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西班牙 14 天品酒之旅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1 :台北 / 香港 / 蘇黎世 / 巴塞隆納 
 
2：巴塞隆納  
 
3：巴塞隆納 (聖家堂+奎爾公國之旅)) 
 
4：巴塞隆納 (建議赫羅那之旅 + 費格列斯之旅) 
 
5：巴塞隆納 –火車---瓦倫西亞(上午觀光 / 下午火車) 
 
6 : 瓦倫西亞 
 
7 : 瓦倫西亞(建議酒莊之旅) 
 
8：瓦倫西亞---AVE 火車---馬德里 
 
9：馬德里 (普拉多美術館) 
 
10：馬德里---火車---托雷多 
 
11 : 托雷多---馬德里 
 
12：馬德里(塞哥維亞一日遊) 
 
13：馬德里 / 慕尼黑 / 香港 
 
14：香港 /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 86,5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9 項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4 天) 
1：台北 / 西班牙來回瑞士航空經濟艙含稅  

 

2：巴塞隆納 / 瓦倫西亞火車二等艙  

 

3. 瓦倫西亞 / 馬德里 AVE 火車二等艙 



 

4 馬德里 / 托雷多 來回火車等艙 

 

5 表列旅館 11 晚 (2 人 1 室 / 含早餐) 

 

4  普拉多美術館門票 

 

5 塞哥維亞來回巴士票   

 

6 聖家堂門票  + 奎爾公園門票 

 

7 佛朗明哥舞蹈晚宴 

 

8  500 萬+10 萬意外醫療險  

 

9 操作手冊+參考資料 

 

***酒莊之旅及巴塞隆納音樂表演未含 / 待確定後實報實銷*** 

 

 

 

第一天  台北 / 香港 / 蘇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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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巴塞隆納  

上午抵達巴塞隆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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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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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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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蘭布拉大道中的桂爾宮是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巴塞隆納的一座住宅，由加

泰羅尼亞建築師高地設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第三天 巴塞隆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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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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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巴塞隆納(酒莊品酒之旅) 

今日參加酒莊品酒之旅當地旅行團，相關內容如下 : 

 Wine and Cava Route (Jean Leon, Torres and Freixenet Cavas) : 

Spend a relaxing day in the countryside as you sample wine and learn about cava 

on this wine-tasting tour from Barcelona(Duration of tour: 8 hours) 

The Tour : 

Let the Catalunya Bus Turistic take you on a journey to discover some of Catalonia's 

most iconic wineries, in the Penedes region. Take pleasure in the world of wine and 

cava, learn how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are produced, and even sample them for 

yourself. 

Includes 

A guided tour, wine tasting and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the year, we shall either 

taste the grapes directly from the vine or alternatively, taste the wine aged in 

traditional wine casks in Jean Leon. A guided tour and mariage (Three cheeses and 

three wines matching) in Bodegas Torres. A guided tour, cava tasting (two different 

cavas) and Catalan tapas in Freixenet. 

 

第五天 巴塞隆納(米拉之家 + 巴特略之家)---火車---瓦倫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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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搭車前往瓦倫西亞。 

 

第七天 瓦倫西亞 (上午品酒及晚間烹飪課程) 

今日參加品酒及晚間烹飪課程之旅當地旅行團，相關內容如下 : 

What You'll Do 

Explore the local streets on a fully narrated walking tour of the city 

Visit Central Market, largest market dedicated to the specialty of fresh products in 

Europe 

Learn how to prepare authentic Valencian paella from a paella master 

Taste local products and two excellent Valencian wines 

What to Expect 

This gastronomy tour begins in the morning with a walking guided tour of the old 

town of Valencia, where you’ll visit the Central Market, the cathedral of 

gastronomy. It’s the largest market dedicated to the specialty of fresh products in 

Europe. Its spectacular modernist building is a treasure trove of a great variet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herbs and spices, fresh fish and seafood from the 

Mediterranean and a place you should not miss in Valencia. Also, you’ll visit a high 



 

quality local organic products shop, award winner of the best-selling shop in Spain. 

During this tour, you’ll delight in tasting local products and in the late morning, 

enjoy two excellent Valencian wines.  

 

In the evening, get ready to live a unique, fun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At the 

School of Paellas, you’ll learn how to prepare an authentic Valencian paella 

yourself. The paella master will teach you step by step how to cook it and also 

explain the history of its creation and many other curiosities. As you prepare your 

paella, you’ll savor an aperitif with typical tapas and Valencian wine or craft beer.  

