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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旅遊－- UNESCO'S HERITAGE & NATIONAL PARK~

2016 西班牙魅力小鎮▪直布羅陀半島▪安道爾 22 日
＜超越百國＞西班牙【深度之旅】、安道爾。
＜行程特色＞
 體驗藝術〜普拉多美術館畢、畢卡索美術館、米羅美術館、達利戲劇博物館。
 拉提曼地區著名之唐吉珂德幻想小說的異教徒〜白色風車村，孤絕屹立在山崗上的風車山。
 卡達克斯〜其獨特古色古香之風俗山城，栩栩如生如畫作。
 鬥牛聖地隆達〜橋上眺望太加斯河谷懸崖峭壁的壯闊景緻，此城天險絕賞，恍若置身夢境。
 阿卡薩城堡〜又稱西班牙塞哥維亞城堡，是座造型獨特的石砌城堡，是白雪公主童話城堡的建築
原型。
※※世界 40 個最不可思議的秘密景點：西班牙最美的古鎮，非一般旅行團安排之景點
 長城保衛下的一座美麗的古老宮殿〜阿爾巴拉辛紅石山城。







被遺忘的城市〜特魯埃爾 Teruel，以華麗驚人的穆德哈爾式建築著稱。
弗裡西裡亞那〜是令人驚喜的摩爾式村莊白色山城。
特列貝雷斯〜西班牙海拔最高的村莊，驚喜著絕美的山城配搭著險峻的峽谷，及摩爾式白屋。
有特殊自然地形的白色小鎮〜聖特尼爾，居民依著崖壁而建，近看時房子像是嵌進山裡。
細細品味達利藝術世界〜菲格列斯，是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 Salvador Dali 的家鄉。
卡達克斯小鎮〜有著彷如瘋狂藝術家達利的白色屋。

＜UNESCO W.H.＞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UNESCO W.H -文化)：阿爾巴拉辛 Albarracin：處於山城、處處古蹟、處處美景。
 (UNESCO W.H -文化)：特魯埃爾 Toruel：擁有伊斯蘭穆迪哈爾風格的建築，被稱為「穆迪哈爾
之城」。
 (UNESCO W.H -文化)：瓦倫西亞絲綢交易廳。
 (UNESCO W.H -文化)：天才建築家高第的代表作：奎爾公園、巴特婁之家、米拉之家。
 (UNESCO W.H -文化)：TAJO 河圍繞的古城─托雷多，城中還保存著中古世紀之古城風情。
 (UNESCO W.H -文化)：亞維拉〜11 世紀古城牆。
 (UNESCO W.H -文化)：格拉那達之伊斯蘭藝術的 ALHAMBRA 城
 (UNESCO W.H -文化)：安塔路露西亞首府-塞維亞〜大教堂及伊斯蘭文化風格的 ALCAZAR 宮
殿。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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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航班為參考航班，以最後說明會資料為準。
01. 臺北杜拜
航班：EK367 TPE/DXB 2320/0415+1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伊比利半島西班牙之首都馬德里。夜宿機上。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02. 杜拜馬德里→106km 塞哥維亞 Segovia→67km 阿維拉 Avila
航班： EK141 DXB/MAD 0740/1330
抵達馬德里後，專車前往參觀古城－塞哥維亞(UNESCO W.H -文化 1985)，矗立於街角的【古羅馬水
道橋 Aqueduct of Segovia】，長長的水道宛如將過去與現在連結一起，是座造型獨特的石砌城堡【★
阿卡薩城堡】，裡儘管卡斯提爾已不再、白雪公主從此與白馬王子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古堡、山
城、教堂，面對此佳景，當自覺何謂『美麗人生』。隨後，前往拜訪 11 世紀古城—阿維拉。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烤豬 Meson De Candido
＜攝影重點＞塞哥維亞之阿卡薩城堡的山下景觀，城堡猷如軍鑑。
03. 阿維拉→112km 莎拉曼卡 Salamanga→213km 馬德里 Madrid
上午造訪 11 世紀古城—阿維拉(UNESCO W.H -文化 1985)，漫步於★城牆，是由 8 個城門與 88 座堅
