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含國際機票

Highlights of Spain & Portugal 9 Days

2018抵達 Arrival:

09/01、13/02、16/03、11/04

10/05、13/06、12/07、08/08

18/09、09/10、19/11、22/12

999$ 起

您的特約旅行社

抵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機埸後，中午接機(免費接
機時間中午12pm之前)，下午半天馬德里市區遊覽
。車覽[各蘭比亞大街Gran Via street]，在它的兩側
聳立著至今還保存完美的中世紀建築，投射出當
時被稱為“日不落帝國”的繁榮景象，之後前往[西
班牙廣場Plaza of Spain]步行遊覽，唐吉坷德和塞
萬提斯的銅像、皇家歌劇院、太陽門廣場、馬約
爾廣場等。前往遊覽[皇家馬德里球場Real Madrid 
Stadium]外圍及[歐洲之門The door to Europe] 。
Free airport pick up is before 12 pm.

抵達馬德里
Arrive Madrid

D1

Hotel Exe Getafe 或同級 早/中式團餐

遊覽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比利斯噴泉 Tbilisi 
Fountain]、 [米約廣場Plaza Mayor]、[哥倫布紀念廣
場場Columbus Memorial Plaza]、[大學城the 
University]、[西班牙大皇宮Royal Palace of Madrid]
等景點名勝，皇宮是西班牙王室鼎盛時之建築，
金碧輝煌且美崙美奐；而代表著西班牙中心點的
「零公里」是一塊不大不小正方形的磁磚，就安
放在[太陽門 Puertadel Sol]的行人道上，而太陽門
廣場商店琳立，是百貨公司布遍的地區；下午告
別馬德里，啟程往巴塞隆那，途經薩拉戈莎住宿

馬德里 > 薩拉戈莎
Madrid > Zaragoza

Nuevo Hotel Maza 或同級 早餐

D2

早上前往西班牙著名海岸城市巴塞隆那，遊覽[哥
倫布紀念塔Columbus monument]、[藍布拉斯大道
Las Ramblas]，繼往[聖家教堂Sagrada Familia 
Church]參觀，是建築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隨後
遊覽[魯營球場Camp Nou]。遊畢轉赴蒙朱伊克山
丘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場Olympic Statium]參觀，
從山丘上可俯瞰市區全景。餘下時間送到繁華熱
鬧的[加泰隆尼廣場Plaza Catalunya]，團友可在此
區逛街購物自由活動；晚住宿於巴塞隆那。

薩拉戈莎 > 巴塞隆那
Zaragoza > Barcelona

Express by Holiday Inn Molins de Rei 或同級

D3

早/中式團餐

早上前往萄葡牙首府里斯本，下午抵達歐洲天涯海
角之稱的[“大石角”Cabo da Roca]，此地位處歐洲大
陸最西端，遊畢轉赴里斯本里遊覽市內名勝[貝倫古
塔Belem Pagoda]、象徵葡萄牙為昔日開啟航海時代
先驅的[航海家紀念碑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後前往[傑若尼莫修道院Monastery of Jeronimos]，一
窺十六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曼奴爾
式建築外觀，遊罷送往[馬露茜廣場及龐布廣場
Shopping District]一帶自由活動，團友可於百年老餅
店品嚐正宗葡式蛋撻。晚住宿於里斯本。

塞維爾 > 里斯本
Seville > Lisbon

Hotel Umu 或同級

D7

早/中式團餐

早上前往安達魯西亞地區的塞維爾，遊覽[大教堂
Cathedral]，堂內皇室專用禮拜堂，安葬著中世紀
多個國王的陵寢；在主禮祭壇旁是[哥倫布的陵墓
Tomb of Christopher Columbus]；遊罷造訪曾經是
回教宮殿及西班牙王朝的宮殿之一的[阿卡薩城堡
Akasa Castle]，此宮殿於一九八七年，這座建築經
歷回教及天主教王朝，前後的巧妙配搭型成世上
最複雜及美麗建築之一，隨後漫步[聖十字區Santa 
Croce]、[黃金塔塔Gold Tower]及[瑪利亞路易莎公
園Mary Luis Park]，此處是九二年世界博覽會所在
地，而[西班牙廣場]的精雕細琢的瓷畫，細說昔日
西班牙的歷史及風采。是晚住宿於塞維爾。

