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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國際旅行社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號 15樓 B 室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Room B, 15F, No.44, Sec.2, Chung Shan N. Road, 

10448, Taipei, Taiwan 
Tel: 886.2.25673822  Fax: 886.2.25673820 

Email: info@t1tour.com.tw 

葡萄牙西班牙深度探索十七天 (7 晚五星)  
巴塞隆納三晚五星 + 馬德里二晚五星 + 里斯本二晚五星+隆達、哥多華、格拉那達住宿 

探訪畢卡索美術館與建築鬼才高第建築之旅(含奎爾公園、聖家堂、米拉之家門票)以及瘋狂藝術家達利美術館 

(阿聯酋航空〜里斯本進巴塞隆納出)一段西班牙高速列車 + 一段西班牙國內線  

四次米其林推薦餐、西班牙風味餐 TAPAS、百年餐廳風味料理、燉牛尾風味料理、 

佛朗明哥秀、四隻貓餐廳主廚精選、巴塞隆納海鮮飯、FADO 音樂晚宴 

《行程內容》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文化遺產的城鎮   ▼ 表示徒步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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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次 行 程、餐 食、住 宿   

1 

4/13 

六 

台北／杜拜／里斯本 
23:45 
 

台 北-杜 拜  EK 367    23:45/05:45+1  阿聯酋航空 
早：×     午：×     晚：機上     宿：機上   

2 

4/14 

  日 

機場／里斯本 Lisbon(一部曲) 
 杜 拜-里斯本  EK 191   07:25/12:35    阿聯酋航空 

出發前往市區 

下午遊覽▼貝倫塔及帆船造型▼航海發現紀念碑▼四月二十五號大橋及太加斯河兩岸旖

旎風光，之後並可前往▼傑若尼莫修道院，一窺十六世 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

之曼奴爾式建築外觀，而這同時也是最偉大航海家達伽瑪之安眠處，之後於百年老店品

嚐正宗★葡式蛋塔。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觀光，您一定不會錯過當地具有★百年歷史電

車， 當歐洲各大都市進行更新，以巴士取代電車作為大眾交通工具時，里斯本仍然保有

電車代步的傳統，許多遊客就愛上搭乘懷舊電車，並前往市中心觀光 

 
早：飯店內用       午：發餐費自理      晚：FADO 音樂晚宴+葡式辣子雞 
宿：5 ★Tivoli Avenida Liberdade Lisboa或同級 

3 

4/15 

一 

里斯本→30km 辛特拉 Sintra→18km 羅卡角 Cabo Da Roca→
42km里斯本(二部曲-自由活動) 
 上午專車前往英國詩人拜倫眼中的「地上伊甸園」辛特拉。參觀★佩納皇宮， 風光別緻的

山城▼辛特拉，山區擁有多座城堡宮殿，其中★辛特拉皇宮最具文史深度。 

下午專車前往有「世界的盡頭，海洋的起點」之稱的▼洛卡岬眺望大西洋之美景 

之後返回里斯本市區, 晚餐前自由活動 

 

早：飯店內用       午：海鮮燉飯      晚：米其林推薦料理 

宿：5 ★Tivoli Avenida Liberdade Lisboa或同級 

4 

4/16 

二 

里斯本→90km 歐比杜什 Obidos→140km 孔布拉 COIMBRA 

 ▼歐比多斯。這座極具視覺效果的城堡，中世紀時因伊莎貝拉非常喜歡，1282年葡萄牙國

王，便將此地封給即將成為皇后作為結婚禮物，此座小山城焉有－ 「婚姻之城」美稱。。 

 

下午前往孔布拉參觀★孔布拉大學，建於 1290 年，享有葡萄牙的牛津美名，是葡萄牙最古

老的大學。安排參觀以巴洛克式裝飾馳名的★瓊寧圖書館，最初為皇室的圖書館，所以除

了豐富的藏書以外，從天花板到木架牆壁裝潢都很值得駐足欣賞。校園內還有★聖米迦勒

教堂、▼書院等等。(如遇瓊寧圖書館及聖米迦勒教堂預約客滿，則改參觀前皇宮及代替)。 

 

早：飯店內用            午：地方特色料理          晚：中式料理 
宿：4 ★Quinta da Lagrimas Palace或同級 4 ★Vila Gale Coimbra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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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17 

三 

孔布拉→65km 阿維羅 AVIERO→145km 上杜羅河酒莊區→
118km 波多 Porto 
 上午前往身為葡萄牙靠海的新興城鎮阿維羅，盛產海鹽與海鮮，擁有「葡萄牙小威尼斯」