固渾實城垛圍繞的雄偉的城牆，令人驚歎不已。★阿維拉大教堂 Cathedral of Avila (10:00~17:00)，此
城同時也是天主教聖人德雷莎的出生地，自古慕名朝聖者紛踏而來。您可於有名的制高景點〜四支柱，
與名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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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大學城〜莎拉曼卡(UNESCO W.H -文化 1988)，是歐洲著名的文化古都，整個城市充滿了美麗典
雅的古建築，是西班牙最古老、歐洲第三老的大學，此城人文薈粹、古意盎然。下午將安排參觀舊教
堂、大學中庭，羅馬橋、學術廣場、馬幼廣場、貝殼之屋等。別忘了要問導遊『WHERE IS THE FROG？』
，
小小青蛙到底藏著甚麼玄機呢？Mayor 廣場是西班牙最古老及最美麗的廣場之一，吸引了許多觀光客
及學生。隨後，抵達馬德里。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自助式晚餐
＜攝影重點＞阿維拉城牆光影。貝殼之屋的牆上光影。
04. 馬德里 Madrid→56km 托雷多
早餐後參觀世界著名★普拉多美術館(9:20~20:00)，來一趟藝術的巡禮，其中西班牙聞名於世的名畫
家哥雅及委拉斯蓋茲等著名畫作，令您永生難忘。並參觀西班牙廣場上著名的文豪塞萬提斯及其筆下
的夢幻騎士唐吉軻德及忠僕商丘之雕像，於哥倫布廣場上緬懷當年十五世紀西班牙海權極盛時期的光
輝、西貝流斯廣場、太陽門廣場、馬德里熊抱樹市標、西班牙零公里標界。下午，前往基督教、回教
和猶太教文化的大熔爐—托雷多，欣賞保存極完好的托雷多古城(UNESCO W.H -文化 1986)，位於太
加斯河畔之山丘上，方形的舊皇宮有如城堡般位於城區的最高處，城中還維持中古世紀之古城風情，
五百年來少有改變，步行於舊城區內，彷彿置身一座露天博物館，參觀★托雷多大教堂 Cathedral，
其特殊建築及各種稀世珍寶。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攝影重點＞托雷多城堡之黃昏全景。
05. 托雷多→64km 白色風車村→300km 阿爾巴拉辛
早餐後，前往拉提曼地區，有著名之唐吉珂德幻想小說的異教徒--白色風車村 (Lexus 汽車廣告拍攝
地)，其孤絕屹立在山崗上的風車山，已超過 400 年的歷史。隨後，前往西班牙最美小鎮〜阿爾巴拉
辛，座落於歷史悠久，及古老守衛城牆保護著山城小鎮〜阿爾巴拉辛，小鎮上家家戶戶的視窗望去，
盡是山水、城堡、教堂、小鎮，構成世間最和諧的一副畫。欣賞★阿爾巴拉辛城堡、古老守衛城牆、
特色古藥房、處處是古老的民舍。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攝影重點＞白色風車之牆壁上光影和紅配綠狗臭屁之農田景觀。托雷多城堡之黃昏全景。
06. 阿爾巴拉辛→38km 特魯埃爾→170km 瓦倫西亞
早餐後，前往阿拉貢自治區特魯埃爾省的省會〜特魯埃爾(UNESCO W.H -文化)。於 13-14 世紀時，
從穆斯林手中奪回特魯埃爾後，所有建築融入了漂亮的穆德哈爾裝飾，如塔面裝飾上綠色和白色的柱
狀、八角星狀、盤狀陶藝，搭配上紅磚，透過光影折射產生的奇特美感建築，欣賞城塔、大教堂塔、
聖馬丁塔 San Martin、薩爾瓦多塔 Salvador，★聖彼得教堂 San Pedro，淒美愛情故事的★情人墓（The
Lovers of Teruel），及綴滿金黃星星的交織型拱頂與華美的彩繪玻璃，小牛噴水池為主的公牛廣場
Torico、廣場附近 14 世紀的迷人地下儲水庫、大街小巷牆上用的繪畫磁磚路牌、文藝復興時期的美
麗水道橋。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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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瓦倫西亞
稱為瓦倫西亞科學與藝術城，瓦倫西亞在拉丁語義為「強壯」、「活力」的意思，位於東部沿岸地區，
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是港口和工業城市。是瓦倫西亞自治區和瓦倫西亞省的首府。首先造訪
★(UNESCO W.H -文化 1996)瓦倫西亞絲綢交易廳：建於西元 1482 年〜1533 年間，原用於絲綢貿易，
並因此得名為絲綢交易廳，是哥德式晚期的建築傑作，是地中海地區主要商業城市權力和財富的象徵。
