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 

精選『拉丁美食風味餐』嚴選西班牙各地餐廳享用當地風味，安排如下： 

※西班牙 TAPAS 風味+水酒 

※米其林推薦香烤乳豬風味 

※安塔魯西亞燉鴨風味 

※佛朗明哥劇場晚餐+桑格麗亞水果酒 

※地中海海鮮飯風味 

※巴塞隆納海港燒烤海鮮飯+水酒 

最佳拉丁美食、嚴選西班牙各地傳統美食，保證挑動您的味蕾！ 

☆☆塞哥維亞第一味～香烤乳豬風味 MESON DE CANDIDO 

西班牙流傳著一句民諺：「你活著是為了吃，而不是吃為了活著」。西班牙的美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

的。古城塞哥維亞最負盛名地料理－烤乳豬 Cochinillo asado（燒烤喝牛奶的乳豬）。烹調前把乳豬

浸在牛奶及香料中使之入味，再用藥草薰烤出生三週的小豬，其肉質極為鮮美又香脆柔嫩的口感。今

日特別安排 Meson de Candido 餐廳裡享用當地最是有名烤乳豬。(如遇客滿或休館將安排其他餐廳

敬請見諒 ) 

    

☆☆TAPAS 風味餐 

來吧！這就是西班牙人的享受人生：說起馬德里的小酒館，在 14 世紀在主廣場和維拉廣場之間就有

50 多家的酒館，在之後的兩百多年間數量更是增加到 800 多家，然而在 19 世紀初期時酒館逐漸轉型

為較為典雅，至今存留下的酒館僅餘百家。來這類受年輕人青睞的酒館最大的特色在於每家店的外觀

與室內都上有非常漂亮的瓷磚，尤其是內部的瓷磚皆繪有具西班牙特色的圖案，既古典又時髦。 

   

 

【安排欣賞佛朗明哥秀】 

熱情、活力、浪人悲歌～正統佛朗明哥 FLAMENGO 

★熱情、活力、浪人悲歌～正統佛朗明歌。Flamenco 不只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

源於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的藝術形式，包括歌曲、音樂和舞蹈。最初佛朗明哥只包括佛朗明哥



清唱，後來加上了佛朗明哥吉他的伴奏，有節奏地拍手或踢踏，和配以舞蹈。有時只有在吉他伴奏下

的佛朗明哥舞，但歌唱仍是佛朗明哥傳統的核心。近年來的伴奏樂器還包括卡宏（一種敲擊的木箱）

和舞娘手中的響板。欣賞最好的地方是其發源地西班牙南部的安達魯西亞，以格拉那達、塞維亞兩地

為佳。 

    

法國 

精選『法國特色餐』安排如下： 

※塞納河 La Marina de Paris 遊船上浪漫法式晚餐。 

※奧賽美術館法式饗宴 

1900 年因世界博覽會而興建起的建築，原是當做車站之用，沿著塞納河畔所興起的美麗的外觀、與對

岸的羅浮宮及協和廣場相互呼應。現今則是欣賞 19、20 世紀印象派畫作的好去處。古典主義的建築

風格，餐廳採用大片的透明玻璃，照亮餐廳中垂掛而下的水晶吊燈，洛可可式金碧輝煌的用餐氣氛。 

 

 

 



【貼心安排】 

(1)特別贈送每位貴賓全程租用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 

遊的專業解說，並輕鬆拍照，減低外界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注意事項 

1.我們特別贈送兩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

路分享器 ，需要額外支付 NT2500 元。 

2. 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3. 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 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4. 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5.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

也應避免觀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主動斷線

或限速，本公司將無法對此情形退費。 

6. 我們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4500 元。 

03/10（六）第一天 台北／巴黎 

相逢自是有緣！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長榮豪華客機直飛巴

黎。於空服員的照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住宿： 豪華客機      晚餐：送機晚餐及機上精緻套餐 

03/11（日）第二天 巴黎—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聖家堂)  



今晨抵達巴黎後續轉機前往西班牙。鬥牛士、佛朗明哥舞、海鮮飯、Tapas、橄欖樹、

迷人的地中海..是每個人對西班牙的第一印象。 

搭機前往西班牙藝術之城－巴塞隆納地中海式熱情的陽光與自由奔放的氣息。這個擁

有 1000 年以上歷史的城市，是加泰隆尼亞的中心。畢卡索、米羅、高第等大師都在這

裡嶄露頭角，是個名副其實的藝術之都。 

【巴塞隆納】 

有現代建築博物館之美譽，西班牙國寶級的建築大師—高迪的作品勾繪出巴塞隆納繽紛

的地平線。 

【聖家堂】原意是贖罪教堂，從 1882 年動工迄今，原設計藍圖為歌德式教堂，高第接

手後改以 20 世紀巴塞隆納當地「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修改，在高第的眾多建築瑰寶

