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比利半島 

位於歐洲西南角，東面和南面臨著地中海，西邊是大西洋，北臨比斯開灣，在東北部由庇里牛斯山脈與歐洲

大陸連接。總面積約 582,000 平方公里，主體國家為西班牙與葡萄牙。 

 

 

 

 

 

 

葡式浪漫、虔誠朝聖、里奧哈美酒與巴斯克藝術美食 
西北伊比利半島 14 日 

 



 

 

西班牙北部 
自 1992 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會後，世人對西班牙有了不同的看法，也開啟國人遊覽西班牙的興趣，但大部份

旅遊行程仍著重在西班牙的中部、南部與巴塞隆納，簡言之就是伊比利半島的東南部地區。 

現在看來經濟不太景氣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其實早在 15 世紀可是海上強國。當年歐洲人為了「胡椒」，拼命

尋找通往印度的純海上航線，這兩個位於伊比利半島、遠離歐洲心臟地區的國家，卻是開啟海權時代的功

臣，且擴大了歐洲的世界地理版圖。 

 



 

 

葡萄牙 
想想看，咱們常稱台灣為"福爾摩沙" (Ilha Formosa)，就是 1542 年葡萄牙水手喊出來的，意思是美麗之

島；而現在成為歷史古蹟的”淡水紅毛城”，最早是 1628 年由當時佔領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所興建，可證

明其海上勢力之大。有這樣的淵源，當然得要找個機會拜訪一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囉！因此，這回的重點在伊

比利半島西北部，就是大家比較不熟悉的葡萄牙和較不為人知的西班牙北部，來個不一樣的行程！ 

 

 



 

 

 
以歐洲推崇的綠色米其林旅遊指南：三顆星 Highly Recommend 的標準，加上權威性的世界文化遺產評

鑑，安排出高度造訪價值的景點。 

 

葡萄牙中北部－葡式浪漫： 

 海權起點歐陸的盡頭、葡式蛋塔發源地 - 里斯本區 

 葡萄牙舊都與文化之都 - 科英布拉區 

 英人趨之若鶩的酒鄉 - 波多 

 2012 歐洲文化之都  - 基瑪拉斯 

 有葡萄牙最美麗教堂 ‒ 布拉加 

 

世界文化遺產： 

1983 年貝倫塔與傑羅尼莫斯修道院 

1995 年辛特拉 

2001 年基瑪拉斯 

2013 年科英布拉大學 

1996 年波多舊城 



 

 

 

西班牙北部－朝聖之路、里奧哈美酒： 

 三大朝聖地之一 -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傳統葡萄酒鄉 - 里奧哈區 

 卡斯提亞與萊昂區：高第拔刀相助的阿斯托加主教宮、古萊昂王國的首府與燦爛的大教堂、英雄熙德之

城布爾戈斯。 

 巴斯克區：上流貴族的渡假勝地聖塞巴斯提安、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坎塔布里亞省：因史前人類遺蹟聞名的阿爾塔米拉洞窟、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小鎮聖提亞納。 

 
世界文化遺產： 

1985 年聖地牙哥老城 

2009 年赫拉克利斯燈塔 

2000 年盧戈的羅馬城牆 

1984 年布爾戈斯大教堂 

2006 年比斯開運渡橋 

1985 年阿爾塔米拉洞穴 



 

 

 
長安國際為求行程順暢而選擇適當的住宿，根據整個地區的住宿條件，精心挑選出有質感的旅館。 

 

 王子與情人的宮殿 

特地安排科英布拉十九世紀的宮殿旅館－淚珠莊園，在王宮貴族的昔日住所，圓您的王子公主夢。 

六百多年前，卡斯提亞國的王子礙於政治，必須娶西班牙公主為妻，無奈他愛的是公主身旁的侍女，不被

允許的愛情，以侍女的不幸與王子的終身未娶告終。後來，後人按照登基後國王的遺言，將他與侍女的靈

柩，以腳對腳方式擺放著，只為等待著審判日重新醒來時，他們第一眼就能看見彼此。有人說，王子與侍

女以愛的運河傳遞情書，也有傳說，侍女苦澀的淚水化為小溪，而王子與侍女曾經一起生活過的十九世紀

宮殿，被稱為「眼淚之處－淚珠莊園」。 

 里斯本 3 晚五星連泊 

住在號稱里斯本的香榭大道上、鄰近舊城區的五星

豪華旅館，讓您隨時走進歷史古蹟中。 

 畢爾包住宿 2 晚 

市中心的五星旅館連泊兩晚, 讓您欣賞這城市的晨

昏美景! 



