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西班牙 1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1：台北 / 轉機 / 馬德里 
2：馬德里(中午抵達 / 市區觀光) 
3：馬德里(上午：普拉多美術館 下午：皇宮+太陽門市區觀光) 
4：馬德里(塞哥維亞一日遊) 
5：馬德里(托雷多一日遊) 
6：馬德里 / 巴塞隆納 (約中午班機：下午加泰隆尼亞廣場+音樂廳之旅) 
7：巴塞隆納 (上午 outlet 之旅)  
8：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 + 奎爾公園) 
9：巴塞隆納 (赫羅那之旅 + 費格列斯之旅)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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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巴塞隆納 / 轉機 / 台北  
12：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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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天) 
1：台北 / 西班牙來回阿聯猶經濟艙含稅  

2：馬德里 / 巴塞隆納經濟艙含稅  

3：表列旅館 9 晚 (2 人 1 室 / 含早餐) 

4：馬德里 2 日交通卡兌換券 共 2  及退差額 600 

4 ：普拉多美術館門票*2 

5：塞哥維亞來回巴士票   

6：聖家堂門票預訂 +奎爾公園門票 

7：巴塞隆納 3 日卡兌換券 *2 (共 6 天)*2 共 4 份(含機場快線) 

  2400 

8：500 萬+10 萬意外醫療險  

9：操作手冊+參考資料 

 

 

 

 

 

 

 

 

 



 

第一天  台北 / 杜拜 / 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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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80 廣體客機，前往西班牙首都及最大都市—馬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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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德里 

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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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今日早點返回旅館休息，消除長途

飛行的疲憊。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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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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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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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馬德里(托雷多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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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 馬德里 / 巴塞隆納 (中午班機  IB2714  1300 / 1415) 

中午搭機前往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巴塞隆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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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隆納被視為歐洲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熱情、輕鬆而

國際化的氛圍讓大家都著迷，而深厚的文化底蘊、自由奔放的沙灘更是吸引了為受眾多的觀

光客前來一探究盡。格拉西亞大道 Passeig de Gracia 充滿精品店與名牌讓你享受逛街購物

的滿足和樂趣。傍晚可前往加泰隆尼亞廣場散步及參觀音樂廳。 

 

 



 

第七天 巴塞隆納 (上午 OUTLET 之旅) 

今日上午建議您可來一趟 OUTLET 購物樂，La Roca Village 有相當多知名的大牌子，例如: 

Burberry, Versace, Samsonite, Tumi, Levis, La Creuset, Max Mara, Disel, Loccitane 等

等。來到了 La Roca Village 第一件事情就是到 information center 報到，告知櫃檯你想要

領取 10% off 的 VIP 卷，服務人員先行詢問了是否有在他們的官網填寫會員資料，如果有填

寫過的話，就可以馬上領取下面這本白色的 VIP 卷，裡面有 10 張可以在任意商店所使用的

九折券（但是如果已經是 Outlet 價又在打折過後的商品，就無法使用）如果沒有事先在官網

填寫會員資料也沒有關係，當場填上基本資料＆核對一下護照，照樣可以拿到這本 9 折 VIP

券！！ 

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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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您可搭纜車前往蒙特惠奇山，這座山丘是巴塞隆納市

內海拔比較高的地方，可以俯瞰市景，參觀像米羅美術館、加泰隆尼亞美術館等知名景點，

可說是遊覽休閒一舉兩得。 

 

第八天 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 + 奎爾公園 下午：米拉之家及感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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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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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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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波浪型的牆面，扭曲回

繞的鐵條和鐵板構成的陽臺欄杆、寬大的窗戶非常吸人眼球，1986 年，米拉之家被 Caixa de 

Catalunya 銀行買下，耗鉅資整修。現在的一樓是銀行的基金會舉辦展覽的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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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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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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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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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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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細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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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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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天  巴塞隆納 / 杜拜 / 台北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後，搭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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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