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葡萄牙 20 日

(2018 年)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馬德里 Madrid

西班牙
今日搭乘客機前往歐洲。因係洲際長途飛行，需轉機與夜宿機上。

第 2 天 馬德里
馬德里: 西班牙首都和最大城市、歐盟(European Union)第三大城市、海拔 650 公尺之歐洲最高首都。
市區:※西班牙廣場、★唐吉訶德雕像、※哥倫布廣場、※太陽門廣場…等。
◎馬德里皇宮(Palacio Real de Madrid):是西班牙國王的正統官邸，建於西元 1738 年
有 2800 間房，是西班牙 19 世紀前以兩百多年帝國霸權擴張所展現的龐大建物。
◎普拉多美術館(Museo del Prado):收藏畢卡索、哥雅…等大師的偉大畫作。

第 3 天 伊斯科里爾(El Escorial)塞哥維亞(Segovia)馬德里
伊斯科里爾: 16 世紀西班牙全盛時期耗費 21 年興建的歷代王室陵寢和別宮:◎聖羅倫索城(San

Lorenzo)，西班牙人譽為「第八大世界奇觀」有修道院、宮殿、神殿、宏偉的圖書館…
收藏珍貴繪畫與錦繡等藝術寶藏。西元 198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塞哥維亞: 西元前 1 世紀建之古羅馬★引水道拱橋(Roman Aqueduct)寬 823 公尺高 36 公尺由
20 萬塊巨大花崗石砌成，128 根石柱支撐複層式 163 個半圓拱形圖案的輸水工程，
高跨城東街道引 18 公里外水源入城，供居民飲用逾兩千年。◎Alcázar 城堡建於 13
世紀初，造型與浪漫史料直如童話故事:15 世紀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一世與亞拉岡
國王斐迪南在此定情並行婚禮、16 世紀菲利普二世迎娶奧地利安娜王妃。

第 4 天 托雷多(Toledo)親家母(Consuegra)格拉那達(Granada)
托雷多: 西班牙觀光名城與歷史重鎮，全城洋溢深厚古典風情、觸目皆是多元文化之古跡與各
歷代文物兼容並蓄，漫步古意盎然的建物與街道之間，恍若墜入時光隧道中。
親家母: 古老小村莊之★風車群，緬懷舉世知名的西班牙小說作家兼詩人、劇作家(塞萬提斯)
之世界名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描述主角迎戰風車之寓言故事的靈感來源。
格拉那達: 歷史悠久的古都、回教徒統治伊比利半島最後的據點，也是西班牙最迷人的觀光重鎮。

第 5 天 格拉那達(Granada)


◎阿罕布拉宮(Alhambra)暨◎阿拉伯式宮庭花園(Generalife):伊比利半島上伊斯蘭文化
遺產中最光輝燦爛之藝術與建築結晶。市中心古典★教堂區保留許多歷史文物和
宗教、藝術上的珍貴遺跡；回教徒聚居的★舊伊斯蘭區(Albayzín)是拍攝宮殿的最佳
取景地點。西元 2006 年一併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

＊註:造訪阿罕布拉宮時,若無進入紅宮(Nasrid Palace)，即以晚間西班牙的佛朗明哥舞表演(Flamenco)取代。

第 6 天 哥多華(Cordoba)塞維爾(Sevilla)
哥多華: 揉合回教、猶太教與天主教三教文化最具特色的古城，十個世紀前是伊比利半島上

伊斯蘭教首府和全歐洲最大城市。◎大清真寺(Mezquita–Catedral de Córdoba)有一千
二百多年歷史，是當今西方世界最大的回教寺廟，直可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聖地之
清真寺媲美！附近※古羅馬橋相傳是古羅馬時期奧古斯都大帝所興建。
塞維爾: 安達露西亞省首府、西班牙第四大城暨藝術和文化寶庫，西元 1992 年舉辦世界博覽會。
據說是弗朗明哥(Flamenco)舞蹈最原始之發源地。有西班牙最高和世界第三大的
◎大教堂與高 98 公尺之城市標誌※風標塔、★西班牙廣場、◎大宮殿(Real Alcazár)...。

