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西班牙 18 天深度之旅】 

 
本行程每日概要： 
1：台北 / 轉機 / 巴塞隆納 

2：巴塞隆納 (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3：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奎爾公園 下午：市區觀光) 

4：巴塞隆納 (全日市區觀光)(建議：米拉之家 + 巴特婁之家 + 蘭布拉斯大道)  

5：巴塞隆納 (市區觀光) 

6：巴塞隆納 / 馬拉加 (海港)  

7：馬拉加---巴士---格拉那達  

8：格拉那達 (阿爾罕布拉宮 + 阿爾拜辛區) 

9：格拉那達---火車---隆達 (上午火車) 

10：隆達---巴士---塞維亞  (上午觀光 / 下午巴士)  

11：塞維亞 (全日市區觀光-建議：西班牙廣場 + 塞維亞皇宮 + 大教堂之旅) 

12：塞維亞---快速火車---哥多華  (上午火車 / 下午市區觀光) 

13：哥多華---快速火車---馬德里 (上午火車 / 下午市區觀光- 太陽門廣場) 

14：馬德里 (托雷多之旅-火車) 

15：馬德里 (水道橋之旅-巴士) 

16：馬德里 (市區觀光 建議：普拉多美術館 + 馬德里皇宮之旅) 

17：馬德里 / 轉機 / 台北 

18：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每人報價: 1055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9 項 
1：台北歐洲來回國泰航空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2：四星級旅館 15 晚 (2 人 1 室 / 含早餐) 

3：巴塞隆納 / 馬拉加單程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4：西班牙任選國鐵 4 日券團體 2 等艙+ 必要訂位 

5：隆達至塞維亞巴士票 +水道橋之旅來回票 + 馬拉加至格拉那達巴士票 

6：聖家堂門票預訂(含登塔門票) +奎爾公園門票+阿爾罕布拉宮一般門票(一開立不可退票) 

7：巴塞隆納機場單程接機+ 馬德里單程送機 

8：500 萬+10 萬意外醫療險 

9：操作手冊+參考資料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8 天) 
 

第一天 台北 / 香港 / 巴塞隆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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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以及巴塞隆納省省

會，位於伊比利半島的東北面，瀕臨地中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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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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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隆納 (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上午抵達巴塞隆納。可前往加泰隆尼亞參觀音樂廳、奎爾宮

及蘭布拉大道。加泰隆尼亞音樂廳由多米尼格於 1908 年建造

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精緻典雅的音樂廳之一，其瑰麗的色

彩，充滿象徵意義的裝飾，使得這座音樂廳具有神奇而溫馨

的特色。至今仍在使用中。下午可前往蘭布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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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奎爾公園 下午：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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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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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巴塞隆納 (全日市區觀光)(建議：米拉之家 + 巴特婁之家 ) 

今日參觀位於格拉西亞大道上景點。 

格拉西亞大道（Passeig de Gràcia）是巴塞隆納主要大道，位於擴展區（Eixample）的中部，

南起加泰羅尼亞廣場，北到大格拉西亞街（Carrer Gran de Gràcia）。格拉西亞大道也是該市重

要的購物區也是目前是西班牙最昂貴的街道。。格拉西亞大道擁有巴賽隆納一些最著名的建

築，例如米拉之家（Casa Milà）、以及包括阿馬特耶之家（Casa Amatller）和巴特婁之家（Casa 

Batlló）在內的“不和諧街區（Illa de la Discò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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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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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特婁之家的內部設計也秉承了高地一貫的作風，沒有直

線和棱角，全是柔和的波浪形、曲線，一扇門、一個門把

手、一張座椅，曲線迎合人的身體線條，各處體現著的小

細節給人無限的感歎。從底層經由高地特別為巴特略之家

設計的高雅木制樓梯才能達到第二樓層的大廳。樓梯扶手

的裝飾格外精緻，金屬製成的薄片彩帶環繞著一個橙色玻

璃制的球體。 

 

