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葡萄牙、英屬直布羅陀+杜拜 15 天 
 

   

【行程特色】 
◎搭阿酋航空最大好處：【雙航點設計，行程不走回頭路】行程由馬德里進，巴塞隆納出，不走回頭 

路。回程停留杜拜是市場創舉，也是唯一，讓順道遊倍感價值。 

◎貼心安排當地交通工具之選用： 

  ※【體驗 AVE火車快速之感】：從吉達瑞到哥多華搭乘 AVE快速火車，它是結合德國 ICE 火車及法 

 國 TGV子彈火車的優點設計，一來節省拉車時間，二來最具盛名的風車村及唐吉軻德客棧也不 

     會錯過，所以我們如此安排。 

  ※【一段國內線班機】：從里斯本飛到巴塞隆納，免拉車之苦，節省最多旅遊時間。 

◎杜拜安排住宿 Palace Downtown，在飯店內享用自助晚餐，並前往參觀七星帆船飯店並享用自助餐。 

◎住在伊比利半島：加值升等七晚五★飯店＋五★直布羅陀方舟飯店 

  伊比利半島的建築在千年異族輪番統治之下，產生了折衷主義的建築特徵。每個時代都有建築留  

  下，而後代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承繼了歷代的某些特徵，形成歷代因襲的特點。有人說，伊比利半島 

  是一個建築史博物館，而它的建築文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影響到現代的建築設計師。 

  ※我在殖民地的那一夜～英屬直布羅陀飯店 

這近在咫尺離非洲僅 13公里的兵家必爭之地，是英國在歐洲最後一個殖民地。雖然此地住宿及

物價成本高，我們深信這是你此趟住在伊比利半島上難得體驗，特別安排入住英屬直布羅陀 2014

年 2月全新開幕的方舟飯店，這是直布羅陀境內唯一一家五星飯店，擁有賭場、SPA中心、健身

中心及舞廳……等設施，感受在郵輪上過夜的獨特體驗！ 

◎吃在伊比利半島：說到伊比利半島美食，絕非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因為它並非單一的風格型式， 

  而是春秋戰國各有各的一片天。數百年以來，此地主要受羅馬人和摩爾人的飲食文化影響。如料理 

  方式十分「明確」，你不會有「我在吃的是什麼」的疑慮。「看到的就是吃到的」，崇尚「簡單」的 

  飲食特性是伊比利半島飲食的一大重點！料理方式簡單、使用的器具簡單、調味料簡單，菜式味道 

  繁複多變。 

  ※我們特別精心挑選安排： 

＊金氏世界記錄世界第一家餐廳～Restaurant Botin 百年波丁餐廳：創業於 1725年的波丁餐  

  廳，是一間全世界最古老的餐廳。因為『最古老』的餐廳，每天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饕客慕名而 

  來。我們將特別安排招牌菜之一～烤羊肉餐。 

＊巴塞隆納最古老的餐廳～Can Culleretes：創業於 1786年的 Can Culleretes，是巴塞隆納最 

  古老，也是全西班牙第二老的餐廳，整家餐廳的服務生都是一家人! 古色古香的餐廳進去就超 

  有 Fu的，是許多當地人和遊客都超愛的餐廳，我們將特別安排招牌菜～鵝燉蘋果或鴨燉李子。 

https://www.addresshotels.com/en/hotels/palace-downtown/


＊西班牙傳統料理 TAPAS～精選 5J 餐廳：開始於 1879年的味道，近 130年的歷史傳承，5J 帶給 

  貴賓最道地的 TAPAS料理。TAPAS是從西班牙人特有的飲食習慣中，所衍生出的一種獨特「輕 

  食文化」。盛傳以前酒館為了招待旅人歇腳，常在酒杯上放置一碟「輕食」如麵包等，以應付 

  客人的胃口。後來此種食物已無法滿足漸漸地各式的配酒小菜漸漸搬上桌，TAPAS便由此傳產 

  生。我們所精選的這間美食餐廳，主要是提供屬於正統道地西班牙佳餚，深受當地人的喜愛， 

  從上選的生火腿肉、Croquettes、Fried Squids 到西班牙蛋餅 Spain Omelet 等，正等候您的 

  味蕾品嘗。 

＊塞哥維亞第一味～Meson de Candido 香烤乳豬風味：西班牙流傳著一句民諺：「你活著是為了 

  吃，而不是吃為了活著」。西班牙的美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古城塞哥維亞最負盛名地料理 

  ～烤乳豬 Cochinillo asado（燒烤喝牛奶的乳豬）。烹調前把乳豬浸在牛奶及香料中使之入味， 

  再用藥草薰烤出生三週的小豬，其肉質極為鮮美又香脆柔嫩的口感，每每讓人難以忘懷。今日 

  我特別安排 Meson de Candido餐廳裡享用當地最是有名烤乳豬。 

＊西班牙國飯～海鮮飯 Paella：說到西班牙料理，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西班牙的國飯 Paella！ 

  高貴香料蕃紅花煮成的黃澄澄飯粒，鋪上一層新鮮的海產，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就是 

  這樣的簡單，卻又令人永生難忘它的美味。 

＊葡萄牙國菜之一～大西洋馬介修魚：馬介休則是葡萄牙餐桌上最常見的主角，據說它在葡萄牙 

  可以變化出上千種食譜。葡萄牙人非常喜歡吃，是來葡萄牙必吃的美食。 

＊葡萄牙國菜之一～Arroz de marisco 葡萄牙海鮮飯：葡式海鮮飯的做法與西班牙的海鮮飯 

  Paella大不相同；以海鮮高湯加入番茄、白酒、米、淡菜、貝類、蝦、章魚……等海鮮一同 

  燉煮，湯汁將被米飯吸收。相較 Paella不一樣的地方是湯汁比較多，才是一道 Arroz de marisco 

  葡萄牙海鮮飯。 

  ※杜拜特別安排兩次自助晚餐於 THE PALACE Hotel 和七星帆船飯店內【約美金 200.-】 

◎喝在伊比利半島： 

  ※百年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Uma meia de leite 咖啡 

＊不吃不可的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葡式蛋塔最早由 18世紀葡萄牙里斯本貝倫區熱羅尼

莫斯修道院 Mosteiro dos Jerónimos發明，1937年開始原來的蛋塔在世俗餅店 Casa Pastéis de 

Belém有售，因為店面位於里斯本貝倫區（Belém），那裡賣的蛋塔稱作貝林塔（pastéis de Bel

ém）。今日，我們特別安排前往貝倫區的一家百年老店中享用道地葡式蛋撻。 

  ※裝在瓶子裡的伊比利半島陽光～Vino 

伊比利半島葡萄酒產量居世界第三，西班牙是全球面積最大的葡萄栽植國家，而葡萄牙的葡萄酒

自羅馬時期就已經開始出口，羅馬人將他們的酒神巴克科斯與葡萄牙聯繫起來。特別是西班牙國

酒～香格里拉，混合紅酒、琴酒、氣泡酒、柑橘……等材料，迷人的色澤讓人光看到 Sangría

就微醺。 

◎玩在伊比利半島： 

  ※走訪古老世界的邊界標誌之一～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僅僅隔著 13公里的直布羅陀海峽便與非洲的摩 

