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西班牙 10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香港 

02 香港 / 馬德里 

03 馬德里 (市區觀光)  

04 馬德里 (賽哥維亞)  

05 馬德里 (托雷多) 

06 馬德里---巴塞隆納 (市區觀光) 

07 巴塞隆納 (聖家堂+奎爾公園)  

08 巴塞隆納 (市區觀光)  

09 巴塞隆納 / 香港  

10 香港 /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 191,0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1 項 
01  台北/歐洲國泰航空商務艙來回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 7 晚(兩人一室/2 間含早餐) 

03  馬德里--巴塞隆那 AVE 快速火車票  

04  馬德里專車接機 

05  巴塞隆納專車送機  

06  馬德里--賽哥維亞來回巴士票  

07  馬德里--托雷多來回火車票  

08  聖家堂+奎爾公園門票及預約   

09  伍百萬身故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0  兩人一台 WIFI(每日 2.5GB/用完降速/傍晚恢復) 

11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DAY1  台北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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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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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2  香港 / 馬德里  

 

班機於今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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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馬德里，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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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遊覽格

蘭大道上著名的精品店是年輕人購物的據點。 

 

西班牙廣場 (Plaza de Españ a) 

西班牙廣場是西班牙馬德里市中心的一個大型

廣場和熱門旅遊目的地，位於格蘭維亞大道的西

端。馬德里王宮在廣場南面不遠處。 西班牙廣

場的中心是米格爾•德•塞萬提斯紀念碑，包括

上方的塞萬提斯石雕，前方的堂吉訶德和桑丘•

潘沙銅像，以及代表堂吉訶德真愛的兩尊石像：

平凡的村姑阿爾東沙•羅任索和想像中美麗的杜爾西內婭•台爾•托波索。 

 

格蘭大道 (Gran Vía) 

格蘭大道是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中心的一條華麗的高檔

購物街，東起阿爾卡拉街，西到西班牙廣場。 這條熱鬧

的街道，是該市最重要的購物區之一，有大量的酒店和大

型電影院，並以大型建築著稱。現在，大部分的劇院被購

物商場所取代。 19 世紀中葉，馬德里的都市計畫者決定

興建連接阿爾卡拉街和西班牙廣場的新幹道。 

 

 

 



 

 

阿爾卡拉門 (Puerta de Alcalá) 

阿爾卡拉門是西班牙馬德里的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位於

獨立廣場。它靠近市中心，距離麗池公園的正門只有數米

之遙。阿爾卡拉街穿過廣場，但是並不穿過阿爾卡拉門。

阿方索十二世街和塞拉諾街呈南北向穿越。其名稱來源於

從馬德里到附近城市埃納雷斯堡的老路。如今對馬德里市

民和遊客而言，阿爾卡拉大門這一馬德里最知名最受歡迎 

的形象， 已經成為城市的象徵。 

 

DAY3  馬德里 (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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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o del Prado) 

普拉多博物館繼承了皇室珍藏，在 19 世紀末期就被譽為「世

界四大美術館」之一。然而由於西班牙在 20 世紀的政治動

蕩，其收藏增長緩慢，逐漸被不少博物館在總量上超越。但

是普拉多擁有的傑作數量卻是後來者無法企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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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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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起運至西班牙收藏展出，並於 1993 年由西班牙政府

正式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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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森-博內米薩博物館的藏品彌補

了其他兩博物館的不足之處，包括 14 世紀至 20 世紀的各類畫作。 

 

索菲婭王后藝術中心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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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的中央建築是 18 世紀的醫院。1980 年開始進行廣泛的

現代裝修。1988 年，新博物館部分向公眾開放，同年成

為國家博物館。2005 年 10 月開始，法國建築師讓•努

維爾設計的面積 8000 平方米，耗資 9200 萬歐元的擴建

工程開幕。 



 

 

麗池公園 (Parque del Buen Retiro) 