 

 

 

 星星原野的國營五星：到西班牙必住的國營旅館，專挑

歷史、文化的建築改建，為西班牙獨有的特色。 

在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除了大教堂旁的五星國

營旅館，絕無第二選擇，方便在古城秉燭夜遊。 

 波多 ‒ 市中心的五星旅館：入住歷史城區的五星豪華

旅館, 波多的日日夜夜盡收眼底 

 萊昂 - 舊城區場古典旅館：讓您方便晚上到大教堂和

大廣場上自由夜拍。 

 里奧哈酒鄉：來酒鄉就要住在葡萄園旁，悠閒度過有葡

萄味和葡萄酒香的一晚。 

 



 

 

 
伊比利半島因偏離歐洲中心，且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故有其獨特的飲食習慣。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有食米

飯的習慣，且對鱈魚情有獨鍾。而西班牙的巴斯克則是美食之鄉，以食物品質和簡單烹調取勝，尤其 70 年

代，巴斯克的年輕厨師提出「新巴斯克美食」運動，對傳統飲食進行再創造。 

長安國際精選餐廳搭配當地季節食材，讓你的味蕾穿梭在傳統的熱情與精緻的廚藝之間，午餐與行程相搭

配，讓您輕鬆自在；晚餐讓各位在一天的結束後，可以全然放鬆在舒適的氛圍慢慢吃。 

 

世界一流葡萄酒 - 葡萄牙波多酒、西班牙里奧哈葡萄酒 

道地葡式料理 - 正宗百年葡式蛋塔、葡式烤雞、葡式海鮮粥 

西班牙巴斯克必吃美食．Pintxos - 以竹籤插著麵包、海鮮、火腿等下酒小點，小巧像是 Tapas 的遠親一

樣，如同日式迴轉壽司以碟子計費，Pintxos 也以籤子的長短、顏色結帳。 

卡斯提亞風味餐 

西班牙燒烤風味餐 

杜羅河畔景觀餐廳 

古根漢美術館內精緻料理 

 
省時貼心安排： 

 雙點進出班機，讓行程更順暢：里斯本／畢爾包雙點進出，省卻舟車勞頓。 

 杜羅河遊船：傳統平底木帆船(Barcos Rabelos)體驗。



 

 



 

 

預定搭乘航班表 

 

日期 班機/班次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飛行時數 

第一天 KL808 台北 23:55 阿姆斯特丹 06:55 13 小時 

第二天 KL1693 阿姆斯特丹 08:55 里斯本 10:55 3 小時 

第十三天 
KL1688 畢爾包 17:10 阿姆斯特丹 19:10 2 小時 

KL807 阿姆斯特丹 20:55 台北 15:00+1 12 小時 05 分 

 以上班機時間，航空公司可能有所變動。正確航班時間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每日行程／ 

★表入內參觀或門票  ☆表下車參觀無門票  ※表特殊餐食 

 
 

DAY01 機場集合 

 
飛向世界的盡頭 

帶著陌生又好奇的心，拖著打包許久的行李，搭上飛機，前往…不在一般人計劃中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北部。 

午餐 X 晚餐 機上 

住宿 機上 



 

 

DAY02 台北  巴黎  里斯本 

葡萄牙人說：「We discovered the half world!」 

 

里斯本 Lisboa：中午飛抵位在太加河出海口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傳說這裡是希臘神話英雄尤里西斯創建的

