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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哥維亞阿爾卡乍城堡   馬德里皇宮 
 
 
 
 
 
 
 
 
 

 
 
 
 
 
 
 
 
 

  哥多華清真寺   格拉那達阿罕布拉宮 
 
 
 
 
 
 
 
 
 

 
 
 
 
 
 
 
 
 

  塞維亞大教堂   塞維亞都市陽傘 
 
 
 
 
 
 
 
 
 

 
 
 
 
 
 
 
 

  達利戲劇博物館   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音樂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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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天  旅  遊 
私‧奔西班牙 12 日 

 
    西班牙位處庇里牛斯山以南、非洲以北，歷經不同民族和宗教的統治，天主教及伊斯

蘭教二大文明，使其融合出多元鮮豔的色彩。西班牙可謂是第一個日不落帝國，海權強國

時代積累的財富，轉化為無盡的藝術瑰寶，歷史文化的交萃使西班牙成為擁有第三多世界

遺產的國家。西班牙面積廣達 50 多萬平方公里，各地區自有獨特風情，景點豐富又有趣。

晴天秉持一貫精神，深入體驗當地風情，不僅欣賞歷史古蹟，更增加互動行程、探訪私房

景點，讓西班牙動了起來，一起感受西班牙豐盛的生命力。我們讓旅行，回到最初，享受

旅行。 
 
【行程特色】 

 行車時間最短  生命，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而不是漫漫行車上。採用雙點進出

航班，搭配時速可達 300 公里的 AVE 高速火車與內陸航班，節省拉車時間。專注

西班牙代表性城市，景點完整參觀，不浪費時間拉車到小景點，不為增加景點數

量而走馬看花，保留充足時間享受南歐風情。 
 舒適貼心的連宿與多樣化的住宿體驗  貼心安排馬德里五星飯店兩晚，巴塞隆納

市中心五星飯店三晚連宿，節省每日打包行李時間，悠閒享受旅遊樂趣。除舒適

的五星飯店外，特別安排西班牙最難訂的國營旅館（Parador），以及南部安達盧

西亞中庭特色飯店，體驗不同住宿環境與風格。 
 跟著我品嚐這城市的韻味，讓時間醞釀動人回憶  獨家探訪托雷多古城私房景點，

首都馬德里導覽近兩日，入住寂寞星球 2018 最佳旅遊城市第一名塞維亞，精華城

市停留最久，兩大城市更安排自由活動時間，滿足探索在地風情與購物的想望。 
 抵擋不了吉他熱情的招喚，一起來隻舞吧-佛朗明哥舞蹈雙體驗!  除了用眼欣賞西

班牙國粹佛朗明哥舞蹈，更安排現場示範與教學，行程不再只是單純觀光，讓我

們親自透過指間與腳尖的舞動，感受非物質文化遺產應有的力道與濃烈情感。 
 食指大動，西班牙經典料理烹飪課程  來西班牙不僅享受風味美食，更安排經典

料理烹飪課程，透過食材嗅聞西班牙風味，並親手料理出專屬自己的西班牙料理。

現場由專業廚師指導，讓我們的料理不 NG，讓行程留下難忘的回憶。 
 生活因藝術而豐盛，在巴賽隆納讓大師作品為我們人生提味  理解我們對於巴塞

隆納藝術的渴求與時尚精品購物的需求，特別安排市中心五星飯店連泊三晚。精

選加泰隆尼亞建築三傑大師之經典建築作品巡禮，更不能錯過立體派畢卡索美術

館與超現實主義的達利戲劇博物館。 
 餐食多元與道地，珍惜共饗用心招待  我們在意更貼近西班牙的味蕾神經，安排

品嚐經典美食烤乳豬、燉牛尾、海鮮飯、TAPAS 及海鮮料理，搭配精緻人文餐館

與國營旅館晚餐，同時滿足美食與文化上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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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安排】 

 主要景點聘請當地專業導遊提供詳細解說。 
 每位團員配有導覽耳機，讓您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 
 每房提供 WIFI 分享器 1 台或每人贈送 SIM 卡 1 張可供上網，讓您隨時與好友保持

聯繫。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在地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人 1 件進出飯店的行李運送費。 
 車上每日提供每人 1 瓶礦泉水，西式午、晚餐提供 1 杯飲料，中式合菜提供熱茶

