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3、10                                                 團費：每人／68,000 元起 

2/7、28                                    團費：每人／71,000 元起 

3/14                                        團費：每人／72,000 元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簽證費，不含小費、高北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特別贈送佛朗明哥舞秀】 

佛朗明哥舞表演 (劇場內晚餐)：欣賞西班牙最傳統的佛朗明哥舞表演，讓您親自感受舞者們動人的嫵媚風情；於劇場內安排享

用晚餐，一來節省你從旅館至餐廳和用餐後再從餐廳至劇場趕場奔波之苦；二來一般僅看秀而不用餐之貴賓座位皆安排於前面

幾排，非常的接近舞者；眾所皆知，想要一覽排場壯大的舞曲，非得坐在中後半部，因座位處於視野較佳處，歐美日本團皆是

如此安排。 

 

【交通優勢】 

《兩點進出不走回頭路》：馬德里進、巴塞隆納出，讓您以最超值、最省時、最精彩的方式一次暢遊西班牙六大省份精華景點、

聯合國指定的世界遺產，留下最美好的旅遊記憶。 



 

【旅遊路線圖】 

 

註：以上地圖僅提供路線示意參考，並未依照比例繪製，請見諒！ 

【貼心安排】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全程安排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的專業解說，

不受外界所干擾。 

註 1:保證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註 3:如有遺失之狀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2000 元。 

 

【世界遺產】 

 



【行程特色】 

普拉多美術館：埃爾柯雷哥、委拉斯蓋茲、哥雅等巨匠之作盡收眼底。 

註：許多旅行社為降低成本，馬德里只安排走馬看花行程，反而把最重要的美術之旅拋開。 

中世紀古城塞哥維亞：漫步國王大道，見證當時貴族光輝，古羅馬帝國遺址，享受西班牙美食。 

 

托雷多：漫步中古世紀小鎮，一覽西班牙名畫，享受悠閒氣氛。 

 

白色風車村:唐吉軻德筆下的世界文學名著場景，體驗中古世紀騎士精神。 

 

哥多華：伊斯蘭文化與基督教美妙融合的迷人城市。 

 



塞維亞：文學劇作卡門的發生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出發地。 

 

格拉納達：體驗璀璨的回教文化與摩爾風情。 

瓦倫西亞～科學藝術城：這座耗資近百億台幣的科學與藝術之城，號稱是歐洲跨世紀最浩大的文化建設工程，滿設計感的流線

造型令人驚艷，為這座古都打造出耳目一新的不同面貌。 

巴塞隆納：評選世界第一的旅遊城市、高第建築藝術重鎮。 

 

【風味餐食】 

馬德里~TAPAS 風味餐：說起馬德里的小酒館，在 14 世紀在主廣場和維拉廣場之間就有 50 多家的酒館，在之後的兩百多年間

數量更是增加到 800 多家，然而在 19 世紀初期時酒館逐漸轉型為較為典雅，至今存留下的酒館僅餘百家。來這類受年輕人青

睞的酒館最大的特色在於每家店的外觀與室內都上有非常漂亮的瓷磚，尤其是內部的瓷磚皆繪有具西班牙特色的圖案，既古典



又時髦。 

塞哥維亞：香烤乳豬風味餐：西班牙的烤乳豬是因為國王下詔全國大廚而研發出來的美食，能做為烤乳豬的豬隻必須經過精挑

細選，重量 3～4 公斤，未滿二星期的小豬仔，經過幾小時的精心烹調。廚師會推出他們烤熟的招牌全乳豬，接著拿出一個盤

子，俐落地用盤子邊緣，把整隻烤乳豬分切成數份，最後手一拋，盤子從空中落地砸個粉碎，讓客人同時擁有視覺、聽覺及味

蕾的享受。 

佛朗明哥舞表演(劇場內晚餐)：安排欣賞西班牙最傳統的佛朗明哥舞表演，讓您親自感受舞者們動人的嫵媚風情；於劇場內安

排享用晚餐，一來節省你從旅館至餐廳和用餐後再從餐廳至劇場趕場奔波之苦；二來一般僅看秀而不用餐之貴賓座位皆非常的

接近舞者；因座位處於視野較佳處，歐美日本團皆是如此安排。 

瓦倫西亞：西班牙海鮮飯：西班牙海鮮飯是西餐三大名菜之一，與法國蝸牛、意大利面齊名。海鮮飯的原產地瓦倫西亞位於地

中海東海岸，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瓦倫西亞的大米文化歷史久遠，早在阿拉伯人統治西班牙時期，就通過絲綢之路引進了東