海城。摩爾人在時，只不過是個小墾區，葡萄牙人接手後，竟讓這裡發光又發熱，成為呼風喚雨的英雄水

手。無怪乎葡萄牙人說：「We discovered the half world!」。 

里斯本貝倫區 Santa Maria de Belém：史上第一位從歐洲

航海到印度的航海家達喀馬當年就是從這貝倫區的港口啟

程，矗立在海邊的☆發現者紀念碑、★貝倫塔和華麗宏偉的

曼努埃爾式建築★傑羅尼莫斯修道院都是海權時代的見證與

紀念。然而陳列著近代葡萄牙王室貴族專用馬車的★馬車博

物館是另一個有趣的景點。（以上景點參觀將視關閉時間增

減。）來到這兒，怎可錯過★正宗百年葡式蛋塔？這可不是

肯德基的那個改良式蛋塔喔！剛出爐的蛋塔，外皮烤得金黃

酥脆，黃澄澄的內餡，灑上肉桂、糖粉，咬一口，奶濃蛋

香、皮酥香脆，配上咖啡，這…才是人生！ 

午餐 機場簡餐  晚餐 ※葡式烤雞！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或同級五星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tw/zh/lisbon/lisha/hoteldetail


 

 

DAY03 里斯本－41kms/40mins－洛卡岬－40kms/40mins－辛特拉－25kms/25mins－里斯本 

洛卡岬 Cabo da Roca：一早驅車往西到

「陸地之終，海洋之始」的☆洛卡岬，這

裡可是哥倫布尚未發現新大陸前，歐洲人

認知的陸地盡頭，今天就在歐陸的最西端

照個相留念吧！我們將贈送★「歐陸極西

點的證書」讓您做為紀念！ 

辛特拉 Sintra：接著前往始建於摩爾人佔

領時期的★辛特拉皇宮，在 1147年回歸

到葡萄牙人手中成為皇室領地，歷經幾次

改建，外觀融合了歌德式、摩爾式及曼努

埃爾式等多種建築風格，於 1995年被列

入世界人類文化遺產。 

 

午餐 ※道地的傳統葡式海鮮粥 晚餐 ※葡式海鮮餐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或同級五星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tw/zh/lisbon/lisha/hoteldetail


 

 

DAY04 里斯本 

里斯本舊城區：1755年大地震後重建，且處處都是鵝卵石與磁磚藝術

的里斯本舊城區。在這兒，聽不到吵雜的人聲、找不到視覺的驚艷、也

無流行的時尚，只有純樸簡約的悠哉生活。 

探索 16世紀初開始發展的新城區（Baxia），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成為

葡萄牙殖民帝國貿易中心的☆商業廣場。別忘了找一下已有八十年歷史

的手工包裝魚罐頭店，以及最古老的阿爾法瑪區（Alfam），這在摩爾人

統治時期就是城市的重心，狹窄的街道和穿插其間的小廣場，一整個就

是迷人。途經市內最古老的☆里斯本主教座堂與☆聖若熱城堡。 

 

素有「七大山城」之稱的里斯本，早期，電車是陡然起伏山丘上的唯一的代步工具。但隨著公車與地鐵的相

繼誕生，不少路線終被取代，僅剩少數幾條電車。尤其是☆28號電車依然不眠不休，不畏風雨，在城裡幾乎

以 30度的斜角，上山頭、下陡坡，成為里斯本最可愛的懷舊印象。(28號電車終點站有滿滿的排隊人潮, 團

體無法掌控時間, 有興趣者, 請自行前往搭乘) 



 

 

 

然後找個時間去搭☆聖胡斯塔電梯（空間很小，無法接受團體一起搭乘）到上城，途經在 1755年大地震中

成為廢墟的哥德式建築堂☆卡爾莫修道院。之後任您自由，或可逛大街，或可去巴西人咖啡館喝杯咖啡。 

午餐 ※18世紀皇宮餐廳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或同級五星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tw/zh/lisbon/lisha/hoteldetail


 

 

DAY05 里斯本－95kms/1hr－歐畢多斯－135kms/1hr30mins－科英布拉 

 

