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出發日期   

4月 06, 11, 20, 27 

5月  04, 11, ★18, ★25 

6月 ★01, ★08, ★22 

7月 ★06, ★20, ★27 

8月 ★03, ★10, ★24  

9月 07 14, 21, 28 

10月 05, 12, 19 

團號 
成人團費＋機票 (包燃油費及稅)   

單人房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服務費 
西岸 West Coast 東岸 East Coast 

EUM11 3599 3549 739 ★300 €130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成人計算，小童(2至11嵗)不佔床為成人費用90%；佔床與成人價相同。        團費含來回機票(包燃油費及稅)，正確數目須於出

票日方能作準。      價格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團將以中英雙語講解。 

西岸 出發城市: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出發城市: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其他城市出發費用，歡迎聯絡查詢。) 

 

暢遊：葡萄牙、西班牙、直布羅陀 (2 國 15 城市) 

獨家安排  
葡萄牙 ~  里 斯 本：享用葡式海鮮湯飯   

 品嚐烤雞配餐酒及葡撻甜品  

 奧比都斯:  葡國皇族古城   

西班牙 ~  馬 德 里：大皇宮（包專業導遊） 

 品嚐水果紅酒  

 塞 維 爾：大教堂及鐘樓（包專業導遊） 

 米 哈 斯：白色山城（進內觀光） 

 格拉那達：阿爾罕布拉宮御花園（包專業導遊）  

 哥多華：大教堂清真寺 （包專業導遊） 

 塞哥維亞：半日遊（包專業導遊）  

 享用西班牙式烤乳豬   

 杜 麗 多：半日遊（包專業導遊）   

直布羅陀 ~ 市內：半日遊（包專業導遊） 

中式膳食(8 餸 1 湯)  

西班牙～塞維爾，馬德里 及 巴塞隆拿  

美元(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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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配搭 

 安排三款地道特色餐  

 住宿西班牙陽光渡假聖地～太陽

海岸區 

 前往位於葡萄牙為歐洲最西端～

大石角 

 

團費已包總值 USD 625 (PP) 
 

 

原居地  里斯本 

Home City  Lisbon 
是日由原居地出發飛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里斯本是太加斯河上重要的港口，亦是全國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古老的遺蹟，陡

峭的石板市街和淳樸的民風，令里斯本素有

“歐洲的鄉村”美譽，是個令人迷醉與嚮往的

城市。 

 

里斯本(市內觀光) - 貝倫古塔 -  航

海紀念碑 

Lisbon (City Tour) ~ Belem Tower ~ 
Monument Discovery 

航機於是日飛抵里斯本，下午開始遊覽市內

名勝，參觀貝倫古塔、航海家紀念碑、遠眺

橫跨太加斯河兩岸，建築宏偉之四月二十五

日大橋和耶穌巨像。繼而途經露茜廣場、自

由大道和龐布廣場。晚餐於當地餐廳品嚐葡

式烤雞及葡撻甜品。   (晚餐) 

住宿：Altis Park Hotel或同級 

奧比都斯 - 花地瑪 - 大石角 - 卡斯

凱斯 

Obidos ~ Fatima ~ Cabo Da Roca ~ 
Cascais 

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前往葡國皇族古城～

奧比都斯。此地為中世紀遺蹟，昔日歷代王

妃的領土。城堡城牆和巴洛克式的大教堂，

保存得極為完善。繼而前往天主教朝聖聖地

～花地瑪。由於此處是聖母瑪利亞多次顯聖

之地及於 1917年大約在七萬群眾面前顯現神

蹟。顯聖之處在 1928年建成大教堂。從此教

徒絡繹不絕從各地到來朝拜。虔誠之心，可

見一斑。下午驅車前往歐陸最西端～大石角，

團友可觀看風景優美之大西洋外，還可在此

購買富有紀念性的證書，證明曾到歐洲之最



西面。稍後前往海濱勝地～卡斯凱斯。此處

以前曾是一漁村，及後成為葡國王族別墅的

所在地，現今是著名的海濱遊客區。晚餐於

當地餐廳，特別安排萄式海鮮湯飯及烤墨魚。 

  (早/晚餐) 

住宿：Atlis Park Hotel或同級          

 

里斯本 - 塞維爾(市內觀光) 

Lisbon ~  Seville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塞維爾，特別安排途經歐

洲最長之橋樑(17 公里長)，此橋於 1998 年落

成，為的是航海家達加瑪五百年紀念。抵達

後首參觀著名的塞維爾大教堂，大教堂是世

界上唯一在天主教堂頂上建有伊斯蘭塔的教

堂。教堂內富麗堂皇，精美絕侖，石雕、木

刻多達千多件。教堂內還存放了哥倫布的棺

槨。希拉爾達塔(Giralda Tower)是塞維爾地標，

不論在城市的哪個位置都能看到這座 97.5 米

高的建築。稍後往馬利亞路易莎公園，此地

是 1992年博覽會所在地。繼而到達西班牙廣

場，場上的歷史故事瓷畫，色彩生動，孤形

拱牆上，精雕細琢的磁片貼飾成各省徵章和

歷史故事。晚餐於中國餐館 (8餸 1湯)。晚上

領隊可安排自費欣賞西班牙費明高歌舞表演。 

   (早/晚餐) 

住宿：Vertice 或同級    

 

塞維爾 - 英屬直布羅陀(入城參觀)  