佐餐。 
 

【世界遺產】 
 行程參觀 7 處 UNESCO 景點  塞哥維亞舊城及水道橋、托雷多古城、哥多華歷

史中心、格拉那達的阿罕布拉宮、塞維亞大教堂、高第的建築作品、巴塞隆納

的加泰隆尼亞音樂宮。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7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阿罕布

拉宮（09）、聖家族教堂（16）、哥多華清真寺（73）、普拉多美術館（225）、達

利美術館（361）、畢卡索美術館（371）、塞哥維亞水道橋（439） 
 

 
第01天 台灣杜拜 

 參考航班：EK-367 2335/0505+1（09:30） 
 住宿 ：夜宿機上 
   
 今日搭機前往充滿活力的西班牙，引領您啟程一場熱情與藝術瑰寶相伴的幸福之旅。 

  
第02天 杜拜馬德里【西班牙】－97 公里－塞哥維亞－97 公里－馬德里 

 參考航班：EK-141 0740/1325（07:45）  
 早餐 ：機上             午餐 ：機上           晚餐 ：烤乳豬風味料理 
 住宿 ：Eurostars Madrid Tower 5* 或 InterContinental Madrid 5* 或 Gran Meliá 

Fénix Hotel 5* 或 NH Collection Madrid Paseo del Prado 5* 或 同級 
  

塞哥維亞 Segovia【UNESCO1985】 
位於瓜達拉馬山腳下的一座中世紀古城，塞哥維亞的名稱來自於凱爾特伊比利語，有

「勝利之城」的涵義，更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登基為女王的城市，並且與義大利羅

馬締結為姊妹城市。女王居住的★阿爾卡乍城堡 Alcázar de Segovia，可居高臨下欣

賞塞哥維亞城內和附近平原風光。進入 1985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舊市區，處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7%88%BE%E7%89%B9%E4%BC%8A%E6%AF%94%E5%88%A9%E4%BA%9E%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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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昔日貴族宅邸，可遠溯至羅馬時代的古老城牆和▲古羅馬水道橋 Acueduco 
Romano，堪稱西班牙境內規模最龐大的古羅馬遺跡。 

  
第03天 馬德里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馬德里家傳風味料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Eurostars Madrid Tower 5* 或 InterContinental Madrid 5* 或 Gran Meliá 

Fénix Hotel 5* 或 NH Collection Madrid Paseo del Prado 5* 或 同級 
 

 馬德里 Madrid  
馬德里位於國土中部，1561 年國王菲利浦二世將首都由托雷多遷至馬德里，開啟輝煌

歷史新頁，現為西班牙的第一大城、金融與政治中心。馬德里擁有寬闊的馬路，新穎

的摩天大樓，同時又具有宏偉古老的歐式建築，參雜著古都的迷人氣質。 
 
▲哥倫布廣場 Plaza de Colón 
1492 年伊莎貝拉女王資助哥倫布計畫航海往西抵達美洲的壯舉，成就西班牙驕傲的海

上霸權時代。廣場中間的哥倫布紀念碑建於 1885 年，白色的哥倫布雕像聳立在圓柱

頂部，面向發現新大陸的西方，腳下踩著地球儀，下方基座四面精美浮雕訴說著這段

歷史。 
 
▲聖米格爾市場 Mercado de San Miguel 是馬德里最古老的市場之一，卻有著新穎的

外觀，精美的鐵建築搭配大片的落地窗，是各式各樣特色的美食匯集地，提供琳瑯滿

目的美味熟食或現做餐點，在此感受西班牙食尚生命力。 
 
▲太陽門廣場 Puerta del Sol 
太陽門起初為馬德里古城入口，隨著市區逐漸擴大，由此延伸出多條大道，有如向四

方散射的太陽光芒，可謂馬德里「市中心的市中心」，是全國公路的總起點，北側有馬

德里市標▲熊抱樹。馬德里是西班牙店家營業時間最長的城市，太陽門廣場周遭商業

繁盛，各種國際精品與本土品牌爭相輝映，午後讓您於此自由遊走，盡情探索西班牙

首都風情。 
 
驚喜安排：馬德里不思議，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與第一大城，在地文創與國際品牌

彙集，晴天特別安排於此連宿兩晚，擁有近兩日時間可遊覽，更可滿足您

探索城市的想望。您可穿梭在馬德里的大街小巷中，品嚐道地小吃，採購

西班牙必買伴手禮，更可悠閒的坐在咖啡館裡，感受西班牙人熱情愛熱鬧

的氛圍。 
  

第04天 馬德里－70 公里－托雷多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馬德里風味 Tapas      晚餐 ：國營旅館晚宴 
 住宿 ：Parador de Toledo 4* 或同級（如遇客滿，將升等入住五星飯店或於其他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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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排國營旅館。） 
 

