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西班牙法國三大名城 13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1：台北 / 香港 /馬德里 

  2：馬德里 (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建議：普拉多美術館) 

  3：馬德里 (托雷多古城之旅) 

  4：馬德里 (塞哥維亞水道橋之旅) 

  5：馬德里------火車---巴塞隆納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6：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奎爾公園 下午：市區觀光) 

  7：巴塞隆納 (市區觀光) 

  8：巴塞隆納 / 飛機 1735/1925 / 巴黎 

  09：巴黎 (上午羅浮宮之旅 + 下午自由活動) 

  10：巴黎 (上午凡爾賽宮之旅 + 下午自由活動)  

  11：巴黎 (聖米歇爾山當地一日旅遊團) 

  12：巴黎 / 香港 / 台北(全日觀光 / 晚班機) 

  13：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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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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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隆納 / 巴黎單程經濟艙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3：表列旅館 12 晚 ( 2 人 1 室 / 含早餐) 

4：巴塞隆納聖家堂門票預訂+奎爾公園門票 

5：馬德里至塞哥維亞水道橋來回巴士票(一開立不可退票) 

6：馬德里至托雷多來回二等艙火車票(一開立不可退票) 

7 ：馬德里至巴塞隆納標準艙車票(一開立不可退票)  

8：馬德里機場專車接機 + 巴塞隆納機場專車送機 + 巴黎機場—旅館來回專車接送機 

9：羅浮宮門票 + 凡爾賽宮門票 + 塞納河遊船船票  

10 : 聖米歇爾山當地一日遊(英文)旅遊團 

11 : 巴黎鐵塔浪漫晚餐 

12 : 歐洲 WIFI 吃到飽 + 歐洲電話隨意打 + 旅遊諮詢管家服務 

13：500 萬+10 萬意外醫療險  

14：操作手冊+參考資料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4 天) 
 

第一天台北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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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西班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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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建議：普拉多美術館) 

班機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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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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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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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可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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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

馬德里成為了今日西班牙乃至歐洲的歷史名城。 

 

第三天  馬德里 (托雷多古城之旅) 

托雷多大教堂 Catedral de Toledo 

參觀時間:10:00~18:00 

票價: 約 € 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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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時間: 夏季 10:00~18:45 

票價: 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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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馬德里 (塞哥維亞水道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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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馬德里---火車---巴塞隆納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上午搭 AVE 快速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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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可前

往加泰隆尼亞廣場散步及參觀音樂廳。 

 

第六天  巴塞隆納 (上午：聖家堂  下午：奎爾公園+高地博物館) 

聖家堂 

今日上午前往建築奇才高地的輝煌之作聖家堂，這是高第窮極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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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奎爾公園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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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的七大

作品中以奎爾公園 Park Güell 最廣受大家的喜愛，因為它活潑有

趣的設計，宛如一個夢幻童話世界，帶給人歡樂，不過它原本的

規劃是打像像英國一樣的高級住宅區，不過後來開發不順利，只

完成兩棟建築跟公共設施主體。 

也是高第最具盛名的設計之一。奎爾公園裡面最有名的地標，莫過於馬塞克風格的蠑螈了。

馬賽克的風格顯出蠑螈身上的鱗片感覺，上面一顆顆的突起物讓整隻蠑螈看起來更有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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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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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C%8A%E6%AF%94%E5%88%A9%E4%BA%9A%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D%97%E9%A9%AC


 

感，這些都是高第在設計上的巧思。 

高地博物館 Gaudi’s work & life  

隨後參觀高地博物館，高第博物館由同樣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的維森斯之家（Casa Vicens）改造，是 1883 年由當時年僅

31 歲的高第受瓷磚工廠大亨 Manuel Vicens i Montaner 委託建

造的家屋，而這也是這位天才建築師的第一幢作品，更被視為

新藝術運動首個範例。維森斯之家設計因而擁有不受限城市規

劃的發揮空間，裡外大量運用彩色磚頭、瓷磚及鋼鐵材質，充

分展現出該建築靈感受到「西班牙在地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Hispano-Arabic）」影響，當然

也加入了高第創新的元素。而此特殊的設計於現今人口、建築密度極高的恩典區更是獨樹一

格，對後世的影響同時也是始料未及。 

 

第七天  巴塞隆納 (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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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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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8%89%BA%E6%9C%AF/26883


 

第八天  巴塞隆納 / 飛機 1735 /1925 /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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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巴黎 (上午羅浮宮之旅 + 下午自由活動) 

一早打起精神準備前往羅浮宮。羅浮宮是當今世上最具代表

性的博物館，八百年來，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地，與時俱

進的豐富收藏以及不斷擴建重修的豪華建築，讓世人難以忽

略這座文明和藝術的王城！參觀羅浮宮後，沿著塞納河旁，

聖母院就在西堤島上，再從新橋走到藝術橋。晚上您可搭船

暢遊塞納河，欣賞一下巴黎不同的夜間浪漫風情。 

 

 

 

 



 

第十天  巴黎 (上午凡爾賽宮之旅 + 下午自由活動)    晚上九點 58 餐廳 

今日上午建議前往凡爾賽宮參觀，凡爾賽宮乃是法王路

易十四所建造的全歐洲最壯觀的園林宮殿，也是到巴黎

的遊客不可錯過的景點，除參觀皇宮內部，您更不容錯

過其美麗的後花園。手上是否有一串的購物清單仍未達

成任務呢？下午您可在巴黎最有名的歌劇院購物區好

好血拼一翻，提醒您可別忘記在法國同一家商店同一天

購買超過 175 歐元，便可辦理退稅喔 

 

 

第十一天  巴黎 (聖米歇爾山當地一日旅遊團) 

今早前往法國最著名、最神秘的景點—聖米歇爾山，探索諾曼地海岸邊童話般的島嶼。聖

米歇爾山是歐洲最有名的天主教朝聖地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地。地處在孤獨的島上，與

法國的陸地隔絕，地形尤其奇特，因此不但有世界各地的教徒慕名前來朝聖。古時候應該是

陸地的一部分，因為海水上漲淹沒了周遭的山谷和森林，變成了現在的一個小島，後來法國

建了一條馬路從陸地上直接通到小島。還有可別錯過當地傳統的蛋餅 Omelette 噢。 

 

第十二天  巴黎 / 香港 / 台北(全日觀光 / 晚班機) 

今早，可搭地鐵前往參觀新凱旋門，新凱旋門位於巴黎拉德

芳斯區，是座仿凱旋門形式的新拱門，乃為了紀念法國大革

命二百週年而建，於 1984 年起建，1989 年完成，同年的新興

工業國元首會議亦即在其最高樓舉行。高 110 公尺，寬 106

公尺的中空巨大立方體拱門，拱門內部是三十五層的大樓，

是凱旋門的二倍大。新凱旋門頂層設有畫廊、會議中心…等

等，還可遠眺整個巴黎，如果您有興趣，膠囊造型透明玻璃

的電梯可將您直接送至頂層上頭喔。下午您可前往巴黎北邊的蒙馬特區、聖心堂，感受到浪

漫的巴黎藝術風情。隨後返回旅館將有專車接您前往機場搭機，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

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經香港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十三天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西班牙、法國風景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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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