歐畢多斯 Obidos：今日開始北上，先訪被葡人票選最為有歷史價值的歐畢多斯，這兒有城堡、完整的城

牆、藍白牆、彩繪瓷磚和小街窄巷。又因 1210年阿方索二世將之贈與皇后烏拉卡，故有「皇后之城」之

稱。 

科英布拉 Coimbra：上午訪葡萄牙的第三大城，亦是葡

國最古老的大學所在地科英布拉。成立於西元 1290年

的大學至今已有 700多年歷史。最初只有神學、法律、

醫學和教會法等科系，後來還加入了天文和地理學以教

授航海所需知識。且讓我們穿梭在濃厚阿拉伯風格的老

城裡，一窺內藏三十萬冊典籍的★大學圖書館、★大學教

堂與★皇宮（以上三者如偶遇關閉不開放，則當場退門

票費用，敬請原諒）。 

午餐 大學城簡單當地餐 晚餐 ※莊園內精緻晚餐 

住宿 Quita das Lagrimas 五星 (如欲飯店客滿, 改住四星旅館, 連同晚餐價差每人退費NTD1500) 

※關於淚珠莊園．Quita das Lagrimas：十九世紀宮殿的「淚珠莊園」，傳說這裡曾是佩德羅一世國王與伊納斯．卡斯特羅浪漫淒美

愛情的發生地。記得到花園裡尋找那條被稱為「愛的運河」，因為當年這對有情人就是借助這運河之水傳遞情書。

http://www.quintadaslagrimas.pt/index.php?lang=en


 

 

DAY06 科英布拉－125kms/1hr20mins－波多 

 

波多 Porto：來到扼守著北方杜羅河出海口、今為葡國第二大

城、第一大港與經濟重鎮的波多，舊城裡仍保有許多中古世紀

的蜿蜒小巷。建築物少了暖黃橘紅的典型葡式色彩，而上游純

淨的山水則孕育出香甜的波特酒。 

來到葡萄酒產地當然不能錯過品嚐美酒，只有在加亞村（Vila 

Nova de Gaia）認證過的酒才能稱為「波特酒」。大大小小的

酒廠比鄰在杜羅河旁，咱們挑個★酒廠來試飲兩杯。然後，搭

乘過去在杜羅河上擔負裝載葡萄酒桶任務的★傳統平底木帆船

（Barcos Rabelos），眺望和巴黎艾菲爾鐵塔同一建築師、橫跨

杜羅河的☆路易一世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非懸吊式橋。 

漫步於舊城中，尋找波多最醒目的教堂之一☆嘉模教堂

（Carmo Church），後巴洛克風格加上整面的藍白瓷磚；



 

 

 

接著來到☆教士教堂（Igreja dos Clérigos）和★教士鐘塔

（Torre dos Clérigos），建於 18世紀的巴洛克風格建築。而☆

聖本篤火車站乃是由修道院改建而成，站內巨幅的磁磚畫非常

壯麗生動，不可錯失。 

午後，帶您前往號稱世界前三大美麗的★萊羅書店，傳說此地也

是 J.K.羅琳創造霍格華茲學院的謬思！結束今日的行程，接下來

的自由活動時間，您可前往世界十大著名的帝國咖啡館朝聖(咖

啡廳因為排隊人潮眾多，不接受團體預訂，有興趣可自行前往) 

午餐 ※杜羅河旁景觀餐廳 晚餐 ※法朵音樂晚餐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Porto 或同級五星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tw/zh/porto/prtha/hoteldetail


 

 

DAY07 波多－55kms/45mins－基瑪拉斯－25kms/30mins－布拉加－110kms/1hr30mins－維戈 

 

基瑪拉斯 Guimarães：葡萄牙首任國王阿方索一世誕生於城區內的★城堡，所以有葡萄牙的搖籃之稱。古城

的發展與 12世紀的葡萄牙王國的成立有密切的關係, 當地保存良好、高度維護的古建築, 呈現出一個中世紀

小鎮演變成現代都市的過程, 由於當地一直使用傳統的建築材料與技術, 你可在此看到 15至 19世紀葡萄牙

建築的發展史。位於高處的★城堡, 厚實的城牆是為了保護修道院不被穆斯林及諾曼人的攻擊, 人民的避難

所；12世紀時，葡萄牙從萊昂王國取得獨立時，基瑪拉斯城堡成為正式的皇室住所, 城牆城墎保存完整, 可

以登上城牆居高眺望! 

