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西班牙會議 10 天之旅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馬德里 
02 馬德里 
03 馬德里 
04 馬德里-- AVE 火車---瓦倫西亞  
05 瓦倫西亞(Melia Valencia 開會) 
06 瓦倫西亞--- AVE 火車---巴塞隆納  
07 巴塞隆納 
08 巴塞隆納 
09 巴塞隆納 /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10 台北 
 
報價 : 兩人成行 --- 每人 NTD83,5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0 項 
01 台北 / 西班牙來回荷蘭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馬德里專車接機至旅館  

04 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門票  

05 馬德里---瓦倫西亞 AVE 火車二等艙  

06 瓦倫西亞---巴塞隆納 AVE 火車二等艙  

07 巴塞隆納聖家堂 + 奎爾公園門票  

08 巴塞隆納佛朗明哥舞蹈晚宴(西班牙小吃菜單 + 飲料) 

09 巴塞隆納旅館專車送機  

10 伍佰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第一天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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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豪華客機，前往西班

牙首都及最大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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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馬德里 

班機於今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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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前往馬德里皇宮及主廣場參觀

帝王之都壯麗華美的遺跡和藝術，使它成為了今日西班牙乃至

歐洲的歷史名城。建議今日早點返回旅館休息，消除長途飛行

的疲憊。 

 

第三天    馬德里 

今日繼續暢遊馬德里：您可前往普拉多美術館，來趟藝術之旅。位於

馬德里的普拉多美術館，不僅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美術館，馬

德里 Museo del Prado 普拉多美術館是世界三大美術館之

一，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齊名。館中以豐富而完

整西班牙繪畫收藏而自豪。多達三萬餘件的館藏品中，就有

三分之一是屬於西班牙畫派的作品。傍晚可前往馬德里的中

心點，太陽門廣場。16 世紀時由國王菲力浦二世所設的「零

公里」磚就鋪在太陽門的人行道上。地鐵 Sol 站出來就是太陽門廣場。從太陽門廣場有 6 條

大道放射狀延伸到市區，這裡政府機構聚集，還是一個大型的血拚天堂。 

 

第四天   馬德里---AVE---瓦倫西亞 

推薦一個坐擁馬德里高空絕佳視野的好地方，馬德

里藝術協會(Círculo de Bellas Artes)。可購票上頂樓 

盡情享受馬德里市區高樓景觀，站在高處看著密密

麻麻而充滿線條的屋頂。一樓還有充滿古典藝術氛

圍 Café del Círculo de Bellas Artes 美術咖啡館，大

型水晶燈垂墜於挑高大廳的中央，高聳的樑柱、西

式彩繪天花板搭配帶了點現代風格牆壁塗鴉、深褐

http://you.ctrip.com/place/madrid378.html#ctm_ref=gs_290510_67672561_378_l
http://you.ctrip.com/sight/madrid378/52272.html#ctm_ref=gs_290510_67672561_378_sii52272_2_l


 

色木質門窗與桌椅、歷史悠久的雕像與創意畫作，華麗空間內帶了古典與現代碰撞的趣味。

來杯咖啡吧!!享受來到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能夠在美術館喝杯咖啡再怎麼說都是個難得而美

好的經驗。下午搭乘 AVE 火車前往科學與藝術之城，瓦倫西亞。 

 

第五天    瓦倫西亞(Melia Valencia)開會 

瓦倫西亞為西班牙繼馬德里、巴塞隆納後的第三大城，

終年超過 300 天的藍天陽光與綿延不絕的地中海白色

海灘，更為瓦倫西亞增添了許多的觀光吸引力。個廿一

世紀的未來城市。少雨空氣乾燥是他的特色，十五～十

七世紀時，曾是貿易的港口非常繁榮。這裡也是著名西

班牙海鮮飯的故鄉，是個歷史與文化的城市，已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它同時也是個廿一世紀的未來城市。 

藝術科學城落成於 2000 年的未來感建築群，出自當地知名建築師卡洛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 之手，成於 2000 年的未來感建築群，包含天文館、科學館、歌劇院、水族館及多功

能場館。 

 

