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 1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香港 / 巴塞隆納 

02 巴塞隆納  (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03 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 + 奎爾公園 下午：建議：米拉之家+感恩大道) 

04 巴塞隆納 (舊城區：海洋聖母聖殿+巴塞隆納主教堂+桂爾宮+蘭布拉大道) 

05 巴塞隆納(建議：可前往費格列斯，達利美術之旅) 

06 巴塞隆納 (建議：Montserrat 蒙瑟拉特山之旅) 

07 巴塞隆納----快速火車---馬德里 (上午火車 / 下午市區觀光) 

08 馬德里 (塞哥維亞：水道橋之旅) 

09 馬德里 (托雷多之旅) 

10 馬德里 (全日市區觀光) 

11 馬德里 / 香港 / 台北  

12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91,9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9 項 
01 台北 / 西班牙國泰航空經濟艙含稅(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表列旅館 11 晚 (2 人 1 室 / 含早餐) 

03 巴塞隆納專車接機+ 馬德里機場專車送機 

04 聖家堂門票及預約 + 奎爾公園門票 

05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保險 

06 全程 WIFI 機 

07 巴塞隆納至馬德里單程火車標準艙 (一開立不可退票) 

08 馬德里 (塞哥維亞：水道橋之旅)來回票 

09 馬德里 (托雷多之旅)來回火車票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2 天) 
 

第 1 天  台北 / 香港 / 巴塞隆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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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豪華客機，前往

西班牙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以及巴塞隆納

省省會，位於伊比利半島的東北面，瀕臨地中海。1999

年，巴塞隆納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選為五十個人生必遊

景點之一。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

神，明天開始精彩的西班牙之旅。 

 

第 2 天  巴塞隆納  (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加泰羅尼亞廣場 Plaça de Catalunya 

加泰羅尼亞廣場位於整個巴賽隆納市中心的位置，連接

著老城區和擴建區，它也是城市主要的大街蘭布拉大街

和格拉西亞大街的起點。漂亮寬闊的廣場上佈滿綠茵茵

的草坪，還有漂亮的靜思女神石像，神態安詳凝重：飛

珠跳玉的噴泉水花多樣，宛若水晶宮。一到週末和節假

日，這裡人頭攢動，異常熱鬧。各種小販，賣彩色氣球

的，賣霜淇淋的，還有吹拉彈奏的流浪藝人，吸引著孩

子和大人的目光。成群的鴿子在廣場和草坪上閒庭信

步，似乎比忙碌的遊客更能享受生活的樂趣 

 

加泰隆尼亞音樂廳 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 

上午抵達巴塞隆納。可前往加泰隆尼亞參觀音樂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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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可前往蘭布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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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天   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 +奎爾公園 下午：建議：米拉之家+感恩大道)  

聖家堂 Sagrada 

今日上午前往建築奇才高地的輝煌之作聖家堂，這是高第窮極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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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奎爾公園 Park guell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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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的七大

作品中以奎爾公園 Park Güell 最廣受大家的喜愛，因為它活潑有

趣的設計，宛如一個夢幻童話世界，帶給人歡樂，不過它原本的

規劃是打像像英國一樣的高級住宅區，不過後來開發不順利，只

完成兩棟建築跟公共設施主體。 

也是高第最具盛名的設計之一。奎爾公園裡面最有名的地標，莫過於馬塞克風格的蠑螈了。

馬賽克的風格顯出蠑螈身上的鱗片感覺，上面一顆顆的突起物讓整隻蠑螈看起來更有真實

感，這些都是高第在設計上的巧思。 

高地博物館 Gaudi’s work & life  

隨後參觀高地博物館，高第博物館由同樣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的維森斯之家（Casa Vicens）改造，是 1883 年由當時年