 ★西班牙皇宮 Palacio Real de Madrid 
歐洲第三大皇宮，僅次於凡爾賽宮和維也納皇宮，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而且最精美的

宮殿之一，目前已成為西班牙皇宮博物院。始建於西元 1738 年，歷經 26 年於 1764
年才完工，整體建築為矩形的格局結構，為一座四層樓石材建物結合哈布斯堡王朝巴

洛克式、波旁王朝教條樣式和新古典式風格，外觀具有羅浮宮和凡爾賽宮的藝術美感，

內部裝潢則為義大利風格，是西班牙皇宮最具特色的地方。展示著十分具有珍貴價值

的金銀珠寶、器具、瓷器、皮製品、毛毯、和其他昔日西班牙皇家所使用的用品，可

從中感受到大航海時代所帶來的財富與氣勢，更是代表西班牙國家精神的指標。 
  
★普拉多美術館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享有世界三大美術館美譽的普拉多美術館，收藏最多與最完整西班牙畫家作品，國王

卡洛斯三世於 1785 年下令建造這間美術館，以展現西班牙的才智和品味。從 1819 年

對外開放開始，皇家收藏已形成博物館的館藏核心。大量收藏從 14 世紀到 19 世紀歐

洲著名的藝術品，館中以豐富而完整西班牙繪畫收藏而自豪。 
（如遇官方活動、預約額滿或其他因素，無法參觀西班牙皇宮將改參觀另一皇家宮殿

帕多皇宮，無法參觀普拉多美術館將改參觀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 
 
驚喜安排：國營旅館（Parador）多由城堡、修道院、宮殿或貴族宅邸等古蹟改建而成，

本身就是景點，各有獨自韻味，晴天特別安排於此入住一晚。 
  

第05天 托雷多－65 公里－白色風車村－74 公里－雷亞爾城++AVE 高速列車++哥多華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托雷多傳統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用餐 
 住宿 ：NH Collection Amistad Córdoba 4* 或 Eurostars Conquistado 4* 或 同級 
  
 托雷多 Toledo【UNESCO1986】 

托雷多在 1561 年前是西班牙首都，自羅馬時期就是羅馬外省的行政和經濟中心，並

由於地形特殊，古城三面被太加斯河環抱住，形成天然護城河，長久以來一直是兵家

必爭之地。托雷多結合了天主教、回教和猶太教的文化精華，也被稱為「三文化城」，

目前是西班牙的宗教中心。 
 
▲托雷多大教堂 Santa Iglesia Catedral Primada de Toledo 
托雷多大教堂是西班牙天主教托雷多總教區的主教座堂，是西班牙三座 13 世紀哥德

式主教座堂之一，被認為是西班牙哥德式風格的傑作，也是西班牙境內第二大的教堂，

正門由三道精緻的大門組成，分別為地獄之門、赦罪之門及審判之門。 
 
★聖多美教堂 Iglesia de Santo Tome 
來自希臘的著名宗教畫家葛雷柯定居於托雷多，而小巧典雅，興建於 14 世紀的聖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6%89%98%E8%8E%B1%E5%A4%9A%E6%80%BB%E6%95%99%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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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教堂因收藏其最著名畫作「奧爾加斯伯爵的葬禮」而聞名，畫家更將自己繪於畫中，

等您來發掘。 
 
私房景點  
今日並將由在地導遊帶領，探尋有別於市場的托雷多私房景點，如地底下之猶太人受

洗浴池，進一步領會古城豐富的宗教與文化底蘊。 
 
▲白色風車村 Consuegra 
白色風車村位於西班牙中部拉曼查省 Meseta 高原上。就如同拉曼查在西班牙文的原

意一樣「焦黑的土地」，一望無際的大地美景。完全保持了小說「唐吉軻德」所描述的

景觀，西班牙大文豪塞萬提斯以這裡做為主角暗夜大戰風車怪的場景，穿梭在風車村

中感受「唐吉軻德」的理想與現實吧！ 
 
★AVE 高速火車 Alta Velocidad Española 
傍晚搭乘 AVE 高速火車，在列車上欣賞大地風光，輕鬆飛馳前往哥多華，替您節省寶

貴的時光。 
  

驚喜安排 1：托雷多是西班牙宗教中心，更是過去首都位置，層層疊疊的歷史造就托

雷多的獨一無二，晴天獨家安排由當地專業導遊帶領探訪私房秘境，讓

我們進一步領會古城豐富的宗教與文化底蘊。 
 
驚喜安排 2：晴天特別安排入住古城內安達盧西亞中庭特色飯店精品設計旅館，讓您

與古城零距離，夜晚可漫步在古城歷史巷弄間，感受安達盧西牙地區人

民獨有的熱情奔放氛圍。 
 

第06天 哥多華－205 公里─格拉那達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安達魯西亞燉牛尾       晚餐 ：中式料理 
 住宿 ：Barceló Granada Congress 5* 或 Eurostars Washington Irving 5* 或