方的稻米、火藥、橙子等。藏紅花、海鮮、大米、橄欖油的黃金組合，成就西班牙海鮮飯的獨一無二，輔以雞肉、香腸和各種

蔬菜，經由炒、燴、燜三步，讓配料的味道沁入每顆飯粒中，再淋上鮮檸檬汁，鮮香入味，令人欲罷不能。 

巴塞隆納：畢卡索四隻貓餐廳(含水酒、咖啡)：對於巴塞隆納現代主義有興趣的人，可千萬別錯過這個具有歷史價值的餐廳！

它位於購物區內的一個小巷內，是由著名建築師卡達法 Puig ICadalfach 所設計，而它的第一份菜單更是由當時年輕的畢卡索

所設計的。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TK025  台北(桃園)  伊斯坦堡  22:10  06:00+1  

第二天 TK1857  伊斯坦堡  馬德里  08:10  10:45  

第十天 TK1856  巴塞隆納  伊斯坦堡  18:10  23:50  

第十一天 TK024  伊斯坦堡  台北(桃園)  02:05  17:4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1 天  桃園伊斯坦堡(飛行時間約 12 小時)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遊馬德里見證西班牙歷史，聽安塔露西亞三大名城之文化交萃，賞巴塞隆納之建築聖地，西班牙圓舞曲，

每日獻給您不同的西班牙樂章。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夜宿

機上。 

貼心的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2天 伊斯坦堡 (飛行時間約 4 小時 25 分) 馬德里(93KM)塞哥維亞 SEGOVIA馬德里

Madrid 

班機中午抵達馬德里。  

【塞哥維亞】西班牙伊莎貝爾一世女王加冕之地，漫步於寧謐街道，緬懷昔日被羅馬人統治時的繁華盛景。

抵達後，參觀二千年前羅馬人所建，用瓜達拉馬山上的花崗石堆砌，長 28 公尺，高 29 公尺有 165 個拱

門的羅馬水道橋，全長 728 公尺，這是整個伊比利半島保存最壯觀最完整的古羅馬遺跡之一，雖然經歷修

復，但還是將古羅馬榮光展露無遺。佛朗哥廣場旁的大教堂，哥德式建築建於 16 世紀，一根根精雕細琢

的小尖塔設計頗為特別。接著前往塞哥維亞外牆斜坡上，遠眺美麗的阿爾卡薩爾城堡。據說白雪公主電影

即以此地為拍攝場景。塞哥維亞已於 197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晚餐特別安排於火腿博物館享用西班牙著名 TAPAS 風味餐。 

【火腿博物館~西班牙美饌精選－TAP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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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精選於

馬德里最著名的火腿博物館這間美食餐廳，是提供屬於正統道地西班牙佳餚，深受當地人的喜愛。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香烤乳豬風味餐 (晚餐) 西班牙 Tapas 風味餐 

住宿：四星 MELIA AVENIDA AMERICA 或 四星 Elba Madrid Alcal 或 四星 ILUNION Alcal? Norte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  (72KM)托雷多 TOLEDO 
【馬德里】坐落於西班牙的中央，因為曾經是摩爾人的回教中心，而以阿拉伯文命名的城市馬德里，原本

是默默無名的小鎮，直到西元 1561 年，菲力普二世將此地訂為西班牙首都。西班牙皇宮，結合巴洛克式

與新古典主義建築，外觀融合新古典主義及文藝復興風格，結合巴洛克式與新古典主義建築，令人不禁發

出驚嘆之聲！隨後於西班牙廣場，仰望古今交錯的西班牙大樓及一代文學大師塞萬提斯雕像，續前往哥倫

布廣場、西貝流士噴泉。傍晚時分前往太陽門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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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進太陽門廣場附近的街巷時，一覽《熊爬樹》

之馬德里市徽名景。  

【托雷多】太加斯河環繞的中世紀古城，乃西班牙歷史縮影，護城河、矮矮的城牆、古老的石板路，小巧

而迷人，由太加斯河畔遠眺城區美景，方形的舊皇宮有如城堡般位於城區的最高處，城中還維持中古世紀

之古城風情。漫步在托雷多古城彎彎曲曲的石鋪馬路上，想像著古人生活情景，體會古樸的生活樂趣。托

雷多大教堂，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費時三百年才完工，回教時期這裡轉變成清真寺，內部哥德式裝飾的