★國立陶瓷博物館（Mueso Nacional de Cerámica），是馬爾克斯宮改建，洛可哥精緻風格立面，展現
出昔日的奢華感，其內每間房間美輪美奐，並收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陶瓷品。★大教堂 Catedral 和米
格雷特塔 Torre del Miguelete，建於 1262 年，融合巴羅克、歌德、羅馬風等建築風格，最受矚目者為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使用的聖餐杯 Holy Grail。五棟建築大師巨作：I-MAX 立體電影院、水族館、歌劇
院、杜利亞河床步道公園、應用科學館。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08. 瓦倫西亞 Valencia→490km 格拉納達「安達魯西亞與陽光海岸」
早餐後，前往西班牙最末期的回教王朝—格拉那達，抵達後，下午，參觀極具藝術價值，被形容為「人
間樂園」之★(UNESCO W.H -文化 1984)阿爾罕布拉宮(8:30~20:00)城堡區及宮殿區、查理五世宮殿、
「天堂花園」之格內那利菲皇庭花園，宮內精巧的設計，綴以華麗的雕飾，庭園之內的噴泉水池、修
剪整齊的花草，體現大食帝國的繁華宮殿及庭園建築的特殊風格，堪稱為精華代表作。您該來親自體
驗一次「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高速公路餐廳
晚餐：旅館主廚餐
＜攝影重點＞阿爾罕布拉宮城堡區及格內那利菲皇庭花園。
09. 格拉納達→100km 特列貝雷斯→110km 弗裡西裡亞那→92km 米哈斯
特列貝雷斯〜西班牙海拔最高的村莊，是絕美的山城配搭著險峻的峽穀，及摩爾式白屋，皆令人驚喜。
特列貝雷斯意為三個區，因此山城依著山勢而建，分為上、中、下三區，並品嚐著名的風乾火腿。下
午造訪弗裡西裡亞那〜是令人驚喜的摩爾式白色山城，與藍天相襯下有著潔白美感的景觀，走入小鎮
是內襯白色房屋和狹窄的陡峭鵝卵石街道迷宮，及隱藏於街道上的小商店、酒吧、餐館，摩爾式白色
山城的特色是被粉刷豐富色彩的屋舍、窗臺、陽台、吊籃、白牆、植物、豔麗的陶器，讓小村莊變的
非常迷人，最後佇足於白色的聖安東尼教堂 San Antonio。隨後，前往座落於太陽海岸平緩山丘上的
華麗又帶著古樸「白色鄉鎮」米哈斯。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攝影重點＞弗裡西裡亞那〜驚喜的摩爾式白色山城、特列貝雷斯〜是絕美的山城配搭著險峻的峽
谷。
10. 米哈斯→100km 直布羅陀半島→113km 隆達
早餐後，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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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攝影師的最愛─聖
塞巴斯堤安大道，而聖母壇、百花巷，更是絕無僅有的景觀。之後，前往英國海外屬地之一的的直布
羅陀島，半島分為東西兩部份，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岸，填海土地約佔島總面積十分之一。首先搭纜車
來到★上層岩石，站在海拔 430 公尺高處往下看，彷如站在世界頂端，歐洲就在你腳下，放眼望去，
地中海和大西洋各在你左右兩側，並參觀大搶佔隧道和★麥可洞穴—天然形成巨大禮堂的洞穴和教堂。
早餐後前往鬥牛的發源地〜隆達。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當地風味
＜攝影重點＞直布羅陀半島之全景。米哈斯之聖塞巴斯堤安大道和家家戶戶窗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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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隆達→17km 聖特尼爾→185km 哥多華
早餐後，欣賞隆達的奇特景觀，此城建築在太加斯峽穀的懸崖峭壁上，四周被深谷、斷崖與絕壁環繞，
形成美麗的奇特風光，而聳立於山谷間的新橋斷崖是隆達最有名的一座橋。隨後，前往有特殊自然地
形的白色小鎮聖特尼爾，特雷荷河穿過小鎮，沿岸居民多數依著崖壁而建，近看時房子像是嵌進山裡，