阿馬特耶之家 

位於巴特婁之家一旁的阿馬特耶之家，屬於新哥特式風格，是由現代派建築的第二代代表人

物卡達法爾契所建。 

這幢開闊氣派的白色房子在大門的裝飾上採用了彩色的馬賽克，在莊嚴古樸的氣氛中增添了

幾許亮色。建築裝飾風格受中世紀風格影響，相當纖細典雅，尤以牆面上的淺浮雕著稱。其

人字形屋頂也非常有特色。 注意： 私人宅邸，內部不對外開放。 

 

第五天 巴塞隆納 (舊城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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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隆納主教座堂是天主教巴賽隆納總教區的主教座

堂，實際上是由康諾恩荷斯之家、德卡之家和依亞拉迪亞

卡之家這三個中世紀教堂組成。 

大主教堂始建于巴賽隆納最鼎盛時期的 13—15 世紀。從開

始修建到完工共耗費了 150 年的時間，環繞鵝井(Fuente de 

las Ocas)的回廊完成於 1450 年。而且在隨後的漫長歲月裏

又經過了無數次的加工，新哥特式的立面修建於 19 世紀。

因此教堂的各部分呈現出不同的建築風格。 

 

巴塞羅納的畢卡索博物館是一間建於 15 世紀的優美宅邸，

它有著幽靜的庭院、華麗的牆壁和窗櫺。博物館裏面主要

收藏畢卡索在巴塞羅納和巴黎早期的作品，包括素描、版

畫、陶藝品、油畫等作品。其中《侍女》在一連串的視覺

創作作品中最為有趣。畢卡索（1881~1973 年）是西班牙偉

大的現代派畫家，也是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現代藝術大師

之一。他在繪畫藝術上的成就為西班牙帶來了巨大的世界

聲譽。 

第六天 巴塞隆納 / 馬拉加 (海港)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後，搭車前往機場，搭機前往馬拉加。 

海濱城市馬拉加是安達盧西亞大區的第二大都市，也是西

班牙畫壇奇才畢卡索的故鄉。馬拉加因其熱情洋溢的碧海

藍天和溫暖的地中海氣候而飽受歐美度假遊客的青睞，堪

稱太陽海岸的門戶。 

作為昔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馬拉加有著數千年的歷史，

它最初是由腓尼基人創建，後來又依次被古羅馬人和伊斯

蘭教所統治，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古城。儘管如今的馬拉加殘存的歷史遺跡已經不多，許多繁

華地段都已被鱗次櫛比的現代大樓佔據。但在阿卡薩堡等大型古代建築中，遊人依然可以窺

見昔日伊斯蘭教統治時期的文化烙印。 

吉布拉法羅城堡 

建於十四世紀，用於容納軍隊以保護馬拉加城堡。

如今它是馬拉加最受歡迎的名勝古跡之一。站在它

的城牆上可以看到美麗撩人的馬拉加全景，另外還

可以進入它的文化中心去瞭解下它的歷史。它曾是

伊比利亞半島最堅固的城堡，具有兩層城牆和八座

塔樓。外層城牆與防禦空地連在一起，牆壁排成鋸

齒形，將這座城堡與 Alcazaba（馬拉加城堡）相連。內層城牆圍住整個城堡，可以讓我們環

繞著城堡而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5%E5%8A%A0%E7%B4%A2/1599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8%89%BA%E6%9C%AF/26883


 

馬拉加海灘 

馬拉加海灘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被嵌於城市之

中，這意味著所提供的服務和便利都近在咫尺。馬拉加

的海灘總長 14 公里，各個海灘之間完美相連，並為您

提供各項優質服務。城市的喧囂被美麗的海濱大道隔離

在外，這使得海灘成為了一片安靜的綠洲、一個真正和

平的避風港。 

 

 

 