之稱。搭乘獨樹一幟的★彩色小木船 

之後前往★波特酒酒莊品酒 

抵達波多市區觀光著名重要代表建築▼波爾圖大教堂▼聖佛蘭西斯科教堂▼波爾圖音樂

廳以及《哈利•波特》場景緣自這裡的▼萊羅百年書店 

  

早：飯店內用         午：布拉斯式鱈魚料理           晚：飯店內用餐 
宿：4 ★Black Tulip或同級 4 ★Qualityinn Portus Cale或同級 

6 

4/18 

四 

波多→356KM 薩拉曼卡 Salamanca 

 前往 2002 年時被票選為『歐洲文化首都』-薩拉曼卡，最有名大學城。隨處可見羅馬、哥

德、巴洛克以及伊斯蘭風格的建築群，在西班牙藝術史上，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黃

金城巿』在璀璨文化藝術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擁有西班牙最浪漫的▼主廣場及一所世

界第二古老；成立於西元 1212 年的★莎拉曼卡大學。 

 

早：飯店內用         午：地方特色料理        晚：薩拉曼卡傳統燉飯  
住宿: 4 ★Artheus Carmelitas或同級 4 ★Gram Hotel Corona Sol或同級 

7 

4/19 

五 

薩拉曼卡→173KM 賽哥維亞 Segovia→65km 阿維拉 Avila 
 
 
 

上午前往☆塞哥維亞古城巡禮觀光由羅馬帝國統治伊比利半島所建的 ▼羅馬水道橋▼

鳥喙之家▼塞哥維亞大教堂▼阿爾卡札城堡 

下午前往阿維拉參觀▼四柱台☆千年古城牆☆阿維拉大教堂、聖維聖德教堂 

 
早：飯店內用     午：米其林推薦烤乳豬風味料理     晚:阿維拉地方料理 
宿：4 ★Palacio de los Velada或同級 

8 

4/20 

六 

阿維拉→108KM 馬德里 Madrid 
 
 
 

 上午前往馬德里市內▼觀光世界三大美術館之一的 ★普拉多美術館 
市區觀光 ▼哥倫布廣場▼西貝流斯廣場▼西班牙廣場 
接著▼聖米蓋爾市場 Mercado de Sun Miguel 自由活動 ▼太陽門廣場自由活動 

 
早：飯店內用     午：馬德里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西班牙風味餐 TAPAS 
宿：5 ★Westin Palace Madrid 或同級 

9 

4/21 

日 

馬德里→73KM 托雷多 Toledo→馬德里 

 出發前往曾經是西班牙首都的托雷多▼觀光 ☆★托雷多大教堂、★Santo Tome 聖多

美教堂 

下午回到馬德里參觀歐洲第三大的皇宮★西班牙王宮 
晚餐前自由活動 

 
早：飯店西式      午：托雷多地方特色料理       晚：百年餐廳風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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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5 ★Westin Palace Madrid 或同級 

10 

4/22 

一 

馬德里/高鐵/哥多華 Córdoba 
 早上前往馬德里車站搭乘★AVE 高速列車頭等艙往哥多華  AVE02100 10:00/11:43  

1H43m (暫定班車) 
午餐後參觀哥多華市區, 充滿混合回教, 猶太教和天主教的精彩建築藝術▼觀光 ☆古

羅馬橋、☆★Mezquita 回教清真寺、百花巷☆猶太人街區自由活動 

 
早：旅館西式      午：哥多華地方料理          晚：燉牛尾風味料理 
宿：4 ★Hesperia Cordoba 或同級 

11 

4/23 

二 

哥多華 Córdoba→200KM 格蘭納達 Granada 
 上午前往格拉那達，途經有機橄欖油故鄉巴恩那 Baena 稍作休息 

格拉那達此城為阿拉伯人統治伊比利半島 800 年之最後據點。追憶伊斯蘭光輝▼觀光 
☆★阿爾罕布拉宮、宮內★夏宮花園 
晚上參觀西班牙最著名的舞蹈★佛朗明哥秀 

 
早：飯店西式       午：格拉那達地方料理      晚：當地特色料理  
宿：4 ★NH Collection Granada Victoria或 Hesperia Granada同級 