布拉加 Braga：建於 2000多年前，正如其名稱所示，“Bracara 

Augusta”由奧古斯都創立; 它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一條主要羅馬

道路上，因為它是帝國的行政所在地，後來被卡拉卡拉皇帝賦予羅

馬省加拉西亞（現今的加利西亞）的首都地位。布拉加教區是葡萄

牙最古老的教區，在中世紀，這座城市甚至與聖地牙哥‧德‧孔波斯

特拉的競爭和重要性相互競爭。搭乘★纜車上到耶穌朝聖所, 巴洛

克式美輪美奐的教堂, 被譽為葡萄牙最美教堂, 緩步走下迴旋階梯, 

每個轉彎都有精美雕刻及小噴泉。而布拉加在 2012年被選為歐洲青年之都, 您可一睹這座城市的重要性和悠

久的歷史。在狹窄街道的迷宮中，有宏偉的哥德式教堂及巴洛克式建築, 也有現代化的購物街，這些新舊交

錯, 讓您忘卻時空! 今晚入住加里西亞第一大港 – 維戈! 

午餐 地方料理 晚餐 ※港口海鮮餐 

住宿 Hotel NH Collection Vigo 或同級四星 

https://www.nh-collection.com/hotel/nh-collection-vigo


 

 

DAY08 維戈－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續往北，進入西班牙境內的聖地牙哥．德．孔波斯

特拉。相傳耶穌十二使徒聖雅各的遺骨，即埋葬於此的大教堂；聖雅各後來就因而成為西班牙、士兵、朝聖

者以及騎手的主保聖徒。整座古城是以聖雅各的墳墓和奉有聖雅各聖骨的教堂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這裡是天

主教世界中的三大朝聖地之一（另兩個是梵蒂岡和耶路撒冷），所以成為朝聖之路的終點。 

漫步於西元 1985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這個著名的朝覲聖址成為西班牙基督教反對伊斯蘭教的重

要象徵。位於☆歐布拉都伊若廣場上的★大教堂正面，有著哥德式的高聳立面；兩層階梯盤旋而上，氣勢不

凡。最精彩的部份是「榮耀之門」，來自聖經故事的雕刻群栩栩如生地立在門上。 

午餐 精緻西餐 晚餐 ※國營旅館內特色精緻餐 

住宿 Parador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或同級五星 

※關於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國營旅館：15 世紀為了朝聖者所興建的住宿設施兼醫院的★舊皇家醫院，本身不僅僅是個景點，如

今更是五星級的國營旅館，好不容易來到聖地，怎可匆匆離去？夜晚的☆歐布拉都伊若廣場才是最令人流連忘返的。

http://www.parador.es/en/paradores/parador-de-santiago-de-compostela


 

 

DAY09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133kms/1hr45mins－盧戈－170kms/2hr－阿斯托加－
52kms/45mins－萊昂 

 

盧戈 Lugo：修建於公元 3世紀末期，用於保衛

羅馬城鎮盧戈。盧戈☆城牆整個全長 2.14公里

圓形城牆至今保存完好，高約 11米的城牆用片

岩砌成，厚 4.5米，共有 10座城門。如今仍保

存 50個向外突出的半圓形石堡，是西歐羅馬帝

國晚期城堡的最完美樣例之一。 

☆阿斯托加主教宮 Palacio Episcopal de 

Astorga：由西班牙建築師安東尼．高第設計，

興建於 1889年到 1913年。原來的主教宮在 19

世紀毀於火災，格勞主教決定委託他的朋友安東

尼．高第設計新的主教宮。 

午餐 鄉村風味餐 晚餐 卡斯提亞風味餐 

住宿 NH Collection León Plaza Mayor 或同級四星 

http://www.nh-collection.com/es/hotel/nh-collection-leon-plaza-mayor


 

 

DAY10 萊昂－200kms/2hrs15mins－布爾戈斯－120kms/1hr30mins－里奧哈酒鄉 

 