洛哥互望！西元 711年，伊斯蘭將軍塔里克 Tariq揮軍登陸直布羅陀，從此拉開了入侵伊比利半 

島的序幕。直布羅陀的名字源自於 Jebel Tariq(塔里克的山)。進入直布羅陀當下，你會感受到

建築風格和招牌文字和西班牙迥然不同，處處流露著濃厚的英國風情。 

  ※浪漫的「婚禮之城」～奧比都斯 Óbidos: 

聳立在小山崗上的古城奧比多斯，被淡黃色的城牆所圍繞，Dom Dinise王子愛妻於 1228年到訪

之時，對這座美麗精巧的古城一見鍾情，王子為表愛意就把整座城送給妻子當作結婚禮物，因此

這裡也叫「皇后城堡」，也因浪漫的婚禮而有了「婚禮之城」的美名，目前全球情侶票選世界十

大浪漫結婚聖地之一。 

  ※闖入人間天堂～安達魯西亞 

你最喜歡西班牙哪兒？常聽到去過西班牙的人答案，不是巴塞隆納，也不是首都馬德里，而是安

達魯西亞！人間天堂～絢爛安達魯西亞，吉他、響板、Flamenco、卡門、鬥牛士、斗蓬、吉普賽、

畢卡索、伊斯蘭的美麗與哀愁、純白的遐想……這都屬於安達魯西亞的。如：哥多華清真寺、1001 



夜的格拉納達伊斯蘭皇宮、風情萬種的塞維亞和鬥牛原鄉隆達，最常令旅人如入魔幻之境，迷失

在不知名的山谷或小鎮……走進安達魯西亞，就像經歷了一場奇幻之旅！ 

  ※沉浸在千年之都～托雷多 

三面環水的托雷多，素有「三種文化的城市」，幾世紀以來，基督教、伊斯蘭教、希伯來文化給

這城市烙下各自的符號，城市的建築更融合展現了這三種元素。幾經多年的征戰後衰頹的托雷

多，卻也意外地被完整保存下來。即使在千年之後，還能在這裡發現被遺忘的中世紀歐洲時光。 

  ※尋找傳說中的騎士「唐吉軻德」的足跡 

今日我們如唐吉軻德展開一場騎士冒險之旅，在旅程中，將發生了許多真實與虛幻交錯的事：如：

大戰風車、唐吉軻德受封之處～唐吉軻德客棧……等等。 

  ※藝術重鎮～馬德里 

馬德里是個相當深度旅遊的城市，城內盡是藝術、文化及建築瑰寶，為歐洲數一數二的藝術重鎮。

我們特別安排參觀世界三大美術館之一的普拉多美術館和集波旁家族建築精華的馬德里皇宮。 

  ※瞧見白雪公主的城堡～塞哥維亞阿卡薩城堡 

西班牙的歷史從這兒開端，如果沒有那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就不會有 1492年的事，更不會有今

日西班牙。 

  ※魔幻天堂～巴塞隆納【巴塞隆納經典必遊：奎爾公園、聖家堂、米拉之家、畢卡索美術館】 

依山傍海，得天獨厚的觀光資源，加上極富高度想像力的城市建築風格，使得這城市格外迷人，  

如說馬德里是熱情不夜城，那巴塞隆納即是令人神魂顛倒的狂歡城市。我們將走入高第的異想世

界：奎爾公園、聖家族教堂。及闖入畢卡索的幻想世界：參觀畢卡索美術館 Picasso Museum，

瞧見現實主義的畢卡索。 

◎樂伊比利半島舞曲雙絕： 

  ※葡萄牙：葡萄牙靈魂的象徵～命運之歌法度 FADO 

「失落的夜晚……挫敗的靈魂……黑暗的角落……低聲吟唱……吉他嗚咽……痛苦與罪惡，這一

切的存在，全被娓娓訴說著」。法度 Fado，意為命運或宿命，亦或稱葡萄牙怨曲，可追溯至 1820

年代的葡萄牙，但起源可能更早。為人所讚嘆及感動的，就是其有著悲慟的曲調與歌詞，大多以

貧困、不順遂的人生為主要題材。 

  ※舞動生命，吉普賽人的詠嘆調～佛朗明歌舞 

熱情、活力、浪人悲歌～正統佛朗明歌。Flamenco不只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源於

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的藝術形式，包括歌曲、音樂和舞蹈。最初佛朗明哥只包括佛朗明哥

清唱，後來加上了佛朗明哥吉他的伴奏，有節奏地拍手或踢踏，和配以舞蹈。有時只有在吉他伴

奏下的佛朗明哥舞，但歌唱仍是佛朗明哥傳統的核心。近年來的伴奏樂器還包括卡宏（一種敲擊

的木箱）和舞娘手中的響板。欣賞最好的地方是其發源地西班牙南部的安達魯西亞，以格拉那達、

塞維亞兩地為佳。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杜拜 DXB  
行  程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

http://www.museodelprado.es/en/
http://www.museupicasso.bcn.cat/en/


豪華客機飛 往海洋國度西班牙，一趟浪漫熱情的饗宴也隨之開始。 

飯  店 機上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宵夜餐：機上簡餐 

 

 

第二天 杜拜/馬德里～皇宮、西班牙廣場、零公里 0KM 
行  程 今早來到【馬德里皇宮】歐洲三大皇宮之一地處馬德里市中心西邊，自從西班牙由托雷

多遷都到馬德里後，皇宮的位置一直都沒變過，不過過去曾遭祝融之禍，目前的皇宮是

1738～1755年重建的。過去的用途之一是城堡（西文：Alcázar），占地約 135,000平方

公尺，進去之後會先行經佔地廣大的 Plaza de la Armería進入皇宮主建築，跟埃斯科

里亞爾修道院一樣，進入皇宮內部後就不能拍照了，裡面富麗堂皇還是讓人膛目結舌，

除了有栩栩如生的當今皇室大幅肖像畫複製品，內部的裝潢、天頂壁畫……等等再再顯

示過去的榮光，不管是舉行宴會的大廳、精巧的時鐘、充滿中國風的裝潢等等，都可以

一窺過去西班牙皇室的生活習慣；不過馬德里皇宮目前不是皇室日常住所，而是正式公

眾活動的舉辦場所。【西班牙廣場】廣場豎上著文學大師文豪塞萬提斯；其下有唐吉軻

德及桑丘之雕像，他訴說這一個夢幻騎士的冒險，一個神奇爆笑的故事……。接續安排

參觀結合巴洛克式與新古典主義建築的皇宮是西班牙王室鼎盛時之建築，金碧輝煌且美

侖美奐的內部，呈現出昔日帝國神聖的餘暉！接續前往「太陽門」，它是馬德里的中心

點，中心點的【零公里 0KM】是一塊不大不小正方形的磁磚，就安放在太陽門的人行道

上，也代表著西班牙之心～馬德里。 

TAPAS風味：TAPAS是從西班牙人特有的飲食習慣中，所洐生出的一種獨特「輕食文化」。

盛傳以前酒館為了招待旅人歇腳，常在酒杯上放置一碟「輕食」如麵包......等，以應

付客人的胃口。後來此種食物已無法滿足漸漸地各式的配酒小菜漸漸搬上桌，TAPAS便

由此傳產生。我們所精選的這間美食餐廳，主要是提供屬於正統道地西班牙佳餚，深受

當地人的喜愛，從上選的生火腿肉、Croquettes、Fried Squids......到西班牙蛋餅

Spain Omelet，正候著你的味蕾。 

＊皇宮（會因外賓來訪而不對外開放，改安排參觀小皇宮）。 

飯  店 五星級 Hotel Puerta America Madrid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5J餐廳 TAPAS料理＋桑格利亞水果酒 