僅 31 歲的高第受瓷磚工廠大亨 Manuel Vicens i Montaner

委託建造的家屋，而這也是這位天才建築師的第一幢作品，更

被視為新藝術運動首個範例。維森斯之家設計因而擁有不受限

城市規劃的發揮空間，裡外大量運用彩色磚頭、瓷磚及鋼鐵材

質，充分展現出該建築靈感受到「西班牙在地的阿拉伯伊斯蘭

文化（Hispano-Arabic）」影響，當然也加入了高第創新的元素。而此特殊的設計於現今人

口、建築密度極高的恩典區更是獨樹一格，對後世的影響同時也是始料未及。 

※ 美食推薦 

今日建議您可到最富盛名的四隻貓餐廳，這家百年歷史的老餐廳是於上世紀初

由崇尚自由的波西米亞人與藝術家聚會場所，它的第一份 MENU 是由年輕的

畢卡索所設計的，內部的陳設與裝潢讓人回到巴塞隆納的黃金年代。 

 

第 4 天 巴塞隆納 (舊城區 Ciutat Vella：海洋聖母聖殿+巴塞隆納主教堂 +

蘭布拉大道) 

 

海洋聖母聖殿大教堂 Basílica de Santa María del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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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羅那主教座堂 Catedral de Barcelona  

巴賽隆納主教堂位於巴賽隆納舊城區，是天主教巴賽隆納總

教區的主教堂。巴賽隆納主教座堂是一座哥特式建築，建造

於 13-15 世紀，其中的主要建築部分於 14 世紀完工，而外

牆一直到 19 世紀才得以完成。教堂共有 5 條以上拱式回廊，

還有若干小禮拜堂，建築氣勢恢宏壯觀。最初修建這座教堂

是為了紀念巴賽隆納的守護聖女 Saint Eulalia，如今它已經

成為巴賽隆納的著名建築。在每年的嫉妒聖體聖血節，這裡

還會舉行雞蛋舞慶祝活動。教堂裡的唱詩壇於 1390 年開始

修建，如今已經成為了加泰羅尼亞哥特式建築的典型代表。在每年的基督聖體聖血節，教堂

會在回廊的噴泉上舉行雞蛋舞慶祝活動。人們通常將雞蛋掏空，把它放在庭院的噴泉上讓其

隨著水流的節奏而跳動，遠遠看上去仿佛是一隻雞蛋在跳舞。 

 

第 5 天 巴塞隆納 (建議：可前往費格列斯，達利美術之旅)  

達利戲劇博物館 Teatre-Museu Dalí  票價:約 14€ 

塞隆納以北距法國邊境 20 公里處，本世紀的世界級繪

畫大師達利就出生於此，並以達利博物館而聞名。1974

年，達利在故鄉創建了舉世聞名的達利博物館，這裡便

成為吸引全球藝術愛好者的勝地。這裡有達利三大博物

館之一的由達利本人設計和 

建造的達利劇院博物館，達利博物館完全就是達利本人

設計和建造的，充滿了鬼才達利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第 6 天 巴塞隆納 (建議：Montserrat 蒙塞拉特山之旅) 

今日遠離市區的煩囂，來到蒙特塞拉特山（Montserrat）

欣賞它的自然景觀。蒙特塞拉特山形狀非常奇特，它是

一座鋸齒狀的山脈，充滿神秘色彩的宗教故事也讓這座

山聞名世界。海拔高度 1,236 米，山體由礫岩組成，山

腰上有歷史悠久的蒙塞拉特修道院，擺放著蒙塞拉特聖

母（la Virgen de Montserrat）——加泰羅尼亞地區守

護神的塑像。雲霧繚繞的蒙特塞拉特山上處處可見裸露

的層層圓筒形巨岩，顯得格外的寧靜和崇高，是加泰隆

尼亞人精神和靈魂的守護者，更是人們的朝聖之地。修道院內的博物館陳列著來自埃及、塞

浦路斯和聖地巴勒斯坦的考古文物，以及歷史悠久的繪畫作品和現代繪畫大師畢加索、達利

等人的繪畫和雕塑。乘坐纜車到達山頂，在大教堂的博物館觀賞繪畫大師的畫作，聆聽黑聖

母雕像的神奇故事，有一種美麗是靜謐，有一種境界是詩意地漫步。 

 

第 7 天   巴塞隆納----快速火車---馬德里 (上午火車 / 下午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搭乘 AVE 快速火車前往馬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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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天  馬德里 (塞哥維亞：水道橋之旅) 