Eurostars Gran Vía 5* 或 同級  
  

哥多華 Córdoba【UNESCO1984】 
哥多華是正當歐洲處於黑暗時期時，整個歐洲最為富庶與人口最多的城市，更是連結

了各種信仰最重要的一個城市，盛傳當時的哥多華家家戶戶都有驢車或馬車，由此可

見當時太平盛世與繁榮盛況。 
 
★哥多華清真寺 Mezquita Catedral 
世界上獨一無二，融合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為伊斯蘭及文藝復興時期混合式的奇特建

築，內部由 850 根瑪瑙碧玉般的大理石圓柱裝飾而成，走入其中讓人有進入迷宮感覺。

能感受摩爾人所留下來的輝煌，更能體現海上霸主西班牙人對天主教的忠貞。另穿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B0%94%E5%8A%A0%E6%96%AF%E4%BC%AF%E7%88%B5%E7%9A%84%E8%91%AC%E7%A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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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人區裡，感受安達魯西亞的中庭美學。 
 
格拉那達 Granada 
格拉納達是西班牙境內伊斯蘭教統治最久的城市，也是摩爾人奈斯爾王朝在歐洲最後

的據點，璀璨精緻的伊斯蘭教文化在此展露無遺。 
 
★阿罕布拉宮 La Alhambra【UNESCO1984】 
建於內華達山腰，就如一抹紅色雲朵在山腰間上，隨著摩爾人奈斯爾王朝的強盛逐漸

擴展其宮殿區，宮內精巧的設計，綴以華麗的雕飾，展現鬼斧神工的建築技巧。而庭

園內的噴泉水池、修剪整齊的花草，體現帝國的繁華宮殿及庭園建築的特殊風格。阿

罕布拉宮也是哥倫布晉見西班牙女王說明他偉大航海圖之地。（如遇阿罕布拉宮預約額

滿或未開放，將改參觀宮殿外觀及天堂花園並退宮殿門票費用，敬請見諒。） 
 
★佛朗明哥 Flamenco 
源自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地區，演繹吉普賽風情的佛朗明哥舞蹈，用鏗鏘有力的舞步、

多變的手勢與強烈節奏抒發對生活的詠嘆，2010 年入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今晚欣賞佛朗明哥舞蹈，感受舞者與樂手相互配合，傳達之力與美。 
  

第07天 格拉那達－250 公里－塞維亞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古城人氣餐廳      晚餐 ：手作經典美食  
 住宿 ：Eurostars torre sevilla 5* 或 Barceló Sevilla Renacimiento 5* 或 Gran 

Melia Colón 5* 或同級  
 

 塞維亞 Sevilla 
塞維亞獲選為寂寞星球 2018 最佳旅遊城市第一名，是西班牙第四大城市，安達魯西

亞自治區的首府，更是在大航海時期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瓜達幾維河從市中穿流而過，

西班牙船隊從新大陸運來大批黃金、白銀，經塞維亞轉運往歐洲各地。 
 
塞維亞大教堂 Catedral de Sevilla【UNESCO1987】 
由清真寺改建為哥德式，西班牙第一大的★塞維亞大教堂，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

黃金時代，擁有精美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哥倫布即長眠於此，登上★希拉達塔可俯

視市街景觀。（如遇教堂預約額滿或整修閉館，改參觀教堂外部與塞維亞阿爾卡乍城

堡。） 
 
▲西班牙廣場 Plaza de España 
穿梭在綠意盎然的▲瑪麗亞路易莎公園中，可見耗時八年，為了拉丁美洲博覽會所建

造的塞維亞西班牙廣場，半圓形廣場有著彩繪磁磚、精緻紅磚建築、美麗橋梁及運河

風光，廣場牆壁壁龕每個代表西班牙不同的省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9%81%94%E9%AD%AF%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9%81%94%E9%AD%AF%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3%9C%E9%81%94%E7%88%BE%E5%9F%BA%E7%B6%AD%E7%88%BE%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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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陽傘 Metropol Parasol 
一把將近 5000 平方公尺的木造建築都市陽傘，在熱情的城市中恣意開展，結合文化