馬拉加 > 塞維爾
Malaga > Seville

ATH Domocenter Apartments 或同級

D6

早/西班牙歌舞餐*

早上告別巴塞隆那，沿海岸線前往西班牙第三大城
市華倫西亞。抵步後遊覽舊市內的的[市政廣場
MunicipalSquare]、[古城門OldCityGate]及[華倫西亞
大教堂ValenciaCathedral]，教堂入口的三座大門，
就透露了大教堂歷經滄桑，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
翼禮拜堂所收藏的瑪瑙杯，這個杯子傳說正是耶穌
最後晚餐所使用的聖杯。前往白色海岸海灘渡假城
市亞利坎提，晚住宿於亞利坎提或鄰近城市。

巴塞隆那 > 華倫西亞 > 亞利坎提
Barcelona > Valencia > Alicante

Holiday Inn Alicante - Playa de San Juan 或同級

D4

早餐

於指定地間在酒店集合，接往機場。結束愉快旅
程。(免費送機時間中午12pm之前)
Free airport transfer before 12 pm.

馬德里
Madrid 早餐

D9

早上前往安達魯西亞省高原上的名城格拉那達，其
留下了多種文明和文化的遺跡，抵步後遊覽摩爾人
在「黃金時代」遺留之產物[阿爾罕布拉宮(又稱紅
宮)Alhambra Palace of Granada(Red Palace)]。遊畢前
往備受推崇的[太陽海岸Sunny Coast (Costadel Sol)]，
稍後抵達沿海第一大城市馬拉加，此城是名畫家畢
加索誕生之地，太陽海岸名聞假邇終年受陽光之惠
，馬拉加擁有黃金一樣的沙灘、幽靜的別墅到處可
見，晚住宿於馬拉加或鄰近城市。請注意：紅宮由
於管制人流及每日限制門票，如欲進場參觀，以免
向隅，建議自行在網上預售門票。

亞利坎提 > 格拉那達 > 馬拉加
Alicante > Granada > Malaga

Campanile Malaga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D5

早餐

前往馬德里，下午途經[杜麗多古城Toledo]遊覽，
在太加斯河及堅固的城牆圍繞下杜麗多記錄了西班
牙的歷史與文化，西班牙全盛時期皆建都於此，漫
步在這古蹟密布的城市，俯覽 [亞卡沙爾城堡
Alcazar fortress]，參觀結構宏偉的[大教堂Cathedral]
，感受西班牙昔日的繁華；遊罷送返馬德里。

里斯本 > 杜麗多 > 馬德里
Lisbon > Toledo > Madrid

Hotel Las Artes  或同級

D8

早餐

費用包含/不含x

费用包含
·酒店 : 3-4星酒店住宿
·交通 : 冷氣豪華巴士服務
·膳食 : 行程中列明的歐陸式早餐，3頓中式團餐
·導遊 : 專業華語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费用不含
·小費 : USD 110/人
·機票 : 機票及機場稅
·門票 : 自費景點(馬德里皇宮，貝倫塔，熱羅尼姆
        修道院，塞維利亞大教堂，西班牙特色舞餐, 
         圣家教堂)
        (共USD230/人，自小费需在报名时预缴)
·簽證 : 旅遊證件和簽證費用
·保險 : 建議購買旅遊保險，已確保您的個人利益
·單房差 : $520

可拼接東歐6國9天

取消參團費用如下
取消行程的時間段

出發前45天或以上取消者
出發前30-45天或以上取消者
出發前30天以內取消者
*備註 : 若原定兩人共用一房，其中一人因故取消，另一
位因此得以佔用一房者，須承擔所產生的單房加價。

罰款(每人)

全款退還
團款的50%
無退款

899$ 起

如需議提前一天抵達，補USD100/人
（含一晚酒店和6点前抵达航班的接机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