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決定是否參加用餐、景點或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但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遊及司機小費共7 歐元。景
點票價僅供參考，票價以官方景點現場為准。進城遊覽稅、住宿稅等必需徵收，請按價交現金給導遊，否則旅客不得乘巴士進城遊覽，大小同價; The optional price list functio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your 
expenses during your trip. All prices shown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ubject to the current price on spot. Customers can decide to purchase excursion tickets or meal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posed 
excursion program is not mandatory. However, each person must pay the tour guide and driver a gratuity of € 7 per day. Tourist tax, accommodation tax, must also be collected. Please pay these expenses in cash to the tour guide. Otherwise, 
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bus to the city for 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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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出發︐可選英文導遊 English-speaking tour guide is 
available for tour departs SAT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14 April - 5 Oct）

(可根据客人情况安排收费接机/接酒店/团前住宿 Pick-up from airport or hotel and pre-accommo-
dation can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guests' circumstances)早上起程前往遊覽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比利斯噴泉(Tbilisi Fountain)、米約廣場(Plaza Mayor)、西班牙廣場(Piazza Di Spagna)、西班牙大
皇宮(Royal Palace of Madrid,自費)等景點名勝，皇宮是西班牙王室鼎盛時之建築，金碧輝煌且美輪美
奐，呈現出昔日帝國神聖的餘暉；而代表著西班牙中心點的「零公里」是一塊不大不小的小正方形磁磚
，就安放在太陽門的行人道上。而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商店林立，遍佈百貨公司，是選購西班牙
特色皮革產品、服飾及各種紀念品的好去處；下午告別馬德里前往蕯拉戈莎。抵達後直往聖柱廣場
(Cathedral-Basilica of Our Lady of the Pillar), 廣場上聖柱聖母聖殿主教堂, 為巴洛克風格, 建於1681
年至1872年間, 它供奉聖柱聖母, 被教宗稱之為「西班牙人民的母親」, 被譽為歷史上第一座聖母院; 廣場
上餐廳咖啡廳林立, 團友可於此自由享用晚餐。住宿：薩拉戈莎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Zaragoza 
or city nearby

早上起程前往葡萄牙首府里斯本，預計下午首先抵達歐洲的天涯海角「大石角(Cape of the Roca)」，
此地位處歐洲大陸最西端，團友除了感受茫茫大西洋的浩瀚氣勢外，還可購買紀念證書，證明曾經踏足
歐洲西端盡頭，極具紀念價值。遊畢轉赴里斯本遊覽市內名勝貝倫古塔(Belem Tower)、象徵葡萄牙為
昔日開啟航海時代的先驅及對發現新大陸的熱情的航海家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Discoveries)、之後

黃缐「南歐熱情」• 消費指南 YELLOW LINE – OPTIONALS LIST

早上起程前往西班牙著名海岸城市巴塞隆拿，抵步後遊覽熱情迷人的巴塞隆拿，景點包括 : 哥倫布紀念
塔(Barcelona Columbus Monument)及藍布拉斯大道(Las Ramblas)，繼往巴塞隆拿最有代表性的聖家
教堂(Sagrada Família Church,自費)參觀，此教堂乃有「建築詩人」之稱的建築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
隨後遊覽魯營球場(Camp Nou)外觀拍照留念及購買紀念品。遊畢轉赴蒙朱伊克山丘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場(Olympic Stadium)參觀，1992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曾在此舉行，從山丘上更可俯瞰市區全景。餘下時
間到繁華熱鬧的加泰隆尼廣場(Plaza Catalunya)自由活動，晚餐後返回酒店。住宿：巴塞隆拿或鄰近城
市Overnight stay in Barcelona or city nearby（旺季期間聖家教堂由於管制人流及排隊人群眾多，建議
自行在網上預訂門票https://sagradafamilia.org/en/home/預訂參觀時間：下午14:00-14:30之間）

早上起程前往馬德里，下午途經杜麗多古城遊覽，在太加斯河(Tagus River)及堅固的城牆圍繞下，杜麗
多記錄了西班牙的歷史與文化，西班牙全盛時期皆建都於此，漫步在這古蹟密佈的城市，俯瞰亞卡沙爾
城堡，參觀結構宏偉的大教堂(Cathedral)，完全感受西班牙昔日的繁華；遊罷朝馬德里方向進發，約於
晚上八時許抵達馬德里。住宿︰馬德里或鄰近城市Optional: if post-hotel is chosen, overnight stay in 
Madrid or city nearby(可付费送往机场或酒店 Transfer to airport or hotel at your own 
expense(Pre-book only))

Day 7【每週五/週一】里斯本Lisbon→杜麗多Toledo→馬德里Madrid（675公里）

早上起程沿海岸線前往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華倫西亞，歷史上華倫西亞一直充當西班牙通往地中海的門户
，是商業、文化的集中地；華倫西亞四射的光芒，吸引阿拉伯人頻繁進出，為華倫西亞注入文化交流及
經貿改革的刺激，也令華倫西亞享有其他城市不曾擁有的繁榮及光彩。今日的華倫西亞雖已退卻光環，
但仍是商貿展覽會舉辦的重要城市，此處全年有各種展覽會舉行。抵步後遊覽舊市內的市政廣場
(Municipal Square)、古城門(Old City Gate)及華倫西亞大教堂(Valencia Cathedral)，教堂入口的三座
大門，就透露了大教堂歷經滄桑，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翼禮拜堂所收藏的瑪瑙杯，這個杯子傳說正是
耶穌最後晚餐所使用的聖杯。遊畢，朝白色海岸海灘渡假城市亞利坎提進發。住宿：亞利坎提或鄰近城
市Overnight stay in Alicante or city nearby