萊昂 Leon：曾是中世紀萊昂王國的首都，亦是朝聖之路的必經之地，尤其是原建於公元 2世紀的古羅馬浴

場的遺址上的☆主教座堂，是 13世紀哥德式建築藝術的傑作，其彩繪玻璃窗多為 13-14世紀的原作，於

1844年被列為西班牙文化遺產。而附近的☆波堤內之家 Casa Botines則是安東尼·高第的另一傑作。 

布爾戈斯 Burgos：為昔日卡斯提亞

王國首都，因為地處偏遠，只有在西

元八世紀短暫受回教政權統治。萊昂

王國收復後，在此設立了許多城堡，

使得該區獲得「卡斯提亞 Castile」的

封號，也就是城堡之境。 

11世紀時，因為擁有大主教轄區的身

份，使它成為朝聖之路上最重要的據

點之一。而今聳立於城中的★大教

堂，就是它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權中佔

一席之地的最佳證明。 



 

 

 

里奧哈酒鄉之旅 Rioja：緊接著前往里奧哈酒鄉。車行在起伏有致的平坦土地上，極目四望，燦爛的陽光

下，入眼盡是一整片晴朗無雲的湛藍天空，以及千萬頃蔥翠茂密的葡萄良園，開闊舒坦。里奧哈葡萄酒的赫

赫聲名是具有歷史上的源流背景的，每一回啜飲，總能感受到西班牙的熱情陽光、樸質美麗和無入而不自得

的樂天隨性的個性。 

午餐 ※不能錯過的西班牙燒烤風味餐 晚餐 旅館內晚餐 

住宿 Hotel Villa de Laguardia Sercotel 或同級四星 

http://en.hotelvilladelaguardia.com/


 

 

DAY11 里奧哈酒區－175kms/2hr15mins－聖塞巴斯提安－100kms/1hr15mins－畢爾包 

 

里奧哈酒鄉建築之旅：遠遠就可看到普利茲建

築獎得主：法蘭克．蓋瑞（Frank O. Gehry）

為有 150多年歷史的李斯卡爾侯爵

（Marques de Riscal）酒莊所建的☆旅館。

看看這座造形奇特的建築頂上那些扭曲纏繞的

鈦金屬板色彩繽紛，有粉紅的、銀的、金的，

在葡萄園旁好不突兀。 

而座落於坎塔布里亞山腳下的☆Ysios 酒莊，

是有「建築結構詩人」之稱的 Santiago 

Calatrava 的作品。銀白的建築曲線與背後的

山勢交疊，完全融入了地形之中，遠觀彷彿是

蒼茫大地中的地動波。 

今天安排參觀一家★百年酒莊，讓大家了解何

謂古法釀造。 

 

 



 

 

 

聖塞巴斯提安 San Sebastian：來到西境內被譽為「比斯開灣的珍珠」的聖塞巴斯提安，以☆貝殼海灣著

名，號稱擁有歐洲最漂亮的沙灘，故成為廣受歡迎的海濱旅遊勝地。 

咱們將在這裡散步尋找☆「風之梳」，搭★纜索車上山眺望貝殼灣，享受悠閒慢活的步調。 

午餐 ※精緻酒鄉饗宴 晚餐 飯店內晚餐 

住宿 Carlton Hotle Bilbao 或同級五星 

http://www.carltonhotelbilbao.com/index.htm?lbl=ggl-en-rmk&gclid=EAIaIQobChMIv4ik7b3g3wIVhg6RCh3w4QVYEAAYAiAAEgKg_fD_BwE


 

 

DAY12 畢爾包－125kms/1hr30mins－海邊的聖提亞納－125kms/1hr30mins－畢爾包 

海邊的聖提亞納 Santillana del Mar：這小鎮的名字名不符其實，

既非宗教聖地（Santo）、也不處於平地（llana）、更不靠海

（Mar）！但這座古老的小城，古城的風貌保存完好，且最重要的

是★阿爾塔米拉洞窟（複製的）就在此地。 

 