 

 

第三天 馬德里 Madrid【普拉多美術館】－塞哥維亞 Segovia－托雷多 
行  程 懷著朝聖般的心情造訪【普拉多美術館】館中收藏西班牙早期三大藝術家委內斯蓋茲、

哥雅、葛雷科的佳作盡收眼裏，畢卡索、拉菲爾、杜勒……等之巨作，更能滋潤每一個

人的心靈，讓人心生共鳴且深深感覺到藝術的力量竟是如此神奇！今日午餐我們特別安

排全世界最古老的波丁餐廳用餐。午後跨過美麗的瓜達拉馬雪山，在沉浸於沿途優美的

景致中，我們抵達古城～塞哥維亞，矗立於街角的【古羅馬水道橋】，長長的水道宛如

將過去與現在連結一起、【聖馬汀教堂】是 12 世紀羅馬式建築，教堂旁邊是 JUAN BRAVO

銅像，他曾經再 16世紀帶領塞哥維亞人民反抗查理五世的暴政，但是最終以失敗收場，

他英勇的事蹟成為當地人的驕傲、【阿卡薩城堡】裏儘管卡斯提爾已不再、白雪公主從

此與白馬王子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古堡、山城、教堂......，面對此佳景，當自覺

何謂『美麗人生』！ 

西班牙美饌精選～Cochinillp Asado香烤乳豬風味：西班牙的美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

的，烹調前把乳豬浸在牛奶及香料中使之入味，再用藥草薰烤出生三週的小豬，其肉質

極為鮮美又香脆柔嫩的口感，每每讓人難以忘懷。 

＊普拉多美術館（如遇週一休館則改安排參觀蘇菲亞王妃美術館）。 

飯  店 五星級 Hotel Cigarral el Bosque  或同等級 

https://www.hotelpuertamerica.com/en
https://www.hotelcigarralelbosque.com/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世界最古老餐廳百年波丁 BOTIN餐廳 

晚餐：Meson de Candido香烤乳豬風味＋水酒 

 

 

第四天 托雷多 Toledo－風車村 Consugra－吉達瑞 Ciudad Real－AVE 快速火車－

哥多華 
行  程 在夢幻城市～【托雷多】太加斯河河畔上的古都托雷多，護城河、矮矮的城牆、古老的

石板路，小巧而迷人，在堅固的城牆圍繞下托雷多記錄了西班牙的歷史與文化，濃濃的

藝術氣息與迷人的中古風吸引人們來感受她的魅力，即使如「葛雷科」如此狂熱的宗教

藝術家，曾經走過無數如克里特、羅馬、威尼斯……等如此美麗的城市，當他造訪此地

時，仍決定從此不再漂泊。建於 14世紀的【Santo Tome教堂】資金大多由 Lord Orgaz

伯爵奉獻，1312年去逝時捐贈了大筆的遺產給教堂，因為他生前所做的善事，所以民間

盛傳 Saint Stephen及 Saint Augustine從天上來人間參加他的喪禮之傳說，1586年教

堂的 Andres Nunez神父任命當時畫家 El Greco把這段傳奇故事以繪畫的形式表大出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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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正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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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gra風車村】

最早風車的起源是由海上航行的船帆所發展而來，後來才延伸到陸路上，直至 16世紀，

西班牙開始有了風車的出現。古時候 La Mancha 是歐洲人與阿拉伯人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阿拉伯文中 La Mancha 意指乾涸的土地，廣闊平原上一年四季日照充足，雖缺乏水

源但卻有勁風之利，當地人便在山脊上造起了風車，利用風力帶動機械碾磨小麥以及壓

榨橄欖油。Consuegra 風車群又是附近最大片、也是保留的最完整的。山丘上的 12座

風車至今已超過 400年歷史，其中 4座內部仍保有早年所用的磨坊設備。配合西班牙觀

光旅遊局所推出的政策，當地人為這些風車漆上了潔白的新裝，並給每座風車取了個名

字：Alcancía、Bolero、Caballero del Verde Gabán……等。爾後，專車後前往火車

站搭乘 AVE快速火車前往吉達瑞，午後抵達後隨即前往風車村尋找傳說中的騎士「唐吉

軻德」的足跡，拉曼查地方～赤紅色的大地、橄欖樹、風車（巨人），古國今昔，且前

往唐吉軻德小酒館駐足感覺一番，感懷古人是什麼樣的心、什麼樣的情？ 

＊Santo Tome 教堂、托雷多大教堂（如遇宗教節日及週日彌撒日因而關門，則改 

  安排參觀聖胡安皇家修道院）。 

飯  店 Hotel Maciá Alfaros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唐吉軻德小棧料理＋水酒       

晚餐：飯店內西式套餐 

 

 