從高處看往下看，又像是房子支撐著山。漫步於小鎮上最具代表性的二條街道一向陽岩洞大街及向陰
岩洞大街。隨後，前往陽光明媚的安達魯西亞的回教古都－哥多華。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攝影重點＞隆達之建築與懸崖峭壁之景觀、特殊自然地形的白色小鎮聖特尼爾。
12. 哥多華→142km 塞維亞
上午古都哥多華的市區觀光，古羅馬橋：依然與河水相伴，挺立於人世間達 2000 年之久，千餘年前，
位於瓜達基維爾河灣處的哥多華，曾是伊斯蘭文化在歐洲大地上的璀璨明珠，今日猶存的★大清真寺
(10:00~18:00) (UNESCO W.H -文化 1984)。另猶太區的小巷弄裡，仍依稀可窺見往日之興盛繁華，白
牆紅瓦，窗臺上吊滿盆花的舊城區裡，散發出獨特的安達魯西亞小鎮風光，走在曲折小弄堂，看著吊
掛在陽臺上或鐵窗上五顏六色的小花，這是猶太區特有的風格，小花小草、小酒館、還有擺設可愛優
雅的咖啡屋，皆讓您流連忘返。爾後再驅車往東南行去，前往西班牙安塔露西亞首府—塞維亞。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 西式料理
＜攝影重點＞哥多華大清真寺內的百列柱和光影。
13. 塞維亞
全日市區觀光，先參觀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維亞大教堂(11:00~17:00)(UNESCO W.H -文化 1987) (世
界第三，僅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倫敦聖保羅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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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造
訪頗具伊斯蘭文化風格的 ALCAZAR 宮殿(UNESCO W.H -文化 1987)、瑪麗亞露意莎公園、黃金塔、
最富有回教色彩聖十字猶太區。晚上欣賞佛朗明哥舞蹈表演(吉普賽詠嘆曲)。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攝影重點＞慢速快門處理下的佛朗明哥舞蹈。
14. 塞維亞畢爾包→295km 盧爾德 VY2509 SVQ/BIO 1150/1310 (1H20M)
早餐後，搭機前往畢爾包，抵達後，參觀★古根漢現代美術館(10:00~20:00)是由普利茲建築獎得主–
法蘭克•蓋斯所設計的獨特的美術館，主建築物由鈦金屬薄板所覆蓋，流暢舒適的空間與搭配合宜的
光線，盡情欣賞藝術的饗宴!下午拜訪中世紀街道※聖提亞納，此城被列入國家保護區，中世紀貴族
宅第林立及教堂。隨後，專車至盧爾德，是法國西南部上庇裡牛斯省的市鎮，也是全法國最大的天主
教朝聖地，據說在 1858 年有個叫貝娜黛特的女孩在城附近波河旁的山洞中看到聖母瑪利亞顯靈 18
次，從此小鎮成了天主教世界最著名的朝聖之地。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攝影重點＞古根漢現代美術館。
15. 盧爾德→295km 安道爾(安道爾公國)
早餐後，前往安道爾公國，位於庇里牛斯山東部，境內皆是山地，平均海拔有 1996 公尺，最高點是
科梅佩特羅薩，海拔達 2,946 公尺。於上山的沿途可欣賞到美麗的山景與渡假區，慢步首都：老安道
爾市區，全年開放的室內水上樂園(家樂蒂亞休閒中心)溫泉游泳池、欣賞著首都西北的拉瑪沙娜山區
沿途小村莊。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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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道爾→185km 菲格列斯
今日將細細品味達利藝術世界〜菲格列斯，是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 Salvador Dali 的家鄉，造訪★達利
戲劇博物館，1974 年，老劇場改建為美術館，從展館到展出作品，大部分是達利漚心斯瀝血之作，
他共花了 13 年參與建館，這座美術館之後一躍成為西班牙僅次於普拉多、最受歡迎的美術館。特殊
風格的建築，像一個巨型的超現實主義物品，傳達著藝術家獨特的想法與性格。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17. 菲格列斯→37km 卡達克斯→73km 吉羅納