阿爾塔米拉洞窟 Cave of Altamira：考古學發現洞穴中的舊石器時代壁畫為公元前 18,500~14,000年的遺

蹟。壁畫創作者用木炭、赭色和赤鐵礦來繪畫，通過對顏料的稀釋來產生強度變化和明暗對比。他們還利用

洞壁的自然輪廓使繪畫產生立體效果。著名的大窟頂繪有一群不同姿勢的已滅絕的西伯利亞野牛，兩匹馬，

一頭鹿和一頭野豬。在西班牙北部許多洞穴也包含其他舊石器時代的藝術，但沒有一個像阿爾塔米拉洞這樣

複雜而豐富的遺跡幸運地存留下來給世人。 

 



 

 

 

★比斯開運渡橋 Puente de Vizcaya：完工於 1893年，融合 19世紀的鋼鐵傳統與應用螺紋鋼索的新技術，

以方便河口東西岸往來，卻又不影響畢爾包的造船業。工程師在載車子、牲畜、貨物的鋼板上搭起可載人的

「吊艙」，在兩岸高於水面 43公尺的鋼鍛高塔上拉起鋼索聯結，在鋼索上掛上吊艙，打造出全球第一座「高

空吊索橋」；西班牙內戰期間，共和軍深怕被支持佛朗哥政權的希特勒空襲，主動炸毀後於 1941年所重建。

新橋以 61公尺高的四根鋼樑組成塔狀，架上 160公尺的橫樑，將原來的吊艙加上能遮風避雨的車箱，定名

為「比斯開橋」；該橋於 2006年成為西班牙第一件工藝作品、也是第一件位於巴斯克自治區的世界文化遺

產。 

午餐 鄉村料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Carlton Hotle Bilbao 或同級五星 

http://www.carltonhotelbilbao.com/index.htm?lbl=ggl-en-rmk&gclid=EAIaIQobChMIv4ik7b3g3wIVhg6RCh3w4QVYEAAYAiAAEgKg_fD_BwE


 

 

DAY13 畢爾包  阿姆斯特丹  台北 

畢爾包 Bilbao：畢爾包，這原本是巴斯克地區一座默默無聞、積弱不振的夕陽工業城市，卻因★古根漢美術

館（Guggenheim Museum，周一休館）的興建，創造出『畢爾包奇蹟』，一躍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性的建

築新地標。這也是法蘭克．蓋瑞所設計造型獨特的美術館，主建築物由鈦金屬薄板所覆蓋，前衛的材料以及

獨特的外型，相當搶眼。 

館中典藏當屬西班牙達利的作品、普普主義大師安迪．沃荷以及船型藝廊中的「時間的變奏」…等等藝術。

此外，還有世界知名建築師 Santiago Calarava 建造的☆Zubizuri橋與 Norman Foster 的☆地鐵站入口。 

今天在機場，難免會花較多時間在煩瑣的退稅手續上，咱們就早點去機場辦手續囉！  

午餐 ※古根漢美術館內精緻西餐 晚餐 機上 

住宿 機上 



 

 

DAY14 台北 

 

帶著對西北伊比利半島的回憶，回到甜蜜的家。這一趟伊比利半島的熱情…將持續燃燒。 

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參團注意事項／ 

團費包含 
行程所列之團體經濟艙機票（不可提前出發或延回），兩國機場稅、燃油稅、團體保險（明細
請來電詢問）、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巴士等交通安排、行程中註明之早午晚餐、十一晚
豪華旅館住宿（兩人一室）。 

團費未含 
新辦護照費、個人旅館消費、司機領隊及導遊小費（建議約€140） 

◎單人房住宿加價 NTD48,000（此單人房價差，房型可能為標準單人房，而非雙人床房間），
如能安排同性團員住宿一室，則不收單人房加價。 
◎未滿 12 歲之小孩佔床【和一位大人同房】扣 NTD3000 

◎未滿 12 歲之小孩加床【和兩位大人同房】扣 NTD5000 

關於三人房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 歲以下）須有床位，而
且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 