第五天 哥多華 Cordoba－格拉那達 
行  程 回教古都～哥多華，昔日為回教首都的哥多華，在物換星移中，【古羅馬橋】是奧古斯

都大帝時建的，現今只剩部分橋梁是當時所留下來的，橋長約 203公尺，16座橋墩，在

橋中央有歌多華守護神～聖拉菲爾雕像，依然與河水相伴，挺立於人世間達 2,000年之

久，精神堡壘～美麗的【清真寺】代表著摩爾文化在此開花結果，莊嚴、尊貴的外觀，

高低落差且層次分明的內部有瑪瑙、琥珀、大理石、花崗岩，彷彿讓人相信更接近～阿

拉。【水車坊】是摩爾人為了此地區引水灌溉的工具，目前為觀光用途。【百花巷】位於

舊猶太區，巷子兩側白色的牆壁上，無論何時總是裝點著當季鮮花，這裡有很多住宅庭

院都在庭院節中得過獎，每年 5月的庭院節期間都會開放讓大家觀賞。午餐後，專車前

往保存著高度伊斯蘭教文化遺跡【格拉那達】，他擁有世上最美麗的阿拉伯式宮殿的格

拉那達，也是格拉納達省首府，也是歷史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阿罕布拉皇宮】阿拉

伯語حمراء 即「紅色城堡」、「紅宮」，建於蒼木蓊鬱的山巒之上，是摩爾人在「黃金時，ال

https://www.maciaalfaros.com/


代」所遺留之產物，精緻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驚世之美令人讚賞；在精雕細

琢的皇宮中聳立著卡洛斯五世的文藝復興宮殿，緊挨著消逝的東方廢墟，宣告權力與征

服。【阿拉伯式宮廷花園﹝夏宮﹞】，有如天堂中的花園，彎形噴泉終年不斷，一年四季，

青青、綠綠、紅紅、紫紫，宛若眾神花園一般，風采永遠不褪！晚餐後特別安排於

Sacromonte山丘洞穴裡欣賞【佛朗明歌舞表演】，並品嚐一杯西班牙國酒～香格里拉

Sangría水果酒。 

飯  店 五星級 Nazaries Business & Spa Hotel Granada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阿罕布拉皇宮附近飯店內自助餐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第六天 格拉那達 Granada－米哈斯 Mijas－英屬直布羅陀﹝入住五星方舟飯店﹞ 
行  程 早餐後，前往白色村莊～【米哈斯】一遊，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從這裏可以看到遠處

美麗、無邊的地中海，有時間的話您可自由前往咖啡廳內品飲一杯歐式咖啡，旅遊該是

如此享受的！爾後前往傳說希臘神話裡的大力士～海克力斯在執行第十項任務時，曾經

橫跨直布羅陀海峽，雙腳分別踩在歐洲和非洲土地上，底下剛好就是直布羅陀。【直布

羅陀】這個極具爭議的半島，面積只有 6.543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 12公里，是英國的

海外屬地之一。1713年英國自西班牙取得直布羅陀，並在 1830年正式宣佈直布羅陀為

其殖民地，而西班牙一直聲稱擁有直布羅陀的主權，一直尋求收復直布羅陀，主權問題

至今尚未解決。接續來到世界盡頭～英屬直布羅陀。【直布羅陀巨巖（Rock of Gibraltar

或被稱為｢海格力斯之柱｣或其拉丁語名「Calpe」）】是位於的直布羅陀境內的巨型石灰

岩。] 該巖高達 426公尺，而其北端鄰近直布羅陀和西班牙的邊境。該岩石是聯合王國

的皇家財產，其主權隨同直布羅陀，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的 1713年，根據《烏得

勒支和約》，自西班牙交到英國手上。而巨巖頂部的大部分屬於一個自然保護區，作為

現存 250隻直布羅陀獼猴的生境。被當地人稱為「apes」的直布羅陀獼猴是歐洲唯一的

野生猴子種群，它們和巨巖下面迷宮隧道網絡，都是直布羅陀的旅遊熱點，每年吸引不

少遊客到訪。直布羅陀巨巖被認為是海格力斯之柱之一，並古希臘人稱為「Mons Calpe」。

而另一柱則在北非，一說是位在休達的雅科山，另外一說位於摩洛哥境內的摩西山。而

在古代，受腓尼基傳說的影響，這兩支柱被認為是已知世界的極限。【聖麥可鐘乳石洞】

裡面有燈光效果，洞內非常大，還設有地底音樂廳，到處都是像教堂管風琴一樣的鐘乳

石，鐘乳石洞裡有迴音是最好最大的共鳴箱。今晚我們住宿於世界之盡頭～英屬直布羅

陀，更特別安排入住方舟飯店，直布羅陀境內唯一一家五星飯店！ 

飯  店 五星級 方舟飯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安達魯西亞料理＋雪莉酒      晚餐：直布羅陀料理 

 

★世界之盡頭～海克力斯的第十項任務(PILLARS OF HERCULES) 

  傳說希臘神話裡的大力士－海克力斯在執行第十項任務時，雙腳分別踩在歐洲和非洲土地上，在直 

  布羅陀這個地方扔下一塊巨石，同時在直布羅陀海峽對岸今日的摩洛哥休達 CEUTA一地也扔下另一 

  塊巨石 MONTEHACHO，這兩個巨石塊儼然成為地中海地狹，希臘人稱卡爾珮 MONS CALPE和阿比拉 

  ABYLA，也就是海克力斯雙柱 PILLARS OF HERCULES。直布羅陀 GIBRALTAR：聽過這個名字，在那裡？ 

  直布羅陀對很多人來說，是個即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希臘神話中，這是世界的盡頭；在現實世界 

  裡，它是一個戰略要塞。直布羅陀原屬西班牙，1704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2004年剛慶祝佔領 

  300周年。這個彈丸之地人口不到三萬，英文是官方語言，但是當地人也講西班牙語。不免讓人心 

  中感觸道：所謂領土、邊疆其實都是人為界定的，撇開政治、經濟、戰略等因素，如果直布羅陀人 

  安於現狀的話，為什麼一定要逼他們作出選擇呢？『不想回歸西班牙，那不是我們的祖國』。(文摘 

  自太陽海岸旅遊局)境，迷失在不知名的山谷或小鎮……走進安達魯西亞，就像經歷了一場奇幻 

  之旅！   

 

https://www.barcelo.com/es-es/barcelo-granada-congress/?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my_business&utm_content=7304
https://www.sunborngibraltar.com/


 

第七天 英屬直布羅陀 Gibraltar－隆達 Ronda－都市天傘－塞維亞 
行  程 今日來到鬥牛發源地～【隆達】，3,000年前的古羅馬帝國時代，最大的看點是其老城佇

立在萬丈懸崖之上，給人一種驚心動魄的壯美之感！整個小鎮大部分都是白色的建築，

明亮的白色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白雲在身邊繚繞置身其中，仿佛行走在天空雲

端，也因此被稱為"天空之城"，因風景秀美、人跡罕至，又被譽為"世界上最適合私奔

的城市"；這裡有最濃烈的西班牙氣質，風情萬種，倔強不羈。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說過：

如果在西班牙度蜜月或者私奔的話，隆達最合適。並多次將它的故事寫入自己的名著。

隆達它擁有全西班牙歷史最悠久的【鬥牛場】，及壯麗的山谷地形，構畫出如詩如畫的

古城鎮；海明威《戰地鐘聲》名劇便以此為場景地之一。【新橋】隆達小鎮被埃爾塔霍

峽谷分成兩部分，以這座橋作為連接，建於 1735年，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但是比

起橋那頭的老城還是差著十萬八千里。風情城市塞維亞，如同熱情的佛朗明哥舞般，需

要是阿娜多姿、風情萬種的女人，才能舞出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塞維亞－安達魯西亞