主禮拜堂相當華麗，而混合各種建築形式的外觀給人文化衝擊的不同感受。聖馬丁橋是進入古城的老橋，

遠眺阿卡薩城堡位在托雷多古城的高點。 

【入內參觀】普拉多美術館。 

【下車拍照】西班牙皇宮、西班牙廣場、哥倫布廣場、太陽門、托雷多大教堂、聖馬丁橋。 

【行車經過】西貝流士噴泉。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自助燒烤餐 

住宿：四星 ALFONSO VI 或 四星 EUROSTAR TOLEDO 或 四星 Beatriz Toledo Auditorium & Spa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托雷多(65KM) 白色風車村(20Km) 唐吉軻德小酒館(257KM) 哥多華

CORDOBA 

【白色風車村】唐吉軻德書中出現過的場景，山丘上尚立數座白色的風車群，在一片無垠的平原排列展開， 

構成典型拉曼查地區的鄉村風景。  

爾後前往西班牙文學名作家塞萬提斯投宿多次且為小說故事背景為舞台唐吉軻德客棧，欣賞到拉曼查鄉村

地區建築風格。拉曼查的赤紅色的大地、橄欖樹、風車(巨人)。 

【哥多華】安塔露西亞地區回教古都，是 8 世紀中到 11 世紀初的首都，也是締造空前繁榮的回教古都。

當時這裡有超過 300 座的清真寺，可見證三個世紀以來混和回教猶太教和天主教風格的精彩建築藝術。  

抵達後參觀由摩爾人於西元 785 年所建築，亦為目前世界第二大之清真寺，歷史的演變使清真大寺混合基

督教及回教之建築風格，外部 19 扇門面顯現其壯闊氣勢，而內部由 850 根瑪瑙碧玉般的大理石圓柱裝飾

而成，繁複的拱門，走入其中則讓人有進入迷宮的感覺。清真寺已於 198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

界文化遺產。  

清真寺前是橫跨瓜達爾基維爾河的～【羅馬橋】，以石材建築的羅馬橋，最早建於西元一世紀，在 13 到

19 世紀間又陸續修築，連接兩岸的 Campo de la Verdad 區和主教座堂區，共有 16 個橋孔，至今仍可讓

行人通行，站在對岸，剛好可以把羅馬橋與清真寺拍在一起，也是哥多華最代表性的風景。 

爾後您可自由前往老市區逛逛，位於清真寺後方的猶太人街區、百花巷，各具特色蜿蜒如迷宮般的小巷，

有著粉白色房屋，巷旁的住戶把一盆盆顏色鮮豔的花朵，掛滿在白色牆上，流露出特有的安塔露西亞風情，

處處是取景拍照的好地方，不少明信片上都可看到這個風景！ 

【入內參觀】白色風車村、唐吉軻德客棧、清真寺。 

【下車拍照】猶太人區、百花巷、古羅馬橋。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唐吉軻德客棧豬排風味餐 (晚餐) 飯店內晚餐 

住宿：四星 MARCIA ALFAROS 或 四星 AYRE HOTEL CORDOBA 或 四星 Cordoba Center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哥多華 (142KM)塞維亞 SVEVILLA(卡門歌劇背影之地)  (248KM)格拉那達

Granada 

【塞維亞】安塔露西亞首府，曾經是文學劇作家筆下大作—卡門的故事發生地，也是塞維亞的理髮師名作

的故事所在地，更是著名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拍片現場的場景，親臨現場往事場景歷歷在目，塞維亞在

1929 年及 1992 年兩度舉辦過萬國博覽會，是一個因為航海和貿易發展而形成的繁華都會。  

隨後入內參觀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維亞大教堂】(世界第三，僅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倫敦聖保羅教堂)，

此教堂因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黃金時代，造就出不凡之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對西班牙航海貢獻最大



之哥倫布長眠於此由後世景仰。  

前往【西班牙廣場】。西元 1492 年，航海家哥倫布，就是從這裏出發前往探險，而發現美洲新大陸，除了

帶給王室無以數計的財富，也為人類歷史寫下新的一頁，今天我們的參觀就好像回顧歷史，亦如倘佯在文

學及歷史古蹟的薰淘之中。當地市民的休憩場所，留有全國最大、也是當年為了舉辦萬國博覽會所建的主

場地， 兩旁有著古典的噴泉迴廊。 

【入內參觀】塞維亞大教堂(如遇宗教節日及週日彌撒日因而關門，則改安排參觀塞維亞阿卡薩城堡) 

【下車拍照】西班牙廣場。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佛朗明哥劇場晚餐 

住宿：四星 Alixares 或 四星 Macia Real de la Alhambra 或 四星 Corona de Granada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格拉納達 Granadax (350KM)阿利坎特 Alacant 
【格拉那達】伊斯蘭文化遺跡，曾被阿拉伯人統治近千年，是西班牙境內接受回教統治最久的城市。它擁