第七天 馬拉加---下午巴士---格拉那達  

馬拉加是畢卡索的出生地，也是立體派藝術的起源

地。 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由腓尼基人建

造於 8 世紀。 當然，馬拉加也是藝術之都，這裡

有許多玻璃和水晶藝品、經典老車、現代藝術的展

覽，當然也有畢卡索作品展。如果你是一名藝術愛

好者，那一定不要錯過畢卡索博物館，在這裡可以

欣賞到畢卡索眾多著名的早期作品。沿著有香蕉樹

和美麗噴泉的 Paseo del Parque 漫步前行，就可以

抵達古城區，在這裡你可以去西班牙小酒館好好喝上一杯。馬拉加的景區集中在靠近港口的

老城區。最著名的城堡、古羅馬劇院和大教堂等都位於舊時的猶太區，彼此相距不遠，靠步

行即可遊覽。如果時間充裕，還可以沿著城堡下的沿海林蔭道散步到港口，那裡有馬拉加最

引以為傲的陽光沙灘。 

 

第八天 格拉那達 (阿爾罕布拉宮 + 赫內拉利費宮) 

觀光格拉納達市旅客不容錯過的活動。您會被壯觀

的藝術深深吸引，宮內迷人又精細的房間、地方的

不朽歷史地位、伊斯蘭藝術那異常、仔細的魅力、

還有它不可小看的建築美感。 

 

將此行轉化為包含大量知識與歷史的非凡體驗。這

趟 3 小時阿爾罕布拉宮中，會有一位官方導遊同行

為您服務。這些屬於格拉納達文化遺產的專業解說

員，帶您走過「紅宮」的每一個角落。假如您對這個美麗的古蹟有任何疑問，他們也會樂意

為您解答。 

您可以遊逛 Alcazaba 堡壘，這裡曾經是阿爾罕布拉建築群的軍事區和宮中最古老的部分。

您會參觀納塞瑞斯皇宮，組成部分包括梅蘇亞爾宮、科馬列斯皇宮和獅子宮殿。最後您會遊

逛赫內拉利費宮花園，這是位於阿爾罕布拉宮東面的蘇丹夏宮，被廣大的花園包圍著，裡面

滿是不同種類的植物，是一個美麗的伊斯蘭景緻。 

 



 

 

第九天 格拉那達---火車---隆達 (上午火車) 

隆達(Ronda)位於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馬拉加以西約 100

公里，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兩座懸崖小鎮之一，被賜與過無數

種名稱「建在雲端的城市」、「懸崖邊的白色小鎮」、」全世

界最適合私奔的地方」等等，同時這裡也是西班牙鬥牛士的

故鄉，因此它匯集了那些最讓人心動的詞彙：漂亮、神秘，

峭拔、浪漫、刺激、狂熱.....。隆達很小，基本靠走路就可以

遊覽整個小鎮。小鎮分為兩個部分，由著名的新橋將新城和

舊城相連。除了新橋，隆達鬥牛場也是小鎮最為人熟知的景點。 

 

 

第十天 隆達---巴士---塞維亞  (上午觀光 / 下午巴士)  

今日上午繼續悠閒的漫步在這美麗的山城小鎮，隆達建在河谷

兩側的懸崖峭壁之上，一棟棟白色的房屋在藍天白雲的襯托

下，訴說著它不凡的過去。隆達，也是西班牙鬥牛的發源地，

有西班牙歷史最悠久的鬥牛場及博物館，小城安寧、質樸，仿

佛是從周圍的山崖之中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下午搭車前往塞

維亞。 

 

第十一天 塞維亞 (全日市區觀光-建議：西班牙廣場 + 塞維亞皇宮 + 塞維亞主教座堂) 

西班牙廣場 Plaza de España 

是西班牙塞維亞最容易確認的建築物，西班牙摩爾復興

建築的縮影。塞維亞在 1929 年主辦了西美展覽，為此在

瑪利亞路易莎公園的邊緣興建目前的西班牙廣場，舉行

西班牙的工業和技術展覽。 該廣場是一個巨大的半圓

形，連續不斷的建築環繞著廣場邊緣，可通過有許多美

麗橋樑的護城河到達。廣場中心是一個大噴泉 

 