的守護天使，她的獨特就是散發著這種多采多姿、兼容並蓄的美感。如都市的一把【都

市天傘「Metropol Parasol」】是全球最大規模木構造之一，由德國建築師 Jürgen Mayer 

H設計，Arup提供技術顧問。六座相連的南北向傘狀構造物長約 150公尺、寬 75 公尺、

高 25公尺，基座為混凝土構造，上層則以木構造為主，當地居民暱稱其為「塞維亞大

蘑菇」，這座地下一層地上三層建築構造物，歷時六年建造，終於在 2011年正式完成。

地下層為考古博物館，展示該處出土的羅馬及摩爾文物遺跡，一樓為面積 2,155平方公

尺的中央市場，匯聚老城區既有的店舖與農產市集，再往上兩層則是一片觀景平台與餐

廳。從設計的角度來看，這件作品保留了舊城區的記憶，也創造新時代的視野，不僅是

傘底的停駐空間，設計者更將人群拉上傘面眺望南方建於 16世紀的塞維亞大教堂。一

千零一夜的【阿卡薩城堡】，滿溢花香、橙香的巷、鮮明的【西班牙廣場】訴說著昔時

今日的美麗風采。接續來到西班牙安達魯西亞首府及 1992年世界博覽會之都～塞維亞。 

＊大教堂、La Giralda 塔(如遇宗教節日及週日彌撒日因而關門，則改安排參 

  觀塞維亞阿卡薩城堡) 。 

飯  店 Barceló Sevilla Renacimiento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傳統牛尾餐 Oxtail＋水酒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塞維亞觀光新亮點～都市天傘「Metropol Parasol」  

  「Metropol Parasol」西班牙人暱稱為「大香菇」，號稱世界最大的木建築。建設之初頗受爭議都 

   市陽傘一度停工……又追加預算，成為一時的大醜聞。這個大型公共藝術建築出自德國建築 

   J.MAYER H.Architects之手。費時七年之久，這座都市陽傘無疑的深化了古城的文化底蘊，更以 

   新型態建築中和了古城的歷史氛圍。而今，它將與市民的生活緊緊結合一起，都市陽傘共有四層。 

   地下為展覽館 Antiquarium，展出在此發現的羅馬和摩爾遺址。一樓為中央市場。二樓和三樓為 

   全景露台和餐廳，可供觀賞市中心景色。 

 

 

第八天 塞維亞 Sevilla﹝西班牙﹞－艾佛拉 Evora－里斯本 
行  程 今日跨越西葡邊境，來到阿蘭特 Alentejo首府艾佛拉，曾是人文薈萃及商業鼎盛的交

通要衝城市，並於 1985年評列為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位於小丘之上古牆圍繞的古城，

深受古羅馬和基督教和摩爾文化影響，多重交互下產生特有的建築風格。黃白相間的房

子、斑駁的牆垣、狹窄的巷弄、石板的街道、滴答的馬車聲，彷若時空倒流到中世紀裡。

Rua 5 de Outuubro是旅人的最愛的街，是小鎮最熱鬧和商店雲集的地方。艾佛拉羅馬

神廟（葡萄牙語：Templo romano de Évora）是一座供奉古羅馬月亮女神和狩獵女神【黛

安娜的神殿】，位於葡萄牙城市艾佛拉的聖伯多祿堂區（Sé e São Pedro），並作為該市

https://www.barcelo.com/es-es/barcelo-sevilla-renacimiento/?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my_business&utm_content=7358


歷史中心的一部分，被列為世界遺產，它是葡萄牙境內最重要的一個古羅馬遺址。【艾

佛拉大教堂】還以詭異的人骨教堂著稱，創建者為一位半盲的修士，1511年時他為了傳

達「人生短暫」的宗教意念用教堂墓地裡，大約五千具屍骨搭建起了這座禮拜堂。1703

～1710年間，當時購得了該小堂的業主僱用了專人改建，使得個小堂的人骨裝飾擴大了

許多。陰暗的禮拜堂內更令人毛骨悚然：兩壁和八條廳柱完全由人骨鑲成，白色的拱形

天花板繪畫有以死亡為主題的圖案並由顱骨排列點綴。牆壁主要由肢骨鑲嵌水泥而成，

分別有兩種排法：肢骨插入牆體或橫鑲在牆上，也有許多顱骨不規則鑲嵌其中。廳柱為

四方柱體，柱面由肢骨橫向壘成，柱邊顱骨縱向排列。室內右壁吊有一具大人和一具男

嬰的骷髏，在禮拜堂入口的橫樑上，更刻著一條令人心寒的標語「我們的屍骨在此等待

你們的屍骨」（「Nós ossos que aqui estamos pelos vossos esperamos」）。續前往葡

萄牙首都～里斯本。今日我們特別安排一趟「里斯本名物」懷舊電車之旅，所經之地方

都是有名，也很有趣的地方。更安排品嚐正宗百年葡式蛋撻 Pastel de Belém ＋ Uma 

meia de leite咖啡。 
飯  店 五星級 VIP Grand Lisboa Hotel & Spa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阿蘭特風燉豬肉 Carne de Porco a Alentejana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最具有葡萄牙傳統風格的懷舊電車之旅 

來到里斯本一定要搭懷舊電車，古色古香的車箱搭配著上木製的椅子，是那般地古老可愛。緩緩而進

的電車，每當行經路口時鈴聲大作，總是吸引路旁行人拿著相機狂拍，它是必搭之經典旅遊體驗。 

 

 

第九天 里斯本－洛卡岬 Cabo Da Roca－仙達皇宮 Sintra﹝極美伊甸園～歐洲最令

人愉快的山城﹞－奧比多斯 Obidos－里斯本<命運之歌～花渡 FADO> 
行  程 Bom Dia里斯本！日安今早來到「大地之盡頭，海洋之開端 Onde a terra termina e o 