中，聖家堂是最被世人矚目的一座，是唯一尚未完工便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物。 

【畢卡索美術館】現代抽象派繪畫珍藏。驚世的畫風，無論是『藍色時期』、『粉紅時期』

都能深刻觸動您我心中未曾發現的藝術靈感地帶！ 

住宿：HESPERIA TOWER 或 FAIRMONT REY JUAN CARLOS I 或同級 5 星飯店 

早餐：機上早餐   中餐：中西式自助餐 

晚餐：Marina Moncho'S 海鮮風味+水酒 

03/12（一）第三天 巴塞隆納(奎爾公園、巴特婁之家、米拉之家、感恩大道)-

月亮之堡-瓦倫西亞 

【奎爾公園】中有如蛋糕一般的夢幻小屋、希臘式的百柱，教人不由自主的再一次為建

築鬼才－高第的才能所懾服。 

感恩大道(Passeig de Gràcia)，是巴塞隆納最時髦的地方，連它地上鋪設的地磚也比巴

塞隆納其他街道漂亮。如今道路兩旁的精品名店和附設露天座位的餐廳，更讓它有著媲

美巴黎香榭大道的氛圍。感恩大道上欣賞近代西班牙高第建築大師之作如巴特婁之家

(CASA BATTLO)及米拉之家(CASA MILA)，充分發揮他的自然主義，由石頭砌成，完全

沒有直角設計。加泰隆尼亞廣場附近的百貨公司、街頭藝人、咖啡座林立，莎士比亞曾

說 過「聰明的慢慢來，走太快會跌倒」，建議您不妨悠閒地漫步於此，充分享受西班牙

午後的浪漫時光！ 

前往地中海黃金海岸上的城市—月亮之堡，自羅馬時代小鎮已是一個繁榮的港口城市，

深深的窄巷，兩旁民居雪白的牆壁、鑄鐵彎曲裝點的陽臺，被鮮花、綠色植被裝點得隆



重熱鬧，如懸起在半空中的植物園。 

住宿：AC HOTEL VALENCIA 或 BEST WESTERN ALBUFERA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中式合菜七菜一湯   晚餐：西班牙海鮮飯風味 

03/13（二）第四天 瓦倫西亞（絲綢交易中心、科學城（外觀））-450KM 瓜

迪斯(穴居人山洞群)-53km 格拉納達  

早餐後安排參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絲綢交易中心】，為哥德式建築的完美

表徵，每道細節都呈現創意與實用的結合，於 1986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接著前往參觀充滿未來感造型的【科學藝術城】，這座耗資近百億台幣的科學與藝術之

城，號稱是歐洲跨世紀最浩大的文化建設工程，以未來為主題的建築群，包括了四個部

份：藝術歌劇院、天文館、科學館，以及歐洲最大的水族館。 

餐後續懷抱探索尋奇的心情，前往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瓜地斯，此地是目前最大山

洞群集中地，連同附近區域，可供人居住山洞屋超過 2000 間。從市中心出發，沿著「古

恩巴聚落」指示牌，即可找到現代版的穴居人山洞群。眼前所及，可看見一支支白色煙

囪，然後變成一群群，彷彿生日蛋糕上的蠟燭插滿整個山頭。單是這個特大版的蛋糕景

象，就令人驚奇不已！稍後前往格拉納達。擁有世上最美麗的阿拉伯式宮殿，也是格拉

納達省首府，是歷史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住宿：MACIA REAL DE LA ALHAMBRA 或 GRAN HOTEL LUNA DE GRANADA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洞穴料理西式餐 晚餐：燉鴨風味西式料理 

 

03/14（三）第五天 格拉納達（阿爾罕布拉宮）－米哈斯 (百花巷、聖母壇、

憲法廣場、鬥牛場) 

【阿罕布拉皇宮】即「紅色城堡」、「紅宮」，建於蒼木蓊鬱的山巒之上，是摩爾人在「黃



金時代」所遺留下之產物，精緻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驚世之美令人讚賞；在

精雕細琢的皇宮中聳立著卡洛斯五世的文藝復興宮殿，緊挨著消逝的東方廢墟，宣告權

力與征服。【阿拉伯式宮廷花園】，如天堂中的花園，一年四季，青青、綠綠、紅紅、紫

紫，宛若眾神花園一般，風采永遠不褪！ 

 (備註：如遇滿阿爾罕布拉宮或宮廷花園客滿，則改安排參觀格拉納達皇室禮拜堂，敬請見諒。) 