第 7 天 里斯本(Lisboa)葡萄牙
里斯本: 葡萄牙首都和歐陸各國最西端的首都，歷史上扼北歐和地中海城市間商貿往來。

第 8 天 里斯本 (+ 歐陸最西點 Roca 岬) 


★發現新大陸之航海紀念碑、※全葡國最長的四月二十五日大鐵橋、◎馬車博物館…
等。登臨大西洋海岸上洛可岬(Cabo da Roca)領取一份抵歐洲大陸經度最西端證書，
是到達一處天涯海角的榮耀證明！附近依山傍海的★辛特拉(Sintra)是英國詩人拜倫
(Byron)盛讚的一處「絕佳的伊甸園」(Glorious Eden)。星羅棋布的皇家莊園和城堡
大多建於 15 到 19 世紀間，西元 199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第 9 天 托馬(Tomar)科恩巴(Coimbra)
托馬:

十二世紀創建的小鎮，保存歐洲最重要的「聖殿騎士團」歷史遺跡。航海家亨利王子
在 15 世紀當權時，是葡萄牙對外擴張全盛時期的重鎮，水手出發尋找新貿易路線，
建立起龐大的帝國，足跡遍及印度、遠東、巴西和非洲，留下輝煌的一頁史蹟，是
葡萄牙歷史課中必讀的歷史重鎮。
科恩巴: 葡萄牙的文化教育中心和最羅曼蒂克的城市、創作名曲「April in Portuga」(葡萄牙
的四月天)之靈感源頭，在葡國境內最富景觀變化的 The Three Beiras 地區。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西元 1290 年創立，是葡國最古老大學和伊比利亞半島上
歷史悠久的高等學府，16 世紀起科恩巴躍升為歐洲的人文中心。

第 10 天 波多(Porto)
波多:



最早時是塞爾特(Celt)人創建的港口，現是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和經濟中心，以出產
缽酒及波多葡萄酒出名。斗羅河出口河岸有許多酒廠、酒窖成為觀光勝地。老城區
保留許多特色的建築:雕刻精細又裝飾華麗的◎聖方濟教堂(Igreja de São Francisco)、
牆面以藍色瓷磚拼貼出壁畫的◎波多火車站；還有★瑞貝拉廣場(Praça da Ribeira)，
漫遊其間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另一種悠閒體驗。

第 11 天 賽拉曼加西班牙
賽拉曼加: 西元 1988 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定為「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古城。

★賽拉曼加大學創立於西元 1218 年，是西班牙最早建立的大學，迄今完整保留各學院
之古蹟文物，昌盛的學術傳統源遠流長一併與英國牛津、法國巴黎、義大利波隆納
等四所歐洲最早成立的大學並列為中古時期點燃世界的四盞明燈。

第 12 天 布爾果斯(Burgos)畢爾包(Bilbao)
布爾果斯: 這座千年古城是西班牙史上重要文化搖籃之一。名片「萬世英雄」所描述之 11 世紀
西班牙的偉大民族英雄 El Cid 之故鄉，與妻(Doña Jimena)合葬在西元 1221 年所建的
◎聖瑪麗亞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Burgos)，西元 198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西班牙內戰時這裡是弗朗哥元帥右翼國民軍的總司令部。
畢爾包: 伊比利半島北方比斯開海灣(Golfo de Vizcaya)南岸的工業城市，由建築大師法蘭克蓋瑞

以大量鈦金屬片打造外觀如同浪花的★古根漢美術館(Museo Guggenheim)舉世聞名。

第 13 天 薩拉果莎(Zaragoza)
薩拉果莎: 二千年前以奧古斯都大帝(Caesar Augusta)命名亞拉岡古都與拉丁民族信奉的聖母顯靈地。
西班牙大畫家哥雅(Goya)西元 1746 年出生於薩拉果莎古城之南郊的 Fuendetodos。