mar Começa（葡文）」洛克岬 Cabo da Roca，面對浩翰的大西洋，一片茫茫無際的大海，

令人不由心生天地之悠悠、來此旅遊何其幸福，人生夫復何求！【洛卡岬十字紀念碑】

建於 1722年，是歐洲大陸最西角，「地之盡頭，海之開端」在陸地的盡頭立了一座十字

在頂的紀念碑，這裡就是歐洲大陸的最西岸、極西點，難怪稱作天涯海角 由此橫渡大

西洋的對岸便是美洲大陸高達 140公尺的險峻懸崖下，長著凹凸不平的大石堆，遠遠望

去如同立著白色大石帆，驚濤拍岸，與心愛的人攜手來到天涯海角，印證山盟海誓別具

意義。在此並特別贈送每人一份『歐洲極西點的證明書』。續往素有『伊甸園』美譽之

【仙達皇宮（SINTRA）】參觀，她融合阿拉伯文化與歐洲文化所衍生出特別璀璨之美，

引人入勝，您可感受葡萄牙海權時代的尊榮，從外觀來看，兩根大煙囪非常醒目，融合

了摩爾式、哥德式、葡萄牙式的建築風格及庭園造景，不同於其他歐洲國家，這個皇宮

算是很樸素的，但內部畫棟雕樑，彩色磁磚牆壁，以及許多殖民地時代風格的傢具，都

非常珍貴獨特，整座皇宮記錄著歷代興、衰、喜、悲，皇家徽章廳非常引人注目。整個

房間天花板畫著 72個鑲金徽章，代表著皇室貴族的 72個家族，中間徽章代表葡萄牙國

王的皇室，另外四面牆壁貼著藍色繪畫磁磚，是描繪皇室生活及仙達森林狩獵的情景，

天鵝廳天花板的二十七隻天鵝令人驚艷，據傳是代表葡萄牙公主伊莎貝爾，下嫁勃根第

公爵時的年齡，其中有一間狹小又陰暗的房間，傳說阿方索六世國王因有精神疾病，被

其弟佩特羅二世將他拘禁起來，並自立為王，相較其他華麗的廳堂，有些令人鼻酸。午

後沿著葡國美麗的田園鄉間風光，專車前往享有「中世紀露天博物館」美譽的奧比多斯，

此地為昔日歷史王妃的領土及中世紀遺跡。順著山勢彎延的城牆、大教堂、漆著藍、黃

條子相間的白色平房，小巷裡長滿鮮花和橙樹。晚間我們特別安排聆聽欣賞葡萄牙命運

之歌～花渡 FADO，在音樂聲中享用道地葡萄風味，讓你渡過一個難忘的里斯本一命運之

夜。『歐洲極西點的證明書』一份。 

＊仙達皇宮（如遇皇宮週三休館則改參觀素有葡萄牙凡爾賽宮美譽的奎露絲宮）。 

https://www.viphotels.com/en/Menu/Hotels/Portugal/Vip-Grand-Lisboa/About-Hotel.aspx


飯  店 五星級 VIP Grand Lisboa Hotel & Spa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Arroz de marisco葡萄牙海鮮燉飯＋水酒 

晚餐：FADO Show（聆聽欣賞葡萄牙命運之歌花渡 FADO） Dinner＋水果 

 

★皇后出產之城奧比多斯： 

  聳立在小山崗上的古城奧比多斯，被淡黃色的城牆所圍繞，Dom Dinise王子愛妻於 1228 年到訪之 

  時，對這座美麗精巧的古城一見鍾情，王子為表愛意就把整座城送給妻子，她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石 

  頭城』，無論是城牆或是教堂及街道地面，全都是用石塊一塊一塊所砌成，高大的城牆和城堡將小 

  鎮圍繞，白牆、紅瓦、九重葛、所構成的街道令人流連忘返。 

★葡萄牙國菜之一 Arroz de marisco 葡萄牙海鮮飯 

  葡式海鮮飯的做法與西班牙的海鮮飯 Paella大不相同；以海鮮高湯加入番茄、白酒、米、淡菜、 

  貝類、蝦、章魚……等海鮮一同燉煮，湯汁將被米飯吸收。相較 Paella不一樣的地方是湯汁比 

  較多，才是一道正統 Arroz de marisco葡萄牙海鮮飯。 

 

 

第十天 里斯本 Lisboa/巴塞隆納 
行  程 里斯本傳說是希臘神話英雄尤里西斯創建的海城，山丘上的聖喬治城堡，壯觀的海港與

狹小簇擁的街道，優雅的林蔭大道及跨海大橋，舊城區保留了過去一切的美好。傳說十

字軍東征時一支基督教軍隊建立了此城市而後形成了國家，古老的市街與淳樸的民風，

是歐洲其他現代化都市所沒有的景象。【商業廣場（Praça do Comércio）】是葡萄牙首

都里斯本的一個廣場，毗鄰特茹河，這裡曾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交易中心。中間

要經過【勝利之門】，門上肅立著葡萄牙歷史上的英雄雕像，並刻有“榮耀為天賦和勇

氣加冕”。用香料和黃金所徵稅收修建完成的【傑若米莫修道院】，據說 1497年達伽馬

和其他船員啟程至印度前的那一晚曾在這裡祈禱，為了紀念達伽馬發現前往印度的航海

路線，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於 1502年下令建造了這座修道院，一直到 1572年完

工，整個設計一開始是哥德式的風格，隨著設計師去世後，後續由一位西班牙建築師接

手，其風格慢慢轉變成具有文藝復興式的色彩。【貝倫塔（TORRE DE BELEM）】司馬遼太

郎稱其為「太加斯河的貴婦人」，是覆滿纖細雕刻的白色石灰塔，與美麗的外觀不同，

貝倫塔是為了監視太加斯河上船隻的往來而在 16世紀時建造的要塞，塔的內部有整排

的砲台，作為最多可一覽遠方 9公里的大西洋海面的軍事重要基地而存在。帆船造型的

【發現者紀念碑】以恩里克王子「站」在紀念碑的船首位置，在其的東、西兩邊均雕有

32名航海時代的航海家、導航員、傳教士等葡萄牙人；下列是為紀念碑上從西至東面、

由左至右的排列的人物科英布拉公爵彼德王子（若昂一世二王子）、蘭卡斯特皇后（恩

里克王子母親）、花馬法林（作家）、卡貢沙魯（多明我會修士 Gonçalo de Carvalho）、

卡亨利（方濟會修士 Henrique Carvalho）、賈梅士（詩人；著名史詩《葡國魂》作者）、

貢沙維斯（畫家）、蘇雅拉（編年史家）、高爾哈（旅行家）、邁路加（宇宙學者）、易士

高巴（導航員）、納斯彼得（數學家）、亞內瓜爾（導航員）、安納斯（導航員）、雅高若

望（導航員）、法蘭度聖王子（若昂一世六王子）、恩里克王子（航海時代航海家；若昂

一世三王子）、阿方索五世、華士古達伽馬（首名經海路到印度的歐洲人）、巴打利亞（導

航員 Afonso Baldaia）、卡布拉爾（最早到達巴西的歐洲人）、麥哲倫（首名環航地球的

歐洲人）、告尼魯（導航員）、哥迪雷（導航員）、蘇沙馬添（導航員）、巴羅士（作家）、

伊士達阜·達·伽馬（船長，華士古達伽馬父親）、迪亞士（航海家，最早經海路至非洲

最南端好望角的歐洲人）、迪奧高（導航員，最早經海路至非洲剛果河的歐洲人）、亞比

爾魯（導航員）、亞豐素（果阿公爵，有「葡萄牙戰神」之稱）、聖方濟沙勿略 （傳教

士，耶穌會創始人之一）、基斯土阜·達·伽馬 （船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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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搭機前往巴塞隆納。 
飯  店 五星級 Melia Barcelona Sarriá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大西洋馬介修魚（鱈魚） 

https://www.viphotels.com/en/Menu/Hotels/Portugal/Vip-Grand-Lisboa/About-Hotel.aspx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espana/barcelona/melia-barcelona-sarria/index.htm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或 在里斯本機場內用餐 

 

★來葡萄牙不可不吃的美食～大西洋馬介修魚  

葡萄牙人稱鱈魚為 bacalhau，音譯就是「馬介修」。相傳是在大約 1835年時無意中發明出來，漁民

發現把新鮮捕捉回來的鱈魚，放到木桶裡儲存，鱈魚被海鹽醃了一段時間後，不但不會腐爛，更會令

到肉質細嫩的鱈魚，變得肉質結實，而且更帶有原始粗獷的海洋風味，受到葡萄牙人歡迎。 

★貼心安排中段搭機(LIS/BCN) 