塞維亞王宮 (權力遊戲拍攝場景) Royal Alcázar of Seville 

多恩的領主所在的流水花園，就是在西班牙著名城市塞

維亞的王宮拍攝的。 流水花園是多恩統治者的私人住

所，是一座由噴泉和花園構成的宮殿。這處建築承載了

不少馬泰爾家族的重要劇情。在“紅毒蛇”奧伯倫親王

死亡後，艾拉莉亞決心帶著沙蛇姐妹向蘭尼斯特家族復

仇，而詹姆為了營救亞蓮恩公主與波隆踏入此地，並與

沙蛇姐妹和馬泰爾士兵交戰。此地是西班牙塞維亞的一

座王宮。最初這裡是一座摩爾人的堡壘。阿爾卡薩爾來源於阿拉伯語 صر ق al-qasr，意為宮 ,ال

殿。穆瓦希德王朝最早在此處興建了宮殿。塞維亞王宮是穆迪札爾風格建築留存的最佳實例



 

之一。此後君主們又加以增建。塞維亞王宮的上層目前仍是王室在塞維亞的正式駐地，由國

家遺產管理。 

 

 

塞維利亞大教堂 Catedral de Sevilla 

是與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和倫敦聖保羅大教堂齊名

的世界三大教堂之一，教堂的所在地原是一座塞維利

亞大清真寺，後被改建為哥特式風格的天主教堂，歷

經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完成。  

教堂共有三扇大門，而正門為王子之門，在正門前有

一個女神的青銅雕像，手裡拿著風向標。進入昏暗的

教堂內部，內部非常的大，它由五座哥特式殿堂組

成，其中包括王室座堂、主禮拜堂、大教堂博物館等，而殿堂之間以交叉寬廣的迴廊相連著。

漫步在教堂內，你會被它的繁複、華麗和精緻所震撼。  

 

 

第十二天 塞維亞---快速火車---哥多華  (上午火車 / 下午市區觀光) 

哥多華景點大部分都很集中，主要是以清真寺為中

心，步行就能收集完觀光客必訪之處。百花巷、清

真寺、凱旋柱、羅馬橋、卡拉奧拉塔、基督教君主

城堡是最主要的哥多華景點，百花巷附近是猶太人

街太區，小巷弄中也非常有異國風情。走馬看花的

話，大概一個白天就能逛完所有景點。 

 

清真寺主教堂 Mezquita Catedral 

作為世界遺產的科爾多瓦清真寺最早建於八世紀，對於西班牙的穆斯林來說，科爾多瓦是僅

次於麥加和耶路撒冷的朝聖之地。穆斯林佔領 科爾多瓦後將當時哥特風格的天主教會改成了

清真寺，之後的基督教徒重新奪回科爾多瓦，又重新改建了清真寺。這座摩爾建築和西班牙

建築的混合風格無聲地向人類訴說著那一段段風雨飄搖的歷史。 

 

科爾多瓦王宮 Alcazar de los Reyes Cristianos (Alcazar of Cordoba) 

位於科爾多瓦的是一座中世紀城堡，這裡是曾經改寫歷

史的西班牙雙王的主要住處之一。後來于 1810 年成為

拿破崙的駐軍軍營，1821 年，城堡又成為了一所監獄。

這所經歷了無數風霜的城堡在上世紀 50 年代被作為旅

遊景點供人參觀。此城堡由阿方索十一世建於 1328

年，是一個穆迪迦式皇宮，附帶精緻的花園。15 世紀，

天主教君主在這裡修建了自己的宮殿並且發動了征服

格拉納達的戰爭。1483 年，布阿布迪被監禁在這裡，

而且在將近 300 年的時間裡，阿爾卡薩爾宮都被當作宗教判決的基地。 



 

