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團費 NT$ 190,000，包括國泰航空經濟艙團體機票、一個中段航班與稅金

印象．西班牙：位於西班牙南部的

安達魯西亞被稱為「西班牙中的西班

牙」，地中海豔陽、華麗摩爾宮殿、

佛朗明哥、鬥牛士與吉普賽女郎，所

有我們對西班牙的印象皆發源於此。

曾受到來自北非的摩爾人統治長達八

個世紀，伊斯蘭教與天主教交匯碰撞，

吉普賽人和猶太人亦在此留下足跡，

使這裡發展出獨特的人文風情。可愛

迷人的白色山城、世界第三大的塞維

亞教堂、帶有神祕色彩的哥多華大清

真寺、舉世聞名的阿罕布拉宮……，

浪漫誘人的異國情懷令人流連忘返。

南北皇城：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自十六世紀起迅速崛起，這個充滿活力

的新生代城市，交織南歐性格的歡愉氣氛與多元的藝文氣息。南方的

格拉納達則是伊斯蘭教在伊比利半島上的最後王城，至今仍保留許多

阿拉伯風情的建築藝術與街區，為西班牙首屈一指的觀光勝地。

精選住宿：格拉納達、塞維亞、馬德里三座著名歷史古城，皆住宿

舊城位置絕佳的五星級旅館、各連泊二夜。

異數風格旅行社 2017逍遙系列

另可隨時出發

安達魯西亞璀璨文明1 28.

1/28
1/29
1/29
2/05
2/06

19:30 - 21:30
00:45 - 08:10
11:40 - 12:45
11:20 - 07:05+1
08:35 - 10:15

台北 TPE － 香港 HKG
香港 HKG － 馬德里 MAD
馬德里 MAD － 格拉納達 GRX
馬德里 MAD  － 香港 HKG 
香港 HKG  － 台北 TPE

（航程 02 小時 00 分）

（航程 14 小時 25 分）

（航程 01 小時 05 分）

（航程 12 小時 45 分）

（航程 01 小時 40 分）

（六）國泰航空 CX451
（日）國泰航空 CX315 
（日）西班牙航空 IB546
（日）國泰航空 CX320
（一）國泰航空 CX474

餐廳   ♥粗茶淡飯  ♥♥入境隨俗  ♥♥♥高級餐廳  ♥♥♥♥米其林一星水準  ♥♥♥♥♥二星水準以上

旅館   ♥勉強過夜  ♥♥簡簡單單  ♥♥♥中規中矩  ♥♥♥♥舒舒服服        ♥♥♥♥♥住進去不想出來



詳細行程 BLD 表示團費包含的早午晚餐

Day 2

早晨國泰 CX315 抵達馬德里機場，於機場輕食午餐，接著轉搭西班牙航空 IB546飛往格拉納達，專車

接機前往市中心（20km/0.5hr），入住五星級 Hospes Palacio de los Patos（35m² 豪華房宿二夜），飯

店距離圓環廣場僅數步之遙，散步逛街極為便利。格拉納達是西班牙境內受伊斯蘭統治最久的城市，充

滿濃厚的阿拉伯風情，唾手即是璀璨絢麗的文明遺跡，城內的阿爾拜辛是歐洲保存最好的摩爾風格城區，

這裡擁有欣賞阿罕布拉宮最完美的角度；山腳下的阿拉伯街異國商鋪林立：有來自摩洛哥的手工牛皮燈罩、

伊斯蘭風格傳統飾品與摩爾式茶館，彷彿置身一千零一夜的神話祕境，傍晚於城中小館子簡單晚餐後返

回飯店，請視需要早點休息調整時差。

Day 3 1/30週一 BL宿格拉納達

早上參觀號稱世界上最美麗的阿拉伯風格皇宮：阿罕布拉宮 (Alhambra)，斑斕精緻的雕樑畫棟、令

人心曠神怡的噴泉庭園，堪稱伊斯蘭教建築登峰造極之作，1984 年被選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

化遺產，值得用一整個上午的時間細細品味。今日在當地小館子享用午餐，下午返回舊城自由活動，

晚餐自由覓食。說到西班牙多數人會聯想到熱情奔放的佛朗明哥，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發源地就在