旅遊中交通工具多重的變化使用，固然是一種另類新穎的體驗；若換來的是個不愉快的旅遊經驗，值

得嗎?巴塞隆納及里斯本皆是此次的重點旅遊城市，然因節省成本，以致影響您隔日的體力和旅遊興

致，實在不值得!本公司貼心安排中段搭機從里斯本飛到巴塞隆納，省卻您長程拉車或火車之苦。 

 

 

第十一天 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聖家族教堂、米拉之家、奎爾公園、百年餐廳 Can 

Culleretes 
行  程 Buenos días！Barcelona！今日走進一個築夢的歡樂天堂，相較於瑞士的寧靜與巴黎的

浪漫，巴塞隆納有的是地中海式熱情的陽光與自由奔放的氣息。【聖家宗座聖殿暨贖罪

殿（加泰隆尼亞語：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一般

簡稱為聖家堂（Sagrada Família），是位於西班牙加泰隆尼亞首府巴塞隆納的一座未完

工的天主教教堂，由安東尼·高第設計。其高聳與獨特的建築設計，使得該教堂成為巴

塞隆納最為人所知的觀光景點。聖家堂從 1882年開始修建，因為是贖罪教堂，資金的

來源主要靠個人捐款，捐款的多少直接影響到工程進度的快慢，所以至今還未完工，是

世界上唯一尚未完工就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物。雖然該教堂並非主教座堂，但教宗本

篤十六世於 2010年 11月 7日造訪此教堂時將其冊封為宗座聖殿。有著波浪形設計的外

觀【米拉之家】（Casa Milà，經常被稱為 La Pedrera（加泰隆尼亞語，意為「採石場」））

加泰隆尼亞語名稱是 Casa Milà，意指「米拉的家」，就是「米拉先生府第」之意，雖然

又譯米拉公寓，卻是不太符合此建築的歷史和加泰隆尼亞語言的翻譯。米拉之家是加泰

隆尼亞現代主義建築師安東尼·高第的代表作之一，坐落在巴塞隆納市區裡的 Eixample

擴建區、格拉西亞街（Passeig de Gràcia）上。米拉之家建於 1906年至 1912年間，

當時是富豪佩雷·米拉先生（Pere Milà）因非常欣賞高第為巴特略先生設計的巴特略公

寓（CASA BATLLÓ），為了和富孀 Roser Segimon 結婚，而請高第設計的。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在 1984 年將包括米拉之家在內的幾個高第設計的建築列入世界遺產中。充分表

現自然主義且創意無限的，散步在【奎爾公園】（加泰隆尼亞語：Park Güell）位於加

泰隆尼亞巴塞隆納格拉西亞區（Gràcia）的厄爾卡梅爾（El Carmel）山上，由加泰隆

尼亞建築師安東尼·高第設計，建於 1900年到 1914年。作為安東尼·高第作品的一部分，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有如蛋糕一般的夢幻小屋、希臘式的百柱，叫人不

由自主的再一次為建築鬼才～高第的才能所懾服。今日我們特別安排於巴塞隆納【百年

餐廳（Restaurant Can Culleretes）】，創立於 1786年，這餐廳就是隱身在巴塞隆納歌

德區的小巷子之中，沒有斗大的招牌，門口也不氣派，但是一推開沉重的木門，裏頭真

的是又寬敞又明亮，牆上有許多老照片，紀錄著二百多年來造訪過的名人，裝潢簡單典

雅不失西班牙風情，享用加泰隆尼亞風味料理。【畢卡索美術館（Museu Picasso）】是

一座位於西班牙巴塞羅那的美術館，收藏有 4,251件西班牙藝術家畢卡索的作品。博物

館佔據了里貝拉的五所中世紀宮殿。1963年 3 月 9日開張時是世界上第一所專門收藏畢

卡索作品的博物館，驚世的畫風，無論是藍色時期、粉紅時期……都能深刻觸動您我心

中未曾發現的藝術靈感地帶！ 

＊1.畢卡索美術館（如遇訂位滿或休館，則改安排參觀米羅美術館）。 

  2.米拉之家（如遇訂位滿或休館，則改安排參觀巴特羅之家)。 

飯  店 五星級 Melia Barcelona Sarriá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百年餐廳 Can Culleretes 

https://www.melia.com/es/hoteles/espana/barcelona/melia-barcelona-sarria/index.htm


晚餐：西班牙海鮮飯＋水酒 

 

 

第十二天 巴塞隆納﹝市區觀光﹞/杜拜 
行  程 巴塞隆納的美是值得細細品味，當然需要多一點時間的停留，早餐後造訪【蒙朱伊克山

（Montjuïc）】是加泰隆尼亞巴塞隆納市中心西南部的一座山丘，可俯瞰巴塞隆納城市

美景，俯瞰著港口，山勢平緩，但是東側臨海處則幾乎是峭壁，山頂高 173公尺，有主

要興建於 17世紀的蒙特惠克城堡，一說其名稱來自中世紀的加泰隆尼亞文，原義是「猶

太山」；也有一說是來自拉丁文「Mons Jovicus」，意思是「朱庇特之丘」。順道前往路

易斯·孔帕尼斯奧林匹克體育場（Estadi Olímpic Lluís Companys），前稱蒙特惠克奧

林匹克體育場（Estadi Olímpic de Montjuïc），是位於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巴塞

隆納蒙特惠克奧林匹克環的一座大型體育場館，建於 1927年，199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

動會期間作為舉行開幕、閉幕儀式及田徑項目的主場館。接續前往【蘭布拉斯大道（La 

Rambla）】是位於加泰隆尼亞首府巴塞隆納市中心的景觀道路，由 5段街道構成，全長

1.2公里，介於哥特區、拉巴爾兩個街區之間，連接舊城區的加泰隆尼亞廣場與舊港的

哥倫布紀念碑，街名「蘭布拉」在加泰隆語與西班牙語意為旱谷或乾枯的河床，來自於

阿拉伯語的「لة  。因該街原為市區溪流的河道而得此名稱，（轉寫：ramla，意為沙地）「 رم

蘭布拉大道是巴塞隆納的指標景點之一。西班牙詩人費德里戈·加西亞·洛爾卡曾經說

過，蘭布拉大道是「世界上唯一我希望永遠不會結束的街道」，這裡隨時都充滿了人潮，

逛街、購物或找個露天咖啡座喝個道地西班牙咖啡小憩一番，身為商店街，全年均充滿

國內外旅客來在此造遊，特別是在旅遊旺季，在大多數情況下，街上遊客比當地人更多，

這改變了購物的選擇，以及這條街的性質。同時，它也成為扒竊的主要發生地。浪漫拉

丁風情是如此悠閒，或你可前往感恩大道上欣賞近代西班牙建築大師之作如巴特婁之家

CASA BATTLO……。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向另一個明日之星～杜拜，您能想到的，

這裡的一切都讓您嘆為觀止！ 
飯  店 機上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機上簡餐 

 

 

第十三天 杜拜－阿布達比～大清真寺、文化廣場、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行  程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 7個酋長國中，阿布達比是最大的一個，面積占國土面積的 80%，