與商業功能，成為塞維亞最新的藝術地標。 
 
★佛朗明哥舞蹈教學 
文化課程佛朗明哥舞蹈體驗，進一步用肢體感受非物質文化遺產獨有的奔放魅力。當

樂聲響起，您將隨著吉他的節奏踏出舞步。 
 
★西班牙經典美食烹飪教學 
食材豐富的西班牙，即使是家常料理也別有風味，今日由專業廚師帶領大家親手烹調

西班牙經典美食，並品嘗屬於自己的西班牙味道。 
 
驚喜安排 1：西班牙國粹佛朗明哥舞蹈雙體驗。除了坐著欣賞舞者揮灑著生命，擺動

著韻律外，更安排由專業的舞者現場示範與教學，讓我們的指間與腳尖

舞動著，更能融入體會西班牙文化。 
 
驚喜安排 2：西班牙美食舉世聞名，來西班牙不僅享受風味美食，更安排經典料理手

作坊，烹飪出屬於自己的西班牙風味料理。現場有其他廚師在旁指導，

讓我們的料理不 NG，讓行程留下難忘的回憶。 
  

第08天 塞維亞巴塞隆納機場－154 公里－費格瑞斯－145 公里－巴塞隆納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配合航班時間彈性安排風味料理或退餐費 

晚餐 ：景觀餐廳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 ：Majestic Hotel & Spa Barcelona GL 5* 或 Hotel Casa Fuster 5*或 Le 

Méridien Barcelona 5* 或 同級 
  
 巴塞隆納 Barcrlona 

隨著 19 世紀產業上帶來富裕，各種藝術活動紛紛被推廣贊助，巴塞隆納新藝術運動

的開始，大量資訊的傳入，再加上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開啟了全新的藝術篇章，繪

畫、建築百花齊放。（行程內巴塞隆納景點均為全球旅人嚮往之地，參觀日期順序將視

門票預約訂定情形調整，如仍遇休館或預約額滿，無法參觀達利戲劇博物館改參觀蒙

塞拉特山及搭乘纜車；無法參觀奎爾公園改參觀奎爾宮；無法參觀畢卡索美術館改參

觀米羅基金會；聖家堂無法入內則參觀教堂外部並退門票費用；無法參觀音樂宮將改

參觀聖保羅醫院，敬請見諒。） 
 
★達利戲劇博物館 Teatre Museu Dalí 
超現實主義鬼才達利，一生豐富多元，從小與父母間的關係，與親密愛人間的互動，

都轉換成他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晚年回到自己的家鄉，打造一座他夢想中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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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收藏了達利各式的雕塑、畫作，我們可藉由作品一起走入達利的奇幻世界，晴天

並特別帶您參觀★珠寶室，欣賞達利為珠寶商所設計各式會動的珠寶喔。 
 
驚喜安排：晴天特別安排巴塞隆納市中心五星飯店連泊三晚，巴賽隆納停留時間最長，

參觀現代藝術與建築大師巨作最完整。絕佳的飯店位置，逛街、賞景都方

便，提供大家自由探索的彈性安排與便利多樣的購物選擇。 
  

第09天 巴塞隆納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墨魚燉飯        晚餐 ：四隻貓咖啡館 
 住宿 ：Majestic Hotel & Spa Barcelona GL 5* 或 Hotel Casa Fuster 5*或 Le 

Méridien Barcelona 5* 或 同級 
  

★奎爾公園 Park Guëll【UNESCO1984】 
鬼才建築師高地最具童趣的作品。設計靈感來自於大自然的奎爾公園，是巴塞隆納最

受歡迎的公園之一。在高第人生中的伯樂富商奎爾先生委託下，在城市邊緣打造夢想

村，本意是創造童話故事裡的森林，透過亮麗的馬賽克磁磚拼貼而成的圖案，具有童

趣感。 
 
★聖家堂 La Sagrada Família【UNESCO1984】 
高第傾畢生心力設計的聖家堂，是一座尚未完工就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曠世巨作。