有世上最美麗的阿拉伯式宮殿，充滿回教風情的阿爾拜辛區和白色薩克羅蒙特山丘，璀璨精緻的回教文化

在此展露無遺，略帶憂鬱的精緻美感及絕代風華，譜出一首首令人詠嘆不絕的輓歌。 

【阿罕布拉宮】建於 13 世紀的摩爾式碉堡，18 世紀時淪為廢墟，是摩爾人在「黃金時代」所遺留下之產

物，精緻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驚世之美令人讚賞；於此拜訪文藝復興式建築的查理五世皇宮、

極俱藝術價值的王宮區，美麗絕倫的回教宮殿及清澈溪水環繞的阿拉伯式格內拉利費宮庭花園，令人流連

忘返。198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文化遺產。 

【阿利坎特】這是由瓦倫西亞連綿到南邊地中海沿岸一代的休閒聖地，亦是白色海岸 Costa Blanca 的中

心地，抵達後前往聖巴巴拉城堡，在此您可以俯瞰阿利坎特和湛藍的大海，絕佳的景色盡收眼底。  

【下車拍照】聖巴巴拉城堡。 

【入內參觀】阿罕布拉宮。 

註：為保護古蹟文物，納薩里耶斯宮 Palacios Nazaries，嚴格把關每日進場人數及開放購票時間。若遇當天預約已滿、無法接

受預訂，將改參觀【格拉納達皇室禮拜堂】，不便之處懇請見諒。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阿罕布拉宮的自助餐 (晚餐) 地中海鮮魚餐 

住宿：四星 Abba Centrum Alicante 或 四星 Melia Alcante 或 四星 Tryp Alicante Gran Sol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阿利坎特 Alacant (60KM)天空之城 (157KM)瓦倫西亞 Valencia (259KM)塔

拉哥納 Taragona 
【天空之城】此處的懸崖山峰佇立於大地之上，依峭壁山勢而建，山頂有堡壘座落其上。拾階而上，登高

望遠，水色山光盡收眼底。 

【瓦倫西亞】地中海濱渡假城市，西班牙第三大城，抵達後參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的絲綢交易中心，15 世紀鼎盛的絲綢商貿所建，直到 19 世紀皆作為絹布及其他商品的交易所，為哥



德式建築的完美表徵，每道細節都呈現創意與實用的結合，此建築在歷史及藝術方面都是您不可錯過的景

點。 

瓦倫西亞的中央市場，是歐洲最古老市場之一，建於 20 世紀初以現代主義風格下去設計，使用色彩豐富

的磁磚及馬賽克打造而成，也是歐洲最古老的市場之一！ 

接著前往充滿未來感造型的科學藝術城，這座耗資近百億台幣的科學與藝術之城，號稱是歐洲跨世紀最浩

大的文化建設工程，以未來為主題的建築群，包括了四個部份：藝術歌劇院、天文館、科學館，以及歐洲

最大的水族館，充滿設計感的流線造型令人驚艷，為這座古都打造出耳目一新的不同面貌。 

【下車拍照】天空之城、絲綢交易中心、中央市場、科學藝術城。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西班牙海鮮燉飯料理 (晚餐) 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四星 Tarraco Park Tarragona 或 四星 SB CIUTAT DE TARRAGONA 或 同級旅館 

第 8天 塔拉哥納 Taragona (128KM)名牌購物城 La Roca Village (35KM)巴塞隆納
(西班牙村) 
【塔拉哥納】為古羅馬時期伊比利半島上的重要城鎮之一，城鎮內外都保留了許多古羅馬時期的風貌。最

為經典的是襯著地中海海岸的羅馬競技場，俯瞰有『地中海陽台』之稱的黃金海岸。整個舊城區充滿著豐

富的羅馬時期遺跡，，於 2000 年正式登錄為世界遺產。 

【La Roca Village】巴塞隆納近郊的購物商城，到此您可看見一間間歐洲小屋相連成為小村在此整年全日

開放，裡面有將近 許多知名設計師品牌的系列產品，分佈在每一間小屋，不管是國際精品或是時尚潮牌，

您可隨您喜好進入選購，這裡絕對是您血拼的好地方，請好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唷！ 

【西班牙村】是 1929 年巴塞隆納萬國博覽會時籌建，完工之後受到極大迴響，這座主題樂園集結了西班

牙境內 17 個地區最有特色的建築，都是參照各地區知名建築而建；由西班牙各城鎮都能看到的「大廣場」，

到安達魯西亞的白色村落、教堂鐘塔，可一一回味起西班牙遊程的點點滴滴。村裡設有多家餐廳及紀念品

店，還有藝術家的工作坊，可以買到不少有特色的紀念品。 

【下車拍照】羅馬競技場。 

【入內參觀】西班牙村。 

【自由活動】outlet。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自理(方便逛街) (晚餐) 西班牙傳統料理 