12 

4/24 

三 

格蘭納達→160KM米哈斯Mijas白色小鎮→95KM隆達 Ronda 
 上午前往一個比希臘更希臘的白色迷情，一座由白牆瓦舍和各式各樣的門與窗櫺組成的

白色小城▼米哈斯。 
下午前往被深谷、斷崖絕壁環繞，風景如畫的隆達。舊市區本身就像是個上帝賜予的城

寨，同時也是近代西班牙鬥牛的發源地。城中還有一座現存西班牙最古老的鬥牛場﹙瑪

丹娜的名曲 TAKE A BOW 就是在此鬥牛場拍攝﹚。觀光▼鬥牛場、新橋 

 
早：飯店西式       午：自理(自由活動)       晚：酒店主廚精選料理 
宿：4 ★國營旅館 PARADOR DE RONDA 或同級 4 ★Hotel Catalonia Reina 
Victoria Ronda或同級 
(如因特殊情況無法入住，以其他城鎮國營旅館替代) 

13 

4/25 

四 

隆達→120k 塞維亞 Sevilla/國內班機/巴塞隆納  

 上午前往安達魯西亞首府, 也是 1992 年世界博覽會舉辦地-塞維亞，觀光▼大都會陽傘

Metropol Parasol、☆★塞維亞大教堂&吉拉達塔、聖十字街、西班牙廣場、瑪麗亞露

易莎公園(如遇教堂無法入內，將改去阿卡乍城堡參觀)。 
晚上搭乘國內班機前往巴塞隆納 
★西班牙國內線航空 VY2227  18:40/20:20  1h40m 
(暫定班機.如遇此班機客滿則改搭隔天上午班機前往巴塞隆納,巴塞隆納行程依狀況調

整) 

 
早：飯店西式           午：賽維亞特色料理           晚：中式料理  
宿：5 ★ NH Collection Barcelona Gran Hotel Calderón或同級 

http://www.nh-hotels.com/hotel/nh-collection-granada-victoria
http://www.nh-hotels.com/hotel/hesperia-granada
http://www.parador.es/es/parador-de-cordoba
http://www.hoteles-catalonia.com/en/our_hotels/europa/spain/andalucia/ronda/hotel_catalonia_reina_victoria/
http://www.hoteles-catalonia.com/en/our_hotels/europa/spain/andalucia/ronda/hotel_catalonia_reina_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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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26 

五 

巴塞隆納〜高第建築之旅(奎爾公園、聖家族教堂、米拉之家、

巴特婁之家)  

 這座擁有 1000 年以上歷史的城市-巴塞隆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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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副其實的藝術之都。 
上午▼觀光 ≪世界遺産≫☆★奎爾公園 

下午▼觀光 ≪世界遺産≫☆★聖家堂、☆★米拉之家、☆巴特婁之家 
午後格拉西亞大道 Passeig de Grasia 及蘭布拉徒步大道自由逛街購物，也可自由觀賞

加泰隆尼亞現在主義建築藝術。 

 
早：飯店西式        午：四隻貓餐廳        晚：自理(方便購物) 
宿：5 ★ NH Collection Barcelona Gran Hotel Calderón或同級 

15 

4/27 

六 

巴塞隆納→140k 菲格雷斯 Figueres 達利美術館→40k 吉隆納

Girona→100k 巴塞隆納 

 前往瘋狂藝術家達利的故鄉-菲格雷斯參觀★達利劇院美術館 
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耗盡 13 年，把費格拉斯的老劇場改建達利劇場美術館。大廳透明

網狀的穹頂是達利心中平行時空裡的世界中心，幾何圖形與奇異狂想創造出專屬他的現

代藝術聖殿 
下午前往浪漫中世紀古都，也是電影「香水」和影集「權力的遊戲」取景地▼吉隆納 Girona
城內自由活動 約 1hr30m 

 
早：飯店美式        午：菲格雷斯地方料理      晚：巴塞隆納米其林推薦料理 
宿：5 ★ NH Collection Barcelona Gran Hotel Calderón或同級 

16 

4/28 

  日 

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杜拜機場 /台北 TAIPEI 

 上午參觀著名 ★畢卡索美術館。爾後，告別時刻，收拾行囊，整理豐富美好的回憶，前

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巴塞隆納-杜拜     EK186  15:30/00:25+1     阿聯酋航空 (暫訂) 

 
早：飯店西式        午：機場用餐(發餐費)        晚：機上     
宿：機上 

17 

4/29 

一 

杜拜-台北 

 杜拜-台北     EK366  03:40/16:20     阿聯酋航空 (暫訂) 
抵達桃園機場，滿載葡西之旅精彩回憶，返回溫馨的家！ 

（行程內容領隊得視路況、天氣、突發狀況得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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