卡達克斯：是巴塞隆納人最愛的渡假小鎮，藍色的地中海岸邊佈滿著白色的矮房子，陽光照耀下彷彿
是一顆顆點綴在山腳邊的珍珠。瘋狂藝術家達利故居博物館，是他和老婆渡假的地方，港口邊塑立著
達利的銅像。漫步於小鎮上白色屋舍的石板路，會驚異的發現有趣的小屋子，皆是表達"我家的白色
屋和別人家不一樣"。隨後，專車至西班牙美麗中世紀古城〜吉羅納，被河水環繞且充滿古意的中世
紀古城，河面映入眼裡的是鵝卵石街道，古老的昏黃街燈，許多的古色古香商店，好似穿越了時空隧
道。而紅色艾菲爾鐵橋是由居斯塔夫．艾菲爾所建，盡收河岸兩旁五顏六色的彩虹房子。漫步於最迷
人的老城牆，更能體會此中世紀古城、大教堂、歐洲保存最完整的猶太人社區遺址。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18. 吉羅納→100km 巴塞隆納
早餐後，觀光於伊比利半島之加泰隆尼亞省，人文藝術薈萃之城〜巴塞隆納，此地曾為 1992 年奧運
會舉辦地，亦是孕育藝術家的故鄉。參觀巴塞隆納的舉世聞名的市標，天才建築家高第動工 126 年，
至今仍未完成的★聖家族教堂 (9:00~18:00)，從教堂的出生面可以一窺高第的建築奇才，並參觀他獨
具匠心所設計的★奎爾公園 (10:00~18:00) (UNESCO W.H -文化 1984)，特殊的設計及色彩繽紛的瓷磚，
賦予建築無限的生命力及創新的想像空間，堪稱世界奇景，及前往參觀以聖喬治屠龍為故事背景且耀
眼炫目外觀的◎巴特婁之家、以奇特武士煙囪為造型的★米拉之家 (9:00~20:00) (UNESCO W.H - 文
化 1984)，更是新現代主義之建築極品。當然不能錯過位於蘭布拉斯大道上的聖約瑟市場，是當地市
民不能或缺的糧食所在，琳瑯滿目的蔬果海鮮，讓您嘆為觀止。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四隻貓餐廳
晚餐：西式料理
＜攝影重點＞高第建築狂想曲-奎爾公園、聖家族教堂、米拉之家。
19. 巴塞隆納
今日造訪：★畢卡索美術館、★米羅美術館、★米拉勒之門，米拉勒社區是高第的好朋友所擁有，邀
請高第設計圍繞社區的圍牆和大門，設計 36 段的圍牆，如今只剩正門和附近的圍牆還留著，波浪狀
的粗石圍牆，由陶磁、磁磚、灰泥所組成，從中補捉高第的巧思。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20. 巴塞隆納
前往★參觀於 1929 年為博覽會所建的西班牙村，體會豐富而多彩的西班牙民族文化傳統，古色古香
的西班牙建築。★奎爾紡織村及教堂，高第僅完成奎爾村小教堂的地下室，高第實踐了利用吊砂袋的
線繩，來計算每一個拱的呈重量，以及利用其鏡子反射來安排柱子的位置、傾斜度等，在聖家堂裡也
運用到此技術，此村是紡織工廠及工人之居所，也是西班牙至今留存建築與村鎮計劃最完整的古跡之
一。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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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巴塞隆納杜拜
航班：EK186 BCN/DXB 1530/0035+1
早餐後，前往觀光蒙塞拉特山修道院：位於奇特山景之修道院、搭乘※纜車欣賞聖赫魯尼慕展望台欣
賞美景、並參觀著名的蒙塞拉特山修道院之黑瑪利亞像。隨後，前往機場。
早餐：旅館西式
午餐：XXX
晚餐：XXX
＜攝影重點＞奇岩怪石林立，風景優美之蒙塞拉特山修道院。
22. 杜拜臺北
航班：EK366 DXB/TPE 0405/1650
下午抵返國門，結束多采多姿的西班牙魅力小鎮之旅。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1.
2.
3.
4.

護照正本。
身份証影本。
訂金：NTD 50,000。
截止報名日期：出發日 30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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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電話：02-2500-0585
行者無疆旅行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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