Day 3【每週一/週四】巴塞隆拿Barcelona→華倫西亞Valencia→亞利坎提Alicante（525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安達魯西亞省高原上的名城格拉那達，這是座歷史名城，曾先後被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統
治過，更是阿拉伯摩爾皇朝在伊比利亞半島統治800 年之最後據點，十五世紀費南廸國王成功將阿拉伯
人驅逐，完成統西班牙大業，留下了多種文明和文化的遺跡，抵步後，於摩爾人在「黃金時代」所遺留
下之產物「阿爾罕布拉宮Alhambra Palace of Granada,自費」（又稱紅宮）外拍照留念。繼而前往格拉
那達市中心及舊城區遊覽，精緻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美得令人讚賞。住宿：格拉那達或鄰近
城市Overnight stay in Granada or city nearby

Day 4【每週二/週五】 亞利坎提Alicante→格拉那達Granada（485公里）

Day 1【每週六/週二】馬德里Madrid→薩拉戈莎Zaragoza（320公里）

Day 2【每週日/週三】薩拉戈莎Zaragoza→巴塞隆拿Barcelona（30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安達魯西亞地區的靈魂城市塞維爾，此城曾是回教皇朝的首都、安達魯西亞文化的守護天
使、佛朗明哥舞蹈的發源地，又是作家筆下小說《卡門》故事的發生地及西班牙的第四大城市。抵步後
遊覽建於十六世紀的大教堂(Cathedral)，堂內皇室專用禮拜堂，安葬著中世紀多個國王的陵寢；在主禮
祭壇旁是哥倫布的陵墓(Tomb of Christopher Columbus)，為表揚這位偉大航海家發現新大陸的功勞；
遊罷造訪曾經是回教宮殿及西班牙王朝的宮殿之一的阿卡薩城堡(Alcazar Castle)，此宮殿於1987年被聯
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座建築經歷回教及天主教王朝，前後的巧妙配搭形成世上 最複雜及美麗建築
之一，隨後漫步聖十字區(Santa Croce)、黄金塔(黄金塔 Gold Tower)及瑪利亞路易莎公園(Mary Luis 
Park)，此處是 1992年世界博覽會所在地，西班牙廣場精雕細琢的瓷畫細說昔日西班牙的歷史及風采。
（自費節目：在情況及時間許可下，導遊將會改動行程，加插自費節目前往太陽海岸白色山城-米哈斯遊
覽。）住宿︰塞維爾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Seville or city nearby

Day 5【每週三/週六】格拉那達Granada→塞維爾Seville（240公里）

Day 6【每週四/週日】塞維爾Seville→里斯本Lisbon（460公里）

西班牙 > 葡萄牙 Spain > Portugal

129 *團費: $ (       )每人每天的團費
含車/住宿/導遊

團費按天算,玩幾天,算幾天,可全程參團,亦可部分參團,
更可轉綫 Fixed day price, tours can be combined 
or jointly joined

前往傑若尼莫修道院(Jerónimos Monast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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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罷送往里馬露茜廣場(Shopping District)及龐布廣場一帶自由活動，團友若有興趣可於百年老
餅店品嚐正宗葡式蛋撻。住宿︰里斯本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Lisbon or city nearby 

景點票價
Entrance fee

額外自費節目
Optionals

特色餐
Optional Dinner

自費項目OPTIONALS（團上支付）

10

17

65

20

25

25

25

西班牙大皇宮（不含官方導遊講解）
The Royal Palace of Madrid（Without Guide）

聖家教堂SagradaFamília Church 

佛蘭明高舞蹈+晚餐+接送 
Flamenco Dance + Dinner + Transfer

太陽海岸白色山城–米哈斯Excursion to Mijas

龍達（Ronda) 西班牙著名懸崖小鎮，鬥牛士聖地，藝術家
文學家靈感之源，海明威鍾愛小鎮Hemingway’s beloved 
town – Ronda 

米哈斯西班牙晚餐Mijas Spanish Dinner

里斯本葡國餐Lisbon Local Dinner

價格 (€)

費用說明 Fee

每人團費 Tour Fee per person
(雙人房 twin share)

129/天*7天=903

85/晚*6晚=510

68

170

115/天*7天=805
11岁以下小童不佔床
Children without bed

單人房差Single Supplement
（每人每晚 per person per night）

額外接送機服務:Extra transfer services
(每人每程,2人起,per personper way,min.2pax)

額外參團前後住宿Pre and post hotel
（双人房/晚 Twin share room per night）

團費包括
TOUR FEE INCLUDE

團費不包括
DOES NOT INCLUDE

澳币AUD

小費（7歐元/人/天）
Compulsory tipping:€7

per person per day

旅游车Coach、导游Tour Guide、

三、四星級酒店或以上,含歐陸式早餐
3-4star hotel with continental breakfast

午餐及晚餐 Lunch or dinner

城市税City tax

景點門券 Entrances, any op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