其中包括大約 200個島嶼。阿布達比市就坐落在其中一個島嶼上，擁有一切作爲一個首

都的魅力和激情，儘管阿布達比大部分是沙漠，但阿布達比市是一個綠意濃濃的天堂，

寬闊的街道、美麗的公園和視力所及的遠方儘是綠樹。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Sheikh Zayed Mosque）】單看外表已知所費不菲，純白建築宏偉

不凡，足夠容納四萬名信眾一同聚會。廣闊中庭廣場地上，已見鋪滿馬賽克的花卉圖案，

走進殿內，又有花紋精細的義大利雲石牆壁，由天花垂下的七盞巨型吊燈，更鑲滿施華

洛世奇水晶，稱得上光芒耀目。只是最為人樂道的，還是主殿的地毯，這張全球最大的

手織波斯地毯，廣達五千七百平方公尺，由千名伊朗婦女花費 2年時間以手工編織而成，

為世界最大的手工波斯地毯，無以倫比的人文與工藝造就了大清真寺的富麗堂皇！【世

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re）】全球最高的貿易商展中心－高達 48層樓的，以建

築風格奇特聞名的電信大廈。【文化廣場（Culture Square）】行經阿布達比主要道路時，

會發現路旁有個寬廣的文化廣場，放置六個以石膏打造的巨大模型；分別是大砲、老城

堡、阿拉伯壺、玫瑰露香水瓶、薰香爐及菜罩等，是阿布達比的著名地標。做成這麼醒

目的模型，其實是想要讓到訪的遊客行經市區時，能先了解阿布達比當地人民的生活

面。在濱海大道上，可遠眺對岸的海景與美麗沙灘，絕美景致，讓人難忘。【阿聯酋傳

統民俗村（Heritage Village）】是可以讓你體驗或了解阿布達比在尚未發現石油前的



居民傳統生活面貌。內部展示生動活潑，讓人倍感趣味，像個活的博物館，值得參觀。 

一座座貝都因型式的帳篷、棕櫚葉和泥屋蓋成的屋子，以及早期清真寺建築，皆是仿過

去遊牧和漁業時期聚落打造而成；柵欄內飼養著駱駝和馬、動物園裡養著羊和牛，這些

都是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或畜產經濟來源；仿古老市集而建的露天市場，則賣著各種手

工藝品。 
飯  店 Palace Downtown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阿拉伯式料理      晚餐：PALACE Hotel自助餐 

 

 

第十四天 杜拜～捷運新體驗、阿聯酋購物中心 
行  程 杜拜，既現代化又傳統，既時尚又古樸，整座城市彷彿是妙趣無窮的萬花筒，瀰漫奇異、

鮮明又別具特色的氛圍，展現獨有魅力由於杜拜關稅低、貨物價格得以壓縮，因此包括

名牌服裝、鐘錶、汽車、電子用品、珠寶……等，常可以得到比原產地還低的售價，很

難不讓「血拚族」見獵心喜。晚餐安排七星飯店享用阿拉伯傳統美食與多國風味料理自

助餐，感受號稱全世界最奢華的飯店，遠觀或近距離欣賞七星級海天一色的宜人海景，

在波斯灣，體驗”最美的人生”！【體驗杜拜捷運】於 2009年 09月 09日通車，分高

架和地下兩種行駛方式，沒有駕駛員，全部電腦操控，這套捷運的另一個特點是車廂分

級，有金級也就是頭等車廂、一般車廂和婦幼車廂三種票價，頭等車廂更是比照飛機頭

等艙，除了配備真皮座椅，還有電子遊戲機供乘客打發時間，車廂裡視野開闊，讓人坐

進去比坐私家車還舒服，您可親自體驗這特別先進的交通科技。【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世界最高的建築物，828公尺高，哈利法塔的表層，看起來與附近的傳統杜拜

建築相映成趣，日出時，燦爛陽光反射在建築表面，不容錯過，哈里發塔的設計為伊斯

蘭教建築風格，樓面為「Y」字形，並由三個建築部份逐漸連貫成一核心體，從沙漠上

升，以上螺旋的模式，減少大樓的剖面使它更如直往天際，Y字形的樓面也使的杜拜塔

有較大的視野享受，在杜拜塔上並可以看到世界第八大奇景 " 世界地圖島 "；這是由

300個島嶼勾勒出的一幅世界地圖：縮小的法國、美國佛羅里達州、俄亥俄州都包括在

內，甚至原本冰雪覆蓋的南極洲也處在當地的炎炎烈日之下。然而這一切奇特景象並非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是杜拜雄心勃勃的人工島計劃！【杜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

是杜拜眾多購物和娛樂景點之中的「巨無霸」，面積稱霸全球的購物與娛樂設施，單是

購物中心的面積已經十分驚人：共 1,200間零售店、150多家餐飲店，還有數之不盡的

悠閒設備，杜拜購物中心號稱擁有最多時裝品牌，購物中心內更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室內

水族館；水族館長 51公尺、高 20公尺、寬 11公尺，大家可以一邊購物，一邊欣賞海

底世界。另外還有室內主題公園、溜冰場及總共 22院的電影中心以及全球最大的室內

黃金市場。堪稱是中東規模最大，風格迥異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杜拜音樂噴泉（Dubai 

Fountain）】全球最大的音樂噴泉表演；顧名思義，音樂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因為每一段表演都搭配不同的歌曲做伴奏，隨著音樂的節奏，利用五光十色的燈光效

果，水花會呈現高低起伏的波動，舞動出不同凡響的音樂饗宴。【七星帆船飯店（Burj Al 

Arab）】世界上唯一的建築高度最高的七星級酒店；因為飯店設備實在太過高級，遠遠

超過五星的標準，只好破例稱它做七星級，開業於 1999年 12月，它建在離海岸線 280

公尺處的人工島 Jumeirah Beach Resort上。杜拜揉合了最新的建築及工程科技，迷人

的景致及造型，使它看上去仿佛和天空融為一體。Burj Al Arab的工程花了 5年的時間，

2年半時間在阿拉伯海填出人造島，2年半時間用在建築本身，使用了 9,000噸鋼鐵，

並把 250根基建樁柱打在 40公尺深海下，飯店由英國設計師 W•S•Atkins設計，外觀

如同一張鼓滿了風的帆，一共有 56層、321公尺高，是全球最高的飯店，比法國艾菲爾

鐵塔還高上一截。除了獨特的外觀，Burj Al Arab內部更是極盡奢華之能事，觸目皆金，

連門把、廁所的水管，甚至是一張便條紙都“爬”滿黃金。雖然是鍍金但要優雅不俗地

以金裝飾，則是對設計師品位功力的考驗。晚餐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可

愛的家。 

https://www.addresshotels.com/en/hotels/palace-downtown/


飯  店 機上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七星帆船飯店自助餐 

 

 

第十五天 杜拜 DXB/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西葡＋杜拜十五天之旅。 

敬祝健康、快樂。 
飯  店 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參考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