麗池公園位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中心，緊鄰普拉

多博物館，面積 1.4 平方公里，是馬德里最大的公

園和熱門的旅遊目的地。麗池公園是西班牙首都馬

德里最著名的公園，於 17 世紀由菲利浦四世下令

興建，園內植物超過了一萬五千株。公園裡有一座

以鐵和玻璃建造的玻璃宮，與委拉斯蓋茲宮一起曾

作為皇室成員的娛樂場所，如今都已演變成展覽館，每年都有無數的遊客前來參觀。 

公園內有兩座宮殿：玻璃宮和委拉斯蓋茲宮。公園裡有一座的美麗的玻璃宮，是以鐵和玻璃

建造的，屋前的噴水池中還有天鵝悠遊其中；另外還有一座委拉斯蓋茲宮，這兩個宮殿均建

於十九世紀末，此刻都已經成為展覽館。起先是作為皇室成員的娛樂場所。 

 

東方廣場 (Plaza de Oriente) 

東方廣場是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一個廣場，西側和東側分別

是馬德里王宮與皇家劇院。花園內有噴泉和國王腓力四世騎

馬雕像。在皇家劇院一側，一系列小酒吧排列成半圓形。 東

方廣場的建立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初約瑟夫•波拿巴時期。 

 

摩爾人花園 (Campo del Moro) 

摩爾人花園是西班牙馬德里的一座花園，位於曼薩納雷斯河

以東，東到馬德里王宮，西到聖母大道，北到聖維森特坡道，

南到雅典公園，為觀賞王宮的地點。 摩爾人花園是馬德里王

宮的三個花園之一，但是與薩巴蒂尼花園和東方廣場不同，

不是由馬德里市議會管理，而是由西班牙王室管理。 

 

 

DAY4  馬德里 (賽哥維亞)   

今日前往塞哥維亞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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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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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場旁的塞哥維亞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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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哥維亞城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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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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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雷多大教堂 (Catedral de Tol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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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6  馬德里---巴塞隆納 (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搭乘 AVE 快速火車前往巴塞隆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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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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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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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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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7  巴塞隆納 (聖家堂+奎爾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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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前往奎爾公園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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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ü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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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8  巴塞隆納 (市區觀光)  

今日巴塞隆納全日市區觀光 

畢卡索博物館 ( Museu Picasso) 

巴塞羅納的畢卡索博物館是一間建於 15 世紀的優美宅

邸，它有著幽靜的庭院、華麗的牆壁和窗櫺。博物館裏

面主要收藏畢卡索在巴塞羅納和巴黎早期的作品，包括

素描、版畫、陶藝品、油畫等作品。其中《侍女》在一

連串的視覺創作作品中最為有趣。畢卡索（1881~1973

年）是西班牙偉大的現代派畫家，也是世界上具有影響

力的現代藝術大師之一。他在繪畫藝術上的成就為西班

牙帶來了巨大的世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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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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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主教巴賽隆納總教區的主教座堂，實際上是由康諾恩

荷斯之家、德卡之家和依亞拉迪亞卡之家這三個中世紀教

堂組成。大主教堂始建于巴賽隆納最鼎盛時期的 13—15

世紀。從開始修建到完工共耗費了 150 年的時間，環繞鵝

井(Fuente de las Ocas)的回廊完成於 1450 年。而且在隨後

的漫長歲月裏又經過了無數次的加工，新哥特式的立面修

建於 19 世紀。因此教堂的各部分呈現出不同的建築風格。 

 

魔幻噴泉 (Font màgica de Montjuïc) 

蒙特惠奇魔法噴泉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巴塞羅那蒙特惠

奇地區的一座噴泉，靠近西班牙廣場和小西班牙。該噴泉

和附近的其他大型項目類似，是為了 1929 年巴塞隆納世

界博覽會而興建。 

 

 

 

 

舊港 (Port Vell) 

舊港位於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巴塞隆納，是巴塞隆納港的一

部分。這是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會前的一項市區重建工

程。在此之前，這是一片破敗的地區，布滿空倉庫，鐵路

堆場和工廠。 現在，舊港是巴塞隆納城市和旅遊的一個

焦點，每年有 1600 萬人參觀。 

 

 

 

 

 

 



DAY9  巴塞隆納 / 香港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巴塞隆納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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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10 香港 /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

。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