第六天   瓦倫西亞 / 巴塞隆納  

上午前往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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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西亞大道 Passeig de Gracia 充滿精品店與名牌讓

你享受逛街購物的滿足和樂趣。傍晚自行搭車前往佛朗明

哥舞蹈晚宴。 

 

第七天  巴塞隆納  

今日上午前往建築奇才高地的輝煌之作聖家堂，這是高地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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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前往奎爾公園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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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高

地最具盛名的設計之一。米拉之家是高地設計的最後一個私人

住宅，常被稱為 La Pedrera(加泰羅尼亞語，意為「採石場」)。

三面波浪型的牆面，扭曲回繞的鐵條和鐵板構成的陽臺欄杆、

寬大的窗戶非常吸人眼球，1986 年，米拉之家被 Caixa de 



 

Catalunya 銀行買下，耗鉅資整修。現在的一樓是銀行的基金會舉辦展覽的場地。米拉之家的

六層、頂樓和屋頂陽臺對外開放，樓頂的煙囪十分特別，在陽臺上還可以俯瞰部分市區街道，

遙望聖家堂。 

今日建議您可到最富盛名的四隻貓餐廳，這家百年歷史的老餐廳是於上世紀初由崇尚自由的

波西米亞人與藝術家聚會場所，它的第一份 MENU 是由年輕的畢卡索所設計的，內部的陳設

與裝潢讓人回到巴塞隆納的黃金年代。 

 

第八天 巴塞隆納 (建議上午 OUTLET 之旅) 

今日上午建議您可來一趟 OUTLET 購物樂，La Roca 

Village 有相當多知名的大牌子，例如: Burberry, Versace, 

Samsonite, Tumi, Levis, La Creuset, Max Mara, Disel, 

Loccitane 等等。來到了 La Roca Village 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 information center報到，告知櫃檯你想要領取 10% off

的 VIP 卷，服務人員先行詢問了是否有在他們的官網填

寫會員資料，如果有填寫過的話，就可以馬上領取下面

這本白色的 VIP 卷，裡面有 10 張可以在任意商店所使用的九折券（但是如果已經是 Outlet

價又在打折過後的商品，就無法使用）如果沒有事先在官網填寫會員資料也沒有關係，當場

填上基本資料＆核對一下護照，照樣可以拿到這本 9 折 VIP 券！！ 

下午您可前往巴塞隆納西班牙民俗村 Poble Espanyol，位於蒙

翠山上的西班牙民俗村，是專門為 1929 年萬國博覽會而建造

的。目的是為了向世界展示西班牙的建築風格和手工藝術

品。這個風景如畫的村子是由 Xavier Nogué, Miquel Utrillo 和

Ramón Raventós 在研究了西班牙各地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

巴洛克風格的建築之後設計和建造的，集中展現了西班牙各

地傳統經典的代表性建築物 117 座。午後您可搭纜車前往蒙

特惠奇山，這座山丘是巴塞隆納市內海拔比較高的地方，可以俯瞰市景，參觀像米羅美術館、

加泰隆尼亞美術館等知名景點，可說是遊覽休閒一舉兩得。 

 

第九天  巴塞隆納 (舊城區觀光) ---阿姆斯特丹---台北 

海洋聖母聖殿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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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於 13 到 15 世紀，主要工程在 14 世紀

完成。環繞鵝井(Fuente de las Ocas)的迴廊完成於 1450 年。新哥德式的立面修建於 19 世紀。 

奎爾宮(Palau Guell) 建於 1886 至 1890 年間，在巴塞隆納最熱鬧的蘭布拉大道附近的狹小巷

弄間，是高迪專門為他的資助人設計的。從窄巷中很難看見宮殿高廣的全貌，奎爾宮的外表



 

並不顯眼，它的精髓在於富麗堂皇、精彩細緻、絢麗豪華的內部。在宮殿裡可以看到：有構

建性和裝飾性功能的拱門，蘑菇形狀的和雙曲線線條的柱頭，具有抽象裝飾物的煙囪。這座

建築在 1944 年被巴塞隆納參議院購買下來，1954 年改為

博物館，現在是該市的劇院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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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後，搭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十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西班牙之旅。趕緊回到溫暖

的小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