安達魯西亞，飄泊的吉普賽人將艱難生活的憂傷情緒抒發在自創的歌舞當中，晚間我們前往城堡山

上的一間洞穴，近距離感受佛朗明哥歌舞的震撼！

包括

行程內容包含的午晚餐（含紅白餐酒）、七夜住宿

含早餐、交通、導遊司機行李小費等，二人一室每

位成人團費如上。本公司領隊隨團服務照例不收小

費。國泰經濟艙團體機票與一段中段。若早去延回

即機票自理，以上團費可扣 NT$ 45,000。

不包括

全程住宿單人房加價 NT$ 38,000。商務艙機票價

格請另洽。新辦護照費用，床頭小費，自由覓食與

自由活動時間費用。

注意事項

三人房每人團費減 5%。12歲以上孩童與成人同價，12
歲以下孩童佔床與大人同價、不佔床 70%（兒童餐）。

隆達國營旅館景觀房僅提供兩小床（另六夜旅館無此

問題）。馬德里米其林二星餐廳不接受8歲以下孩童。 城市      住宿     機場             拉車         高鐵       飛行

1/29週日 LD 宿格拉納達



Day 4 1/31週二 BLD宿隆達

早上退房向西行，造訪位於山間的白色小鎮弗里希利亞納

（100km/1.5hrs），當地居民別具巧思在白牆上飾以陶器

與彩繪瓷盤，櫛比鱗次的白色房屋讓人用相機隨手一拍就

如明信片般出色。在當地小館子午餐後，接續前往位於陡

峭山壁上的隆達山城（170km/2hrs），入住四星國營旅館

Parador de Ronda（34m² 景觀房宿一夜，此房型僅提供

兩小床），盤據懸崖至高點的地理優勢，獨佔絕佳視野，

一眼便能望盡新橋兩端的壯麗風景。晚間步行前往城中小

館享用創意 Tapas 晚餐。

Day 5 2/1週三 BD宿塞維亞

隆達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被河流硬生生地切成兩

半，壯闊的峽谷平原與垂直落差數百公尺的斷崖形成強烈

對比。河岸兩側的新、舊城區由三座橋樑相連，其中耗費

半個世紀興建的新橋 (Punte Nueva) 被視為隆達的象徵，

來訪此地的遊客無不被它磅礡氣勢所震懾。這裡也是鬥牛

的發源地，我們將由導遊帶領參觀西班牙最古老的鬥牛場

與博物館及瀏覽城中古蹟，隨後自由漫遊舊城，恣意享受

西班牙的中世紀風情，午餐請於城中自由覓食。

下 午 前 往 塞 維 亞（140km/2hrs）， 入

住舊城中心五星級 Hotel Alfonso XIII
（35m²~ Grand Deluxe 宿二夜）。這

家飯店前身是 1929 年塞維亞萬國博覽會

各國元首的招待所，典型安達魯西亞風格

庭院建築，於 2012 年翻修後風華再現。

晚間在鎮上小館晚餐。

Day 6 2/2週四 BL宿塞維亞

豐富的歷史與美洲殖民地帶來的財富，將塞維亞塑造成西班牙南部最美麗的城市：西班牙廣場在陽光下

閃耀昔日榮光，摩爾人與基督教君主共同塑造的精緻皇宮，還有世界第三大的教堂讓人驚嘆，我們將由

當地導遊帶領徒步參觀。中午搭乘馬車遊覽河畔與舊城（如遇天候不佳無法乘坐則退費），抵達米其林

一星 Abantal ★餐廳享用主廚的創意料理。餐後自由活動，今日晚餐自由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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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2/3週五 BLD宿馬德里

退房後行李由專車運送至馬德里，我們則兩手空空乘火

車前往哥多華，在導遊帶領下入內參觀前身是清真寺的

大教堂，其貌不揚的外表內含超過 850 根花崗岩和大理

石柱，紅白兩色整齊排列的馬蹄形拱門一字排開，融合

在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圓頂下，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奇

妙空間，室內光線微妙如迷宮般撲朔迷離，讓人不自覺

地迷失在神祕氣氛當中。接著造訪著名的百花巷，悠閒

漫步欣賞柳暗花明、精心布置的巷弄與庭院。

下午搭乘 AVE 高鐵前往馬德里，以 100 分鐘

的時間奔馳跨越 400 公里，並於火車上簡單午

餐。抵達馬德里後與專車會合，入住市中心五

星級 Westin Palace Hotel（29m² 豪華房宿二

夜），旅館鄰近購物大街、距離太陽門廣場僅

600m，普拉多美術館就在對街、輕鬆步行可

達。傍晚漫步太陽門周邊，感受西班牙首都的

歷史與景緻，並造訪市中心熱鬧的聖米蓋爾市

集，品嘗精緻小吃當作晚餐。

Day 8 2/4週六 BL宿馬德里

早餐後步行前往全西班牙最重要的藝術殿堂―普拉多美術館，由導遊帶領欣賞本地大師哥雅、葛雷科等

的畫作。中午於米其林二星★★餐廳享用惜別午宴，餐後自由活動，請把握時間購物，晚餐自由覓食。

Day 9 2/5週日 B

早晨退房後專車前往馬德里機場（20km/0.5hr）從容退稅後，搭乘國泰 CX320 班機返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