 

科爾多瓦古羅馬橋 Puente Romano de Córdoba 

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古羅馬橋最初建於 1 世紀，在 13 世紀

到 19 世紀又 有不同程度的修建，大橋以巨石建築，有

16 個橋孔。夕陽下古羅馬橋是科爾多瓦最美麗的景色之

一，站在橋的南端，對岸的清真寺和古樸的大橋相映生

輝。 

 

百花巷位於清真寺附近的猶太區，是科爾多瓦非常典型的安靜小巷。與安

達盧西亞其他地區不同的是，科爾多瓦是一個滿城花香的城市，小城的每

個人都懂花、愛花、種花。這一點在百花巷中就能看出來，在這狹窄、曲

折的小巷中牆上掛著花，窗臺擺著花，連路上都彌漫著花香。建議愛花愛

美的旅行者們一定不要錯過百花巷， 每年五月科爾多瓦庭院節舉辦期

間，這裡的部分庭院會被主人用鮮花裝飾，免費開放參觀。 

 

 

卡拉奥拉塔 Torre de la Calahorra 

是一座 14 世紀的寶塔，裡面有個古怪的加羅蒂博物館（Roger 

Garaudy Museum，又稱安達盧斯博物館），展示了科爾多瓦的伊斯

蘭文明。 

 

 

第十三天 哥多華---快速火車---馬德里 (上午火車 / 下午市區觀光- 太陽門廣場) 

今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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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天 馬德里 (托雷多之旅-火車) 

托雷多大教堂是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是西班牙的天主

教核心。主教座堂 Primada Cathedral : 西班牙境內具有崇

高地位的主教座堂，外觀是哥德式風格。最引人注目的

三個圓拱型大門，看資料是受到巴黎聖母院的啟發，有

非常精美的雕刻。仔細想想，還真的跟巴黎聖母院的大

門有相似之處。正面有兩個高塔，左邊比較高的是哥德

式的鐘樓，右邊的是文藝復興式風格的圓頂塔。教堂內

部似乎是展示許多寶物與藝術品，當然還有華麗的主牆與祭壇等。聖若望皇家修道院 



 

Monasterio de San Juan de los Reyes，走到小鎮的另一頭，有聖胡安皇家修道院，記得要參觀

它，在教堂中有美麗的中庭!!聖若望皇家修道院是由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亞女

王伊莎貝拉一世興建於 1477 年，慶祝在 1476 年戰勝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五世的軍隊。記得要

參觀它，在教堂中有美麗的中庭!! 

 

第十五天 馬德里 (水道橋之旅-巴士) 

馬德里 (塞哥維亞一日遊) 

塞哥維亞的名稱，有勝利之城的涵義。老城區雄踞在一個狹長

的山岩上，有大量名勝古蹟，包括主教座堂、古羅馬水道橋、

塞哥維亞城堡，和眾多的羅曼式風格的教堂, 如聖埃斯特班教

堂、聖馬丁教堂、聖米蘭教堂。最著名莫過於塞哥維亞水道橋

遺跡。這座水道橋不僅是伊比利亞半島上最雄偉，也是保存最

好的古羅馬遺蹟之外。並與舊城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由羅馬人修建的高架水道橋已成為

城市的象徵，而城內的阿爾卡薩爾城堡是個建築群中的瑰寶。 

 

第十六天 馬德里 (市區觀光 建議：普拉多美術館 + 馬德里皇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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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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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天 馬德里 / 香港 / 台北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馬德里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

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十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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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3%A5%E7%BB%B4%E4%BA%9A%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3%A5%E7%BB%B4%E4%BA%9A%E8%BE%93%E6%B0%B4%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3%A5%E7%BB%B4%E4%BA%9A%E5%9F%8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1%93%E6%A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1%93%E6%A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AF%94%E5%88%A9%E4%BA%9A%E5%8D%8A%E5%B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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