陽光海岸上最秀麗的「白色山城」─米哈斯，白壁人家映著湛藍的天空，家家戶戶窗前

百花盛開，風景如畫，而聖母壇、百花巷，更是絕無僅有的景觀；您可在憲法廣場，購

買多樣化西班牙彩繪花盤、瓷具；及拜訪西班牙最享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之稱的

迷你鬥牛場。 

住宿：TRH 飯店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03/15（四）第六天 米哈斯—塞維亞（Metropol Parasol、塞維亞大主教
堂、希拉達塔、瑪莉露易莎公園、黃金塔、西班牙廣場） 

塞維亞的新地標大都會陽傘(Metropol Parasol)，於 2011 年建成，頂蓋屬於木造的蜂

巢式結構，編織如綿延成群的雲朵。傘下則是博物館、商場、餐館及觀景台。 

參觀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維亞大教堂】 (世界第三，僅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倫敦

聖保羅教堂，如遇周日大教堂舉行彌撒活動，無法對外開放，將改安排參觀 ALCAZAR

宮殿)，此教堂因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黃金時代，造就出不凡之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

對西班牙航海貢獻最大之哥倫布長眠於此，由後世景仰、延坡道上【希拉達塔】俯瞰市

街景觀，頗具伊斯蘭文化風格的 ALCAZAR 宮殿、瑪麗亞露意莎公園、黃金塔。1929

年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場就在西班牙廣場舉行，由 58 幅彩瓷壁畫縮影呈現的西班牙所有

城鎮，全環繞在這半弧形的巨大廣場上。(如遇宗教節日及週日彌撒日因而關門，則改安

排參觀塞維亞阿卡薩城堡。)  

【佛朗明哥舞】起源於安達魯西亞地方，融合了吉普賽民族的傳統舞蹈、安達魯西亞人

激烈的情感與哀愁、以及當地民謠「深沉之歌」而誕生的靈魂吶喊舞蹈，就是佛朗明哥！

我們今夜為您安排了於劇場裡享用安達魯西亞的地方風味，並欣賞正統的【佛朗明哥】

表演。 

住宿：Vertice Aljarafe 或 EXE GRAN HOTEL SOLUCAR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佛朗明哥劇場晚餐+桑格麗亞水果酒 



03/16（五）第七天 塞維亞- (500km)-托雷多(聖多美教堂、老城散策)-塞哥

維亞(千年水道橋、)-(72km)馬德里 

托雷多 Toledo 曾經是西班牙首都，自羅馬時期就是羅馬外省的行政和經濟中心，因而

獲得重視。雄壯宏偉的城門連著剛毅的城牆，透露毫不妥協的堅決。欣賞 SANTO TOME

教堂裡名畫家艾爾格雷考栩栩如生的絕世畫作—奧加茲伯爵葬禮、聖馬丁橋。 

沿著風景秀麗的瓜達拉馬山，拜訪中世紀古城—塞歌維亞，首先可與宛如白雪公主城堡

般的 ALCAZAR 城堡合影留念，抵達 2000 年前由羅馬人興建 的花崗岩水道橋，將可

感受到該城於昔日羅馬人統治時之繁榮盛景，續進城後沿著古意盎然的國王大道、建築、

主廣場、有「教堂貴婦」之稱的大教堂、鳥喙之家。晚餐特別安排【香脆可口的烤乳豬

風味餐】。古堡、山城、教堂..，面對此佳景，當自覺何謂『美麗人生』！ 

住宿：OCCIDENTAL MADRID ESTE 或 MELIA AVENIDA DE AMERICA 或同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羊肉西式料理   晚餐：米其林推薦香烤乳豬風味 

03/17（六）第八天 馬德里（西班牙皇宮、西班牙廣場、太陽門）-巴黎 

今日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我們帶您飽覽：參觀採巴洛克式古典主義設計的西班牙皇宮及