走進教堂內透光影打在玫瑰玻璃窗上，感受高第所要闡述給大家大自然的奧妙。每一

根柱子，每一個角落都能看見高第對大自然的體現與意義。 
 
★畢卡索美術館 Museu Picasso de Barcelona 
一個偉大藝術家的誕生，從他早期作品就能看出，畢卡索美術館內收藏了畢卡索在年

輕時的作品，不論是在求學時期，初到法國時藍色時期、粉紅時期等作品。從館內的

收藏便能瞭解畢卡索如何一步一步成為當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 
  
第10天 巴塞隆納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加泰隆尼亞海鮮料理 
 住宿 ：Majestic Hotel & Spa Barcelona GL 5* 或 Hotel Casa Fuster 5*或 Le 

Méridien Barcelona 5* 或 同級 
  

★加泰隆尼亞音樂宮 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UNESCO1997】 
加泰隆尼亞音樂宮是由當地合唱團邀請，當代最具分量的建築師多明尼哥打造而成，

而多明尼哥不單單是一個建築師，也是植物學家，更是當時巴塞隆納新藝術最重要的

推手，音樂宮內將大自然融入建築裡，並以花、鳥、動植物等元素做裝飾，並透過紅

磚、拼貼馬賽克、彩繪玻璃、鑄鐵結合成一座偉大的作品，更要傳達加泰隆尼對藝術

與文化發展的決心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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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隆納自由時光 
享受自由遊走的悠閒時光，您可隨興入座下午茶、參觀博物館、前往蘭布拉斯大道享

受購物樂趣，或穿梭巷弄間挖掘現代化個性商店的紀念品，信手捕捉城市風貌。 
  

第11天 巴塞隆納杜拜 
 參考航班：EK-186 1530/0015+1（06:45） 
 早餐 ：飯店用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 
 住宿 ：機上 
  

阿馬特耶之家 Casa Amatller 
巧克力製造商阿馬特耶先生委請建築大師普意居設計，將平凡房屋整修變身為巴塞隆

納著名的現代主義建築。今日沒有晨喚，讓您放鬆享受巴塞隆納的早晨。您可於巴塞

隆納自由遊走，或由領隊帶您入內飲用百年品牌★阿瑪特耶巧克力。近午時分，帶著

豐富美麗的回憶，前往巴塞隆納機場搭乘豪華班機返回台灣。（貼心提醒：今日為方

便辦理登機手續及進行退稅流程，午餐敬請自理。） 

 
第12天 杜拜台灣 

 
參考航班：EK-366 0435/1650（08:15）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結束【私‧奔西班牙 12 】，回到溫暖甜蜜的家。 日

  
【參團須知】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

◎標示為行車參觀。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

務專員。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

景點門票、飯店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及領隊、導遊、

司機小費。 
 本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建議每房每天 1 歐元。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

或限期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

人房差額，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 
 單人房加價：40,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

不是付房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歐洲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歐洲旅館只

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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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

安排，且歐洲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

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

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歐式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

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無法保證親友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

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

書冊所列資料為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下，若無法提供同星級之飯店，降低一個星級，

將予以每人每晚退費台幣 1,000 元。 
 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

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

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

因懷孕、生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部分行程/航空公司可由高雄飛往轉機點與團體會合，然高雄來回之機票屬團體票務

部之代訂服務，需以航空公司實際訂位為主，無法保證必能訂位成功，詳情請洽詢旅

遊專員。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

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

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

題，旅客請自行負責。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

期者或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

蓋有爭議國家之入出境章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變更等...旅客有義務

自行檢查審核，上述說明如有疑問請來電洽詢。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

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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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可使用阿聯酋航空或土耳其航空，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航  班  參  考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D1 台北─杜拜 TPE/DXB 阿聯酋航空 EK-367 2335/0505+1 09:30 

D2 杜拜－馬德里 DXB/MAD 阿聯酋航空 EK-141 0740/1325 07:45 

D11 巴塞隆納─杜拜 BCN/DXB 阿聯酋航空 EK-186 1530/0015+1 06:45 

D12 杜拜─台北 DXB/TPE 阿聯酋航空 EK-366 0435/1650 08:15 

 

航  班  參  考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D1 台北─伊斯坦堡 TPE/IST 土耳其航空 TK-025 2155/0510+1 12:15 

D2 伊斯坦堡－馬德里 IST/MAD 土耳其航空 TK-1857 0705/1035 04:30 

D11 巴塞隆納─伊斯坦堡 BCN/IST 土耳其航空 TK-1856 1900/2330 03:30 

D12 伊斯坦堡─台北 IST/TPE 土耳其航空 TK-024 0135/1755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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