- 米哈斯白色山域 - 太陽海岸區 

Seville ~ Gibraltar (inside visit) ~ 
Mijas ~ Costa del Sol 

自助式早餐，餐後乘車前往著名英屬直布羅

陀。居民只有二萬五千人。它位於直布羅陀

海峽，接連西班牙而面對北非之摩洛哥，握

守地中海的咽喉，是歐洲及阿拉伯文化匯點。

抵達後進入直布羅陀，前往古城堡壘及參觀

聖米高鐘乳洞。遊畢再往米哈斯，此地為著

名白色山城，白色房舍鱗次櫛比；迂迴小巷，

更為攝影尚佳之選。最後抵達名聞遐邇，備

受推崇的觀光勝地，富有地方色彩的太陽海

岸國際海濱區。晚餐於當地餐廳。 

 (早/晚餐) 

住宿：Gran Costa Del Sol Hotel或同級    

 

太陽海岸區-格拉那達 (阿爾罕布拉

宮御花園) - 哥多華 (大教堂清真寺) 

Costa Del Sol ~ Granada (Alhambra 
Palace Gardens) ~ Cordoba (The 
Great Mosque) 

自助式早餐。餐後前往千年古城~格拉那達，

遊覽象徵格拉那達王國的阿爾罕布拉宮殿之

御花園，欣賞園藝與建築的完美結合。遊畢，

驅車至安達盧西亞地區內之哥多華。參觀著

名的哥多華大教堂清真寺，此寺院始初由伊

斯蘭勢力建於 786 年，在 1236 年被修復，除

原有的摩爾建築設計外，又加入了許多天主

教元素，因此成為一座同時帶有回教和天主

教色彩的複合式大教堂，內裡有眾多由大理

石和紅磚所組成的馬蹄形拱門柱；這繁複幾

合圖型正是摩爾建築的特色！稍後舊城觀光，

探索這個中世紀時羅馬重要城市和主要的伊

斯蘭中心。 晚餐於酒店餐廳。 (註：如遇特

殊情況，阿爾罕布拉宮御花園不能進入，將

以格拉納達大教堂代替)   (早/晚餐) 

住宿：Cordoba Center Hotel或同級 

 

哥多華 -白風車村之康修迦納城 - 

杜麗多城 -馬德里 -哥倫布廣場

Cordoba ~ Consuegra ~ Toledo ~ 
Madrid ~ Colon Square 

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前往西班牙作家塞萬

提斯世界名著「唐吉訶德」中之一背景所在

地～白風車村之康修迦納城，別具特色白風

車和卡斯提爾亞曼查之城鎮風光，盡入眼簾。

繼而驅車前往杜麗多古城。抵達後，參觀結

構精美的大教堂，內部禮拜堂有彩色玻璃、

哥德式雕刻的紀念碑。而“聖器室”內的壁畫

和黃金聖經三卷皆是不朽之作，而聖湯馬斯

大教堂內之「奧爾加斯伯爵的葬禮」，更被

列為世界名畫之表表者。觀畢後，前往伊比

利亞半島第一大城市，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專車前往哥倫布廣場拍照。晚餐於中國餐館 

(8餸 1湯)，特別提供西班牙水果紅酒。  

  (早/晚餐) 

住宿：Arya Gran Hotel或同級    

 
 
 
 
 
 
 
 
 
 
 
 
 
 

大皇宮 - 塞哥維亞古城(市內觀光) - 

太陽門廣場 

Royal Palace ~ Segovia (City Tour) ~ 
Puerta Del Sol 

自助式早餐，餐後前往大皇宮，參觀皇宮內

之聽政殿、帝皇寢宮、宮庭餐具館、掛氈畫

廊、著名宮庭畫像和石雕刻，令您嘆為觀止。

遊畢驅車前往近郊瓜達拉馬山的避暑勝地～

塞哥維亞。午餐品嚐正宗西班牙烤乳豬。餐

後參觀達 728 尺、保留完整古羅馬水道遺蹟

及一睹雄偉的英雄古堡，特別安排入內參觀，

此乃昔日伊莉莎伯和費爾南兩王古堡，堡內

之武器殿，令人嘆為觀止，而此堡曾是電影

白雪公主的舞台背景地。稍後返回馬德里，

前往太陽門廣場購物區選購當地飾品。是日

晚餐自備。  (早/午餐) 

住宿：Arya Gran Hotel或同級    

 

馬德里 -  薩拉哥莎 - 巴塞隆拿

Madrid ~ Zaragoza ~ Barcelona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中部高原城市薩拉

哥莎。到達後參觀在 Ebro河邊，16世紀建造

皮拉聖母大教堂，外型是哥德式和伊斯蘭的

風貌，教堂頂由 Francisco Goya 繪了一副

Queen of Martyrs。午餐自備，稍後，開車前往

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隆拿。晚餐於酒店餐

廳。  (早/晚餐) 

住宿：Hesperia Hotel或同級    

 

巴塞隆拿 (市內觀光) - 聖家族大

教堂 - 桂爾公園 - Ramblas購物街

Barcelona (City Tour) ~ Sangrada 
Familia Cathedral ~ Gaudi Guell 
Park ~ Ramblas 

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途經哥迪的代表作~

面譜屋，然後前往著名天才建築家哥迪名作

~桂爾公園，設計奇特的迴廊、大浪廊和市

集廣場，皆是獨一無二的創新傑作，受人讚

頌。繼而前往聖家族大教堂，稍後驅車登上

猶太山崗 1992年奧運會場及俯瞰巴塞隆拿海

港全貌。午餐於中國餐館 (8餸 1湯)。餐後前

往 Ramblas 大街，感受到悠閒寫意和熱情洋

溢的氣氛。而偉大航海家哥倫布的紀念像，

則屹立在港口旁，炫耀著這個昔日海上王國

光輝的日子。團友可自由選購紀念品及時款

衣飾。晚餐自備。  (早/午餐) 

住宿：Hesperia Hotel或同級    

 

巴塞隆拿  原居地 

Barcelona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後，於指定時間乘車往機場飛返

原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洲旅行團章程。

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January 12,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