其東方廣場，而皇宮內的壁畫、水晶吊燈、時鐘均為珍貴飾品，洛可可華麗風格的炫爛

巧妙裝飾及擺設，都可讓您想像當時西班牙王室想要成為歐洲霸主的雄心氣魄，親身體

會西班牙海權強國時代的奢華氣派。午餐特別安排西班牙著名 TAPAS 風味餐。隨後於

西班牙廣場，仰望古今交錯的西班牙大樓及一代文學大師塞萬提斯雕像，續前往哥倫布

廣場、西貝流士噴泉。太陽門一覽「熊爬樹」之馬德里市徽名景，並瀏覽於各式各樣、

五花八門街頭櫥窗。搭乘晚班機前往巴黎。 

住宿：Mercure Paris CDG Airport & Convention 或 Mercure Paris Roissy Charles 

de Gaulle 或 Holiday Inn Paris -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或同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ＴＡＰＡ風味餐       晚餐：發放餐費 15 歐元 



03/18（日）第九天 巴黎市區觀光（奧塞美術館、杜樂麗花園、春天百貨、

塞納河船上晚餐） 

【奧賽美術館】依傍塞納河畔而建的奧賽美術館,是由棄置已久的奧賽火車站改建而成的。

保留了火車站昔日的風貌,將內部空間設計成好幾個展覽樓層,而中央挑高雄偉的構造亦

保持原狀。奧賽美術館是印象派作品的大本營,更是欣賞十九世紀繪畫的最佳去處。尤其

是大量的莫內、德加斯、雷諾瓦和塞尚等大師，另外也藏有許多馬內、米勒和梵谷等家

喻戶曉的畫家作品，數量與質量皆十分驚人。今日我們安排您在此享用法式料理，洛可

可式的金碧輝煌的內觀建築、精緻的雕刻、美麗的天頂濕壁畫，讓您在一同在用在同時，

一同享受這藝術與現在建築物融合結晶之美。 

【杜樂麗花園】蜿蜒的小徑漫步，沿途盡是鮮豔的水仙花和鳶尾花壇。欣賞出自羅丹和

麥約之手的雕塑作品。杜樂麗花園占地 69 英畝，可以在這個寧靜的花園中，伴隨著花

卉芬芳的迷人香氣，在此放鬆身心。此花園是在 1664 年由安德烈‧勒‧諾特所設計，坐

落在塞納河畔，最近一次翻修是在 1990 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漫

步在橡樹、榆樹和軟木櫟樹林蔭下，前往 Grand Carré，欣賞來自世界各地的繽紛花草

植物。橘子樹和朴樹圍繞著花園，鳶尾花、天竺葵和玫瑰則散布在錯綜複雜的花壇中。 

繼續尋找傳統羅馬式噴泉，和遍布在整個花園內的精緻雕像。欣賞義大利瑞士雕塑家阿

爾伯托·賈科梅蒂，和法國雕塑家奧古斯特·羅丹的作品。在公園中央的兩座大池塘邊，

可以欣賞到兩位大師的許多傑作。坐在長椅上盡情享受燦爛陽光，一邊聆聽噴泉悅耳的

潺潺水聲。 

【春天百貨】相較於老佛爺百貨，巴黎春天則是世界頂級的時尚品和零售業集團的牛耳。

春天百貨最早於 1865 年成立於巴黎，商場用春天來命名，象徵復興、清新和新理想的。 

【特別安排】 

金黃色的夕陽灑落塞納河，讓整條河流與河岸的景觀都閃閃發亮 ，而夜晚的塞納河璀

璨無比，令人心醉神迷！快登上環繞塞納河的水上餐廳 La Marina de Paris 的遊艇，

一邊發現巴黎最美麗的時刻，一邊享用美味的法式晚餐！遊覽名列世界遺產名錄的塞納

河畔沿岸，塞納河景色風情萬種，您可以以不同角度一探巴黎艾菲爾鐵塔、羅浮宮與聖

母大教堂的真實風貌。 

住宿：Mercure Paris CDG Airport & Convention 或 Mercure Paris Roissy Charles 

de Gaulle 或 Holiday Inn Paris -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或同級旅館  



PS.係因巴黎不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市區內飯店易滿，則改住往外圍的飯店，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奧賽美術館法式饗宴 晚餐：塞納河遊船上晚餐＋水酒 

03/19（一）第十天 巴黎／ 台北 
歡樂的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浮雲遊子的心依舊浪漫，卻難捨依依不捨之情。意猶

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飽滿的行囊中充實甜蜜的回憶取代了無

數的憧憬，凝視窗外的蒼穹，心底悄悄的自己說：我會再回來！夜宿機上  

住宿：豪華客機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03/20（二）第十一天 台北 

今日飛抵桃園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

好難忘的歐洲之旅。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接機中式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