 

When you've finished, head to the table to delight in your paella accompanied by 

typical starters, beverages, dessert, liqueur and coffee. After this traditional 

Valencian dinner, you'll receive an "Expert Paella Chef" diploma to show off to your 

friends. After living this tour, you’ll want to take all the Valencian cuisine recipes to 

experience and try at home. 

What's Included 

2-hour expert guided visit to the old town of Valencia, Central Market and organic 

products shop 

Local products and Valencian wine tasting 

4-hour Paella cooking class with an expert chef 

Aperitif with typical tapas and Valencian wine or craft beer 

Full menu dinner: starters, paella as first plate, beverages, dessert, liqueur and 

coffee 

 

第六天 瓦倫西亞 

瓦倫西亞為西班牙繼馬德里、巴塞隆納後的第三大城，終年超過 300 天的藍天陽光與綿延不

絕的地中海白色海灘，更為瓦倫西亞增添了許多的觀光吸引力。個廿一世紀的未來城市。少

雨空氣乾燥是他的特色，十五～十七世紀時，曾是貿易的港口非常繁榮。這裡也是著名西班

牙海鮮飯的故鄉，是個歷史與文化的城市，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它同時也是個廿一世紀的

未來城市。落成於 2000 年的未來感建築群，出自當地知名建築師卡洛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 之手，成於 2000 年的未來感建築群，包含天文館、科學館、歌劇院、水族館及多

功能場館。還有不要錯過參觀大教堂（Catedral）和米格雷特塔（Torre del Miguelete）。

大教堂興建於 1262 年，融合巴洛克、歌德、羅馬風等建築風格，最受矚目者為耶穌在最後

晚餐中使用的聖餐杯。米格雷特塔則興建於 13 世紀，為高達 70 公尺的八角形鐘樓，以往被

作為瞭望塔使用，現則為盡覽城市風光的好所在。  

 

第八天 瓦倫西亞---AVE 火車---馬德里 

今日搭乘 AVE 火車前往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迷人多姿的馬德里在上千年的文化傳承和更替中

逐漸營建而成，從阿拉伯古城牆，到哥德式風格的小教堂，再到文藝復興的堂皇建築，處處

可見歷史在這座城市刻下的印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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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馬德里 (普拉多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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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鐵 Sol 站出來就是太陽門廣場。從太陽門廣場有 6 條大道放射狀延伸到市區，這裡政府機

構聚集，還是一個大型的血拚天堂。 

 

第十天 馬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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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乍堡 The Alcazar : 算得上托雷多古城的顯眼地標，本身也位於小山丘上，

有助於防衛及查看敵軍動態，從早期就是重要的防禦區位。西班牙收復後將此處更改為君主

住所，有大幅度的修改，只剩東邊的建築還留有中世紀早期的模樣。不過在阿卡乍堡改建完

之前，西班牙首都遷至馬德里，所以整建好的阿卡乍堡從未有國王在此居住。 

 

第十一天  托雷多---馬德里 

清晨於 Toledo 美麗的小巷弄漫遊是多愉快的一件事阿!!參觀托雷多大教堂是西班牙三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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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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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天  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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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天  馬德里 / 慕尼黑 / 香港 

如果你對經典藝術感興趣，馬德里聖費爾南多皇家藝術學院是你來馬德里不能錯過的景點。

它西班牙重要的藝術畫廊之一，曾是很多西班牙藝術大師的搖籃。 

聖費爾南多皇家藝術學院由費爾南多六世建於 18 世紀，由建築師 Diego de Villanueva 將

王宮改建為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美術學院。其中收藏了收藏 16-19 世紀西班牙本土畫派部分精



 

品及雕刻和陶瓷作品，不乏一些價值不菲的名作，比如西班牙畫家何塞.德.里貝拉（Jusepe de 

Ribera）的《懺悔的瑪格達雷納》(La Magdalena)，阿爾欽博托(Arcimboldo) 畫作《春》,

畢加索的沃拉爾系列(Suite Vollard)版畫， 還有專門的房間展出戈雅的經典作品，如埋葬沙

丁魚( El Entierro de la Sardina)，《悌拉那女士》（La Tirana）等等。並分為畢加索作品陳列

室、裝飾藝術陳列室、素描繪畫陳列室和雕塑作品陳列室等等，收藏了很多大師級的藝術精

品，被視作對普拉多美術館的重要補充。 

中午搭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十四天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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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