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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線代表搭乘
西班牙AVE高速火車

巴塞隆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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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IN

桃園機場

Spain

旅程中，班機將從巴塞隆納進入西班牙，從馬德里飛返台灣，在
馬德里有專車接送至機場。

第六日行程，從巴塞隆納至馬德里，將搭乘西班牙AVE高速火車，
車票已含在費用中。

第八日行程，於馬德里之市區觀光後，晚餐將為您安排佛朗明哥
舞蹈晚宴(已包含在費用中)。

行程路線說明



巴塞隆納

BARCELO SANTS HOTEL 或同級旅館

台北 - 轉機點 - 巴塞隆納

DAY 1

DAY2

蘭布拉斯大道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
的物品噢！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
搭乘豪華廣體客機，搭機前往西班牙最熱門的旅遊城
市亦是1992年奧運會所在地－巴塞隆
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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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巴塞隆納。抵達後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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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無限創意的高第建築大
作米拉之家、巴特婁宮，其充滿自然曲線美感的建築奇蹟，令人讚嘆無比。



BARCELO SANTS HOTEL 或同級旅館

聖家族教堂

DAY4
巴塞隆納

 BARCELO SANTS HOTEL 或同級旅館

奎爾公園

今日您可前往奎爾公園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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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委託高第設計一座遠離市中心的新型態住宅區，雖然後
來遭到該區富人的反對，只有幾棟提案的房子完成，但奎爾
公園卻是其中最具盛名的設計。
中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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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您可前往巴塞隆納人的廚房---聖約瑟市場Mercat 
Sant Josep，這裡為巴塞隆納最大的市場，在此您可體驗當
地傳統市集。

DAY 3
巴塞隆納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建築奇才高第的天際輝煌之作聖家
族教堂，這是高第窮極一生的嘔心瀝血
代表作，也是他最終長眠之地！。隨後您可進入舊城
區，參觀巴塞隆納大教堂、國王廣場、
市政府、畢卡索美術館…等重要景點。



DAY5
巴塞隆納

BARCELO SANTS HOTEL 或同級旅館

西班牙民俗村Poble Espanyol

DAY6
巴塞隆納 - AVE快速火車 - 馬德里

CATALONIA ATOCHA或同級旅館

太陽門廣場

今日您可前往巴塞隆納西班牙民俗村Poble Espanyol
，位於蒙翠山上的西班牙民俗村，是專門為1929年萬
國博覽會而建造的。目的是為了向世界展示西班牙的
建築風格和手工藝術品。這個風景如畫的村子是由
Xavier Nogué, Miquel Utrillo和Ramón Raventós在
研究了西班牙各地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風格
的建築之後設計和建造的，集中展現了西班牙各地傳
統經典的代表性建築物117座。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馬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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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8
馬德里(佛朗明哥舞蹈晚宴)

CATALONIA ATOCHA或同級旅館

DAY7
馬德里(馬德里藝術金三角博物館之旅）

CATALONIA ATOCHA或同級旅館

索菲婭王后藝術中心

西班牙廣場

今日您可好好享受收藏極為豐富的馬德里藝術金三角Golden 
Triangle of Art博物館之旅

普拉多博物館：普拉多博物館繼承了皇室珍藏，被譽為「世界
四大美術館」之一。除了涵蓋歐洲所有流派和所有名家之外，
還幾乎囊括了哥雅的全部精品。此外還有眾多西班牙本土畫家
的代表作在這裡集中展示。

提森-博內米薩博物館：是一座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藝術博物
館，緊鄰普拉多博物館。館內收藏的藝術品來自提森-博內米
薩家族於20世紀初開始的私人收藏。該館是馬德里藝術金三角
（Golden Triangle of Art）之一，其他兩個是普拉多博物館和
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

索菲婭王后藝術中心：
主要收藏西班牙藝術品，其亮點是20世紀西班牙兩位大師的傑
作：巴勃羅•畢卡索的《格爾尼卡》，以及薩爾瓦多•達利的作
品。外國藝術家的作品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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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為您安排西班牙佛朗明哥舞蹈晚宴。



DAY9
馬德里(托雷多古城半日之旅)

CATALONIA ATOCHA或同級旅館

國會山(Thingvellir)國家公園

今日上午前往托雷多古城半日之旅：這座遺跡之城就像是一座
絕美的大型博物館，保存了眾多偉大又古老的西班牙遺跡。老
舊的歌德式和文藝復興建築，以及狹窄的街道和巷弄，足以彰
顯出它在古代的輝煌風采。 舊城已經成為國家的古蹟，而且還
被國際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托利多(Toledo)長久以來也
被稱為三文化之都，基督教教徒、伊斯蘭教徒及猶太教徒在城
牆內和平地共同生活。
下午返回馬德里後您可繼續市區觀光。

DAY 10
馬德里 / 轉機點 / 台北
今日上午專車接您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
登機手續後搭機返回台北。

DA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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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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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旅遊專屬訂製
享受浪漫的倆人歐洲之旅 不再是夢想
不希望跟團但又擔心自由行規劃太過煩雜且沒有安全感的
旅客們，您可以安心的由我們公司歐洲旅遊專業的人員，
幫您規劃完整的倆人歐洲自主之旅。

