪結合巴洛克式與新古

典主義建築的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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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您可至西班牙廣場參觀：1930 年為紀念塞萬提斯而興

建的廣場，廣場中間的塞萬提斯雕像似乎正俯視著唐吉軻

德和桑喬潘沙雕像。後方是西班牙大廈，1948 年完成的馬

德里塔，曾是全歐洲最高的塔，頂樓設有咖啡廳，在此您

可一邊喝著咖啡，一邊鳥瞰全城風景。晚上建議您享用西

班牙佛朗明哥舞蹈晚宴。 

 

第二十九天  馬德里 (建議托雷多) 

今日的托雷多，只是個擁有 5.6 萬人的小鎮，但它以保存

完好的燦爛歷史文化遺產而顯示出巨大的魅力，每年大約

有 80 萬－100 萬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西班牙政府已

將它列為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已將

其列為世界文物保護區。托雷多曾是羅馬統治下的城市，

曾是西哥德王國的首都，是 16 世紀查理斯五世領導的最高

權力臨時所在地。托雷多完整保持著多種風貌長達兩千多

年之久，並且有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這塊土地上

的共存。 

 

 

 

 



 

第三十天  馬德里 (建議塞哥維亞一日遊) 

塞哥維亞的名稱，有「勝利之城」的涵義。老城區雄踞在

一個狹長的山岩上，有大量名勝古蹟，包括主教座堂、古

羅馬水道橋、塞哥維亞城堡，和眾多的羅曼式風格的教堂, 

如聖埃斯特班教堂、聖馬丁教堂、聖米蘭教堂。最著名莫

過於塞哥維亞水道橋遺跡。這座水道橋不僅是伊比利亞半

島上最雄偉，也是保存最好的古羅馬遺蹟之外。並與舊城

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由羅馬人修建的高架水道橋已成

為城市的象徵，而城內的阿爾卡薩爾城堡是個建築群中的

瑰寶。 

 

第三十一天  馬德里 /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今日上午您可悠閒遊覽馬德里舊市區的中心—太陽門，在恬靜的廣場上，引發思古之情的主

廣場，唐吉軻德銅像吸引觀光客前來的主廣場，並遊覽古藍維亞大道上著名的精品店是年輕

人購物的據點。中午時分搭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三十二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飛抵台灣，歡樂的旅程，在此先告一段落，我們期待下次再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