住宿：四星 Port Fira 或 四星 Fira Congress 或 四星 Front Maritim Hotel 或 四星 H10 Marina 或 同級旅館 

第 9 天 巴塞隆納(市區觀光、聖家堂、奎爾公園) 
【巴塞隆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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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擁有 1000 年以上歷史的城市，是加泰隆尼亞的中心。畢卡索、米羅、高

第等大師都在這裡嶄露頭角，是個名副其實的藝術之都。 

【加泰隆尼亞廣場】附近之百貨公司、街頭藝人、咖啡座林立，莎士比亞曾說過《聰明的慢慢來，走太快

會跌倒》，建議您不妨悠閒地漫步於此，充分享受西班牙午後的浪漫時光！ 

【蘭布拉斯大道】這裏隨時都充滿了人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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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拉丁風情是如此悠閒。 

【聖約瑟市場】蘭布拉斯大道旁，是個每天都塞滿觀光客的傳統市場。走進市場迎面而來的就是五彩繽紛

的視覺饗宴，無論是菜販還是水果商都把蔬果擺放得整整齊齊。四處逛逛後發現肉販也是把肉疊得井然有

序，像是醃製品、香料、糖果等眼神所能觸及的範圍皆是。隨處一看就像一幅色彩瑰麗的水彩畫般。聖約

瑟市場的環境乾淨採光好，沒有攤販吵雜的叫賣聲，只有熱鬧氣氛和遊客的嬉笑聲，逛起來非常舒服。 

【巴特婁之家CASA BATTLO】是高第最知名的豪宅作品之一，夾帶加泰隆尼亞文化中聖喬治屠龍的故事，

讓建築充滿童話色彩。  

【米拉之家】米拉之家是高第設計的最後一個私人住宅，波浪狀的外觀有如海浪，讓人有無限想像。屋頂

是最有梗的地方，上頭有許多造型奇特的煙囪與塔，就像走進太空世界般奇幻。 

【聖家堂】動工百餘年現仍未完成的天才建築家高第的代表作，門牆上的浮雕，出自雕塑家蘇比拉什之手

的一百多尊雕像全部源自《聖經》故事。從聖子的洗禮到最後的晚餐；從背叛的猶大到違心的彼得，一尊

尊都精雕細刻，形同活物。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施工至今尚未完工，由著名的建築天才：安東尼奧高第所設

計，他將生命中的所有心力都傾注在此；教堂共有三座宏偉的立面，東、西、南面各具代表性，以完美而

協調的手法呈現，線條簡潔而力落，如此特殊造型，令人印象相當深刻。  

【奎爾公園】高第獨具匠心所設計的，建立於一百多年前，這是高第大師名作中最容易讓人親近的，利用

原本的山坡地形，搭配蘑菇、糖果屋及色彩斑斕的大蜥蜴，曲線造型的馬賽克座椅，大膽的巧思令人喜愛。 

【入內參觀】聖家堂、奎爾公園。 

【下車拍照】蘭布拉斯大道、聖約瑟市場、米拉之家、加泰隆尼亞廣場。 

【行車經過】巴特婁之家。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畢卡索四隻貓餐廳(含水酒、咖啡) 或 巴塞隆納百年餐廳(含水酒、咖啡) (晚餐) 自理(方便購物) 

住宿：四星 Port Fira 或 四星 Fira Congress 或 四星 Front Maritin 或 四星 H10 Marina 或 同級旅館 

第 10 天 巴塞隆納(回程安排下午班機，多出半日旅遊時間)  (飛行時間約 3 小時 25 分)伊斯坦堡 
今早迎著和煦的陽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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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哥倫布紀念塔，

於蒙特惠克山丘俯瞰巴塞隆納城市美景、續拜訪 1992 年奧運會場，浪漫拉丁風情是如此悠閒，之後向現

代藝術之都巴塞隆納道聲再見，告別南歐一熱情拉丁。午後前往機場搭乘客機返回甜蜜的家，夜宿機上。 

【下車拍照】蒙特惠克山丘、1992 年奧運會場。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覽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1 天 伊斯坦堡 (飛行時間約 11 小時)桃園 
班機於今日晚間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備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

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

請您見諒。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

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

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

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

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Ｂ.申根免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

效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

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歐元*11天=110歐元。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10.08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