塞哥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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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羅馬水道橋 Acueducto de Segovia 

離開客運總站沿著主要幹道走一小段，就可以看到古羅馬

水道橋。事前看照片很難體會它的規模，實際到現場才知

道水道橋有多麽壯觀。這座高近 30 公尺的水道橋據信建

於西元 112 年，距今已有近 2000 年歷史。這座水道橋是

用花崗岩磚堆疊、以無灰泥膠合方式建造。水道橋過去一

度綿延 15 公里長，並以 1%的坡度，替這座城市引入了水

源。今日，城中的水道橋仍有 818 公尺長，但已經不再引

水。 

塞哥維亞主教座堂 Catedral de Segovia 

賽哥維亞另一處著名的景點則是座落在過去曾為鬥牛場的

Mayor 廣場旁的賽哥維亞大教堂。這座建於十六世紀中期

的德哥德式羅馬教堂以它眾多的石柱塔及高聳的鐘塔聞

名。大教堂原本是座落在城堡旁，但在因為過去的圍城戰

中，因為叛軍想奪取教堂當作攻擊城堡的據點，在戰火中化

為廢墟。事後為了避免城堡再受到類似威脅，便在現址重建

大教堂。 

 

賽哥維亞城堡 Alcázar de Segovia 

塞哥維亞城堡位於塞哥維亞城西端，城堡所處的位置正好

是當時西班牙北部城市卡斯提爾(Castile)的要衝上，臨崖

而建的塞哥維亞城堡，因戰略考慮，擁有絕佳的視野，入

口還有 10 多公尺深的護城河，以防範敵人攻入城中。座

中世紀城堡除了形勢險要之外，更因其有如一艘船艦的樣

貌著稱。城堡原址本來就是羅馬時代的堡壘，在摩爾人入

侵時期之後的天主教西班牙時期才逐漸有軍事堡壘以外

如皇家宮殿等功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3%A5%E7%BB%B4%E4%BA%9A%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3%A5%E7%BB%B4%E4%BA%9A%E8%BE%93%E6%B0%B4%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3%A5%E7%BB%B4%E4%BA%9A%E8%BE%93%E6%B0%B4%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3%A5%E7%BB%B4%E4%BA%9A%E5%9F%8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1%93%E6%A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AF%94%E5%88%A9%E4%BA%9A%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AF%94%E5%88%A9%E4%BA%9A%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D%97%E9%A9%AC


 

第 9 天  馬德里 (托雷多之旅) 

托雷多大教堂 Catedral de Toledo 

參觀時間:10:00~18:00 

票價: 約 € 10~12.5 

是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是西班牙的天主教核心。主教座堂

Primada Cathedral : 西班牙境內具有崇高地位的主教座堂，外觀

是哥德式風格。最引人注目的三個圓拱型大門，看資料是受到巴

黎聖母院的啟發，有非常精美的雕刻。仔細想想，還真的跟巴黎

聖母院的大門有相似之處。正面有兩個高塔，左邊比較高的是哥德式的鐘樓，右邊的是文藝

復興式風格的圓頂塔。教堂內部似乎是展示許多寶物與藝術品，當然還有華麗的主牆與祭壇

等。 

聖若望皇家修道院 Monasterio de San Juan de los Reyes  

參觀時間: 夏季 10:00~18:45 

票價: 約 €2.8 

走到小鎮的另一頭，有聖胡安皇家修道院，記得要參觀它，在教堂

中有美麗的中庭!!聖若望皇家修道院是由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和

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一世興建於 1477 年，慶祝在 1476 年戰勝

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五世的軍隊。記得要參觀它，在教堂中有美麗的

中庭!! 

 

 

 

第 10 天  馬德里 (全日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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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可前往馬德里皇宮及主廣場參觀帝王

之都壯麗華美的遺跡和藝術，使它成為了今日西班牙乃

至歐洲的歷史名城。 

 

第 11 天  馬德里 / 香港 / 台北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馬德里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

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 12 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西班牙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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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