以下為指定三人房會碰到的狀況： 

1. 行程中無法保證全程都能安排三人房。 
2. 多數歐洲飯店房間沒有標準三人房，多數會以加床方式安排，而床型可能是沙發床或行軍 

床。 

3. 若旅館無三人房亦無法加床時，第三人可能須分出與他人同房。 

歐盟免簽須知 
1. 我國國人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1 日起，即可無須申請申根簽證赴歐洲 35 個國家及地區，每
半年內可多次出入申根地區累計停留至 90 天。 
2. 國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效期需至少包含返國日期六個月以上效期，允許入出境。 

3. 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之役齡男子（簡稱役男）申請出境，需至內政部移民署加蓋核准章。 
4. 與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孩童同行進入申根區時，必須提供證明彼此關係的文件或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書。所有相關文件都應以英文呈現或翻譯至欲前往之會員國語言。所以請旅客至
戶政事務所申請英文版戶籍謄本，因工作天需六天（不含六日），請旅客盡早辦理。  
5. 為方便前置作業便利性，敝公司仍會向您收取護照正本；由領隊統一帶至機場辦理手續。

若您希望自行攜帶, 請簽妥護照自帶切結書於出發前轉交業務確認。



 

 

／參團貼心提醒／ 

歐洲行程天數較長、須經長途飛行；且徒步參觀的古城、景點較多，參團貴賓必需具備一定的體力及腳程。

對於行動不便、需人扶撐的貴賓，建議您慎重考量再決定是否參加。另由於遊覽巴士內空間有限，需以折疊
輪椅代步者恐較為不便。若您為高齡旅客，建議您由家人陪同出遊；且您若是有任何個人病史，也請事先告
知。同時，為了讓您能有一趟美好的旅行，敝公司特地附上貼心提醒請您留意；尚請多加見諒，感謝您的配

合。 

各家航空公司規定對於團體票的規定比較嚴謹，例如：不能累計里程、不能事先選位…等等的
限制；，團體機票幾乎無法於出發前事先選位，甚或多數航空公司對於腿部空間較大（如逃生

門座位）、走道位等個人機票都要加收選位費。旅行社對於團體機上座位安排完全沒有權限干
涉，如遇班機客滿，偶會造成沒有走道座位、甚或家人朋友座位不相連的狀況，這絕對不是旅
行社或領隊刻意安排，旅行社或領隊不會樂見第一天出發就造成團員的不愉快，這點要請多多

諒解及包涵。 

 
歐洲餐廳注重餐廳名聲，為了要保持餐廳聲譽及餐點品質，通常會要求團體餐食都必須在出發

前就事先訂好、規定團體要坐在指定坐位、且不允許團體現場點菜。甚至米其林星級餐廳，對
於用餐的人數及座位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尤其歐洲國家重視用餐過程，花兩、三個小時用餐
是很平常的；就請您入境隨俗，學習歐洲人優雅的品味餐點吧。 

另外，就算再高級的餐廳，對於團體的服務也無法做到依據個人喜好來安排餐點。所以您若
是有特殊需求，請以宗教或身體因素（如過敏）來做考量，而不是依照個人對於食物的喜好
（例如：不吃牛肉，但是好吃的可以吃）。如果團體的特殊要求太多，會造成餐廳出錯機率會

變高、用餐時間也會相對增加，造成旅遊時間縮短。 

 
由於歐洲相當重視歷史建築的保留、建築法規相當嚴格，很多極具歷史的飯店即使整修，也只

能針對內部細節及裝飾做整修，不可能將整體打掉重建，所以或許會有空間大小不一的狀
況。 

我們跟飯店接洽時都是統一團體房價，並不是依照房型而付出不一樣的價錢；且飯店為了作業

方便，多是團體抵達前一到兩天才會安排房間，所以領隊或公司是無法事先得知飯店會安排
什麼房型，這點還請各位旅客諒解。 

此外，歐洲飯店有著嚴謹的消防法規，所以多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時入住一間

房，某些家庭或朋友一起出遊，會要求相通房或是隔壁房；但因為每間飯店的房型規劃不
同，無法保證飯店有符合您要求的安排。 

行 

餐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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