羅馬帝國時期起迭經阿拉伯式、哥德式、巴洛克式、新文藝復興式…二千餘年史蹟之
古城。12 到 17 世紀興建的★聖薩爾瓦多教堂(La Seo)座落★大教堂廣場(Plaza dela Seo)
東邊，原是古羅馬市集廣場上的神廟，摩爾人統治時改成阿拉伯人的清真寺，兼具
古羅馬式(Romanesque)到巴洛克式(Broque)風格。◎聖母顯靈柱大教堂(Basilica de Nuestra
Señona del Pilar)內一圓頂聖母壁畫出自西班牙浪漫主義画派畫家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手筆，流傳耶穌 12 門徒中的聖詹姆士(St. James)西元 40 年 1 月
2 日佈道時見證聖母從天而降的神跡顯現大理石柱上。

第 14 天 蕾達(Lleida)佛格雷斯(Figueres)
蕾達:

加泰隆尼亞內地最大城市和羅馬帝國時期古城。高山三面環繞扼庇里牛斯山區的出入
門戶，西元 719 年被北非摩爾人(Moors)佔領，西元 1149 年加泰隆尼亞王國光復，遺留
如雅典「衛城」(Acropolis)之古城堡(Azuda)遺跡；原是清真寺之 13 世紀◎老教堂
(La Seu Vella)與 14 世紀建 70 公尺高之八角形★鐘塔一同為全城最顯著的地標。
佛格雷斯: 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Dalíi Domènech)出生地，◎達利美術館展出他藝術史上精彩創作。

第 15 天 蒙塞拉特(Monteserrat)
蒙塞拉特: 巴塞隆納西北方，屬於加泰羅尼亞前海岸礫岩山脈一部分的海拔 1,236 公尺岩石山上，

◎蒙塞拉特修道院供奉黑色聖母像(La Moreneta)是泰隆尼亞地區的守護神，也是西班牙
境內僅次於聖地牙哥的朝聖地。(乘電車循山勢上昇登高俯瞰環山全景，置身無數修士
千年隱身之的清幽仙境，亦可步入修道院內教堂向黑色聖母祈福)。

第 16 天 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 地中海岸的國際大都會和西班牙第二大城。傳承二千年的濃郁古典風情融合旺盛的現代
活力，是孕育藝術家的大搖籃，舉世著名大師:畢卡索、米羅、達利…均發跡於此。
◎畢卡索美術館(Museu Picasso)、※米羅博物館、百年持續興建的◎聖家族大教堂、

◎桂爾公園(Park Güell)、※猶太山丘公園(Montjuic)、★奧運會場、古代貴族聚居的
※老街區、※米拉之家(Casa Milà)、★聖十字聖保羅醫院(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t Pau)、※巴特略公寓(Casa Batlló)…。或漫步街道感受濱海大都會的旺盛活力！

第 17 天 塔拉果納(Tarragona)瓦倫西亞(Valencia)
塔拉果納: 伊比利半島東海岸上的古城(原名:Tarraco)坐落俯視地中海的小山丘上，兩千多年前曾是
羅馬帝國統治西班牙的首府，迄今仍完整保留許多古羅馬時期的建築、考古遺址。
西元 2000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古羅馬城牆(Murallas de
Tarragona )、古蹟遺址保存完整在第二世紀時建造的半橢圓型★露天競技場(Anfiteatro
Romano)足可容納一萬四千名觀眾。
瓦倫西亞: 班牙第三大城，西元前 138 年由希臘人建立。西班牙人尊稱的歷史偉人"El CidRodrigo Diaz"(大英雄)於西元 1099 年死後被綁在馬鞍上嚇退了大舉來襲的摩爾人
(The Moors:來自北非的回教徒)，是這段傳奇歷史的發生地。


第 18 天 瓦倫西亞馬德里(全日自由活動)
瓦倫西亞: 14 世紀建的◎聖杯大教堂(Capilla del Santo Caliz)有耶穌基督在最後的晚餐所持用的
聖杯， 據傳是第 3 世紀時被帶到西班牙，並在 15 世紀時由亞拉岡王室呈獻大教堂。

第 19 天 馬德里台北
今日整理行裝前往機場，告別歐洲搭機返台。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第 20 天 台北
由於時差關係於今日返抵國門，結束永難忘懷的西、葡之深度旅遊。
＊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 旅途中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一律不供餐)。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
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
公司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