最專業的歐洲自由行
不只是提供機票+旅館的陽春服務

傾聽旅客的需求並給您 
1. 最妥善的行程走法
2. 最適當的交通工具
3. 嚴選絕佳位置旅館
4. 獨家代訂特色餐廳
5. 最貼心的旅遊手冊

最理想的旅館選擇
享受2星以上的優質住宿
針對不同旅客的喜好及預算，

並兼顧行程的方便性，
搭配最適合的旅館，

交給我們規劃，
您完全無需煩惱。

量身訂作的歐洲行程
專屬訂製您的旅遊喜好
用最有效率的時間，看最多的城市或景點。無論您對歐洲
旅遊有任何想法，任何天數、任何需求，我們會為您量身
訂作出最符合您需求的歐洲雙人自主之旅。

最貼心的操作細節旅遊手冊
以最輕鬆的方式享受愉快的旅程
必要的火車訂位、建議的交通時刻表、旅館所在的位置地
圖、可能拖運行李的規劃等，我們會於出發前給旅客最詳
細的操作細節提醒資料，讓旅客完成一趟愉快的歐洲自主
之旅。



此價格以機位訂位及旅館
確定後為準

(愈早計劃愈有機會有比
上述更好的價格)

二人成行

每人售價

NTD 95,000

＄

費

＄

用

售價包含：
1. 台北歐洲經濟艙個人來回機票
2. 全程8晚表列或同級市區旅館(含早餐)
3. 巴塞隆納---馬德里AVE快速火車頭等艙
4. 巴塞隆納專車接機
5. 馬德里專車送機
6. 巴塞隆納四日卡
7. 馬德里72小時卡
8. 佛朗明哥舞蹈晚宴
9. 托雷多古城半日之旅
10. 伍百萬 + 拾萬意外醫療  保險
11. 詳細操作及注意事項手冊並有專人為您做出發前講解
12 . 城市旅館正確地圖標示



歐洲自主之旅規劃流程建議事項： 
1.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愈早確定出發日及旅遊天數，能訂到愈好的票價： 

現在航空公司的個人票價政策，是將同艙等的座位，規劃成數種不同票價的訂位艙等，
以經濟艙為例：同樣是經濟艙的座位，卻會出現 5種(甚至更多)不同的票價，能否訂到
好票價，絕對和訂位的早晚有很大的關係，故建議自由行的旅客盡早規劃出遊日期，以
便取得好的票價(以歐洲機位的經驗看來，2--3個月前規劃，甚至更早，是最好的做法) 
 

2. 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 ，讓我們瞭解您的概略需求，就有人為您做專業規劃： 
要訂作一個符合您需求的自由行規劃，我們必須瞭解您心目中的概略想法，才能為您做
最好的規劃，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告訴我們下列項目，我們很快就可以給您初
步的規劃(您可填寫附件的規劃需求表單) : 
(1) 預計出發的人數、日期、天數(最好能告知概略的假期彈性) 
(2) 喜歡的旅遊速度(想多看或想慢遊)及心目中必定要去的景點或城市 
(3) 想要的旅館的等級:如頂級或四星或三星(如無概念也沒關係，我們會依您預算來做

最好的旅館規劃 
(4) 預算---告知我們您大約預計的每人預算(機票+旅館+交通及必要的火車訂位)(一般

歐洲自由行的午晚餐及門票都是自理) 
(5) 特別需求 : 如果您有任何特別需求都請告訴我們，我們都會盡力幫您完成，如當

地接送機、想訂特別的餐食、想參加特別的活動…… 
 

  3. 接受初步規劃及報價後，給正確英文名，我們給您沒有變數的保障： 
在您接受初步的規劃及報價後，請準備正確護照上的英文名，我們立即幫您訂機位，機
位確認後，在二天內就可拿到百分百確定的報價、確認的旅館，您的旅遊計劃即被保障，
沒有變數。 

 
4. 繳付訂金或機票開票款：   

確定報價後，我們將向您收取每人 NTD20,000 
※有些航空公司訂位96小時內需完成開票，此情況下，我們會向您收取部份的機票款(每

人約 NTD40,000) 
 

5.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資料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的注意事項資料、必要的旅遊票券(如電子機票根、
旅館住宿券、火車票及訂位)，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一切交接清楚後，同時向
您收取尾款。 

 
  6. 快樂出發，我們在台灣關心您在國外的旅遊狀況： 

   出發日快樂出發後，當您在歐洲自在旅遊時，如果在外站有任何緊急事情，都可以立即
撥打說明會手冊上之緊急連絡電話(或用簡訊或 E-MAIL) 與我們連絡，我們會以最快的
速度給您必要的協助，讓您的自由行最安心。 



歐洲自由行量身訂作需求單 
 
親愛的貴賓您好，為了幫您規劃最完整且有效率的歐洲自由行，還煩請填寫下列需求表單，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為您做最精準的規劃與估價 
 
姓   名：  

連絡電話及方便連絡時段：  
電話：                    
方便連絡時段：                       

連絡 E-MAIL ：  

預計出發日：  
          年        月        日 
(可前後彈性：前        日 / 後        日) 

預計人數：  
                  (有小孩請註記) 

旅遊天數：  
              天 

旅遊國家：  
                       (單國 / 雙國 / 多國 皆可 ) 

希望必去的景點或城市： 
 
 
 
 

 
 
 
 

特別需求： 
(如可告訴我們您喜歡多看
還是喜歡細細品嚐、或想訂
特別餐、景觀火車、接送、
特別活動……..) 
 

 
 

每人概略預算：(不含午晚
餐及門票及部份自理的當
地交通費用) 

 
NTD                  
 

※ 填寫後煩請傳真：02-25113539 或 E-MAIL 至 info@luxetravel.com.tw 
※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會有專人以先電話與您連絡 
※ 填寫上如果有任何問題還請不吝來電詢問：02-25113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