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第圣家堂、毕尔包、奎尔公园、古根汉美术馆

西班牙广场、仙达皇宫、哈桑二世清真寺
行程地图

阿联酋航空使用当今最大、最豪华的客机─A380空中巴士，投入每日
北京-迪拜的直航飞行，成为第一家营运常态性A380载客服务的航空公司！
阿联酋航空为全球拥有最多A380的航空公司，秉持迪拜追求世界第一的精神，为旅客打造最优
质的飞行经验。一踏入A380，立刻享受最奢华尊荣的服务。



致力提供贵宾舒适行旅的至尊旅游，自然当仁不让，选用阿联酋航空A380的飞机班次。
就跟着至尊旅游的脚步，一同感受A380无可抵挡的魅力吧！

【舒适飞行再升级】

A380机身长达72.73公尺，客舱更分上下两

层，上层为头等舱和商务舱，下层则为经济舱，

让每个座位都更加宽敞舒适。飞机还具备了环

保、省油与安静的优点，大大降低长途飞行的不

适感。

【30KG免费行李托运】
阿联酋航空提供经济舱30KG、商务舱
40KG、头等舱50KG的免费行李托运，让您
尽情购物，不必担心行李超重。

【美丽空间─坐飞机也时尚】
阿联酋航空的A380以浅灰、紫、胡桃木色系为
主，圆滑的流线线条设计，以真花点缀空间，夜

间还采用星空天花板，洋溢时尚行旅的氛围。连

结上下两层客舱的旋转扶梯，更流露出A380的
豪奢巨大。

【最齐全娱乐】

飞机全舱提供wi-fi，只要登录e-mail，即可

免费使用10MB，500MB额度也只收1美
元。座椅皆有充电设备，上网不怕没电。ice
机上娱乐系统更超过2千2百个频道的电
影、节目、音乐和游戏，更新速度飞快，让您

充分享受欢乐的每分每秒。



【满足挑剔味蕾】

主厨精心设计的特色料理，运用在地食材制成的

美馔，颠覆您对飞机餐的既定印象。如果在杜拜

转机时间超过4小时，阿联酋航空更提供免费

餐券，直接省去一笔昂贵的机场餐费。

【机上淋浴间─超越传奇的奢华】
2楼机舱内共有14个头等私人套房，可享有

百分之百的隐私空间。头等私人套房除拥有床

垫的平躺睡床、座位配备按摩椅27吋屏幕
外，更设有水疗淋浴间，并提供Bvlgari用品
及专属的Timeless Spa 产品。商务舱则附设

可平躺坐椅、20吋屏幕和迷你酒吧。高空中
的奢华传奇，只有阿联酋航空的A380能缔
造！

【空中酒吧】

机上设置空中酒吧，提供头等舱与商务舱的乘客绝佳社交空间。提供顶级烈酒、精选葡萄酒、香

槟、鸡尾酒以及啤酒，宾客可于此小酌、用点心。在4万英呎的高空中认识新朋友，与全球交流。



最完整、最深入西班牙行程 综览南、北不同风情

【南部安达鲁西亚回教风情】
马拉加：太阳海岸的地中海之都、毕加索出生地。
格拉那达：回教建筑浓厚的阿罕布拉宫、夏宫花园。
荣达：独特的安达鲁西亚白色山城、天然峡谷景观。
塞维亚：融合西班牙与回教文化的城市，西班牙第一大教堂与回教风格吉拉尔达塔。欣赏热情混杂着哀愁
的佛朗明哥舞蹈与音乐。

【中部卡斯提亚罗马文化与中世纪古都风情】
美利达：古城中处处可见罗马古迹，最具代表的露天音乐剧场和斗兽场。
萨拉曼卡：最古老大学城，银匠式风格的建筑获得「黄金之都」的美称。
阿维拉：仍保留中世纪完整壮观的古城墙及骑士宫殿。
托雷多：融合天主教、犹太教、回教文化的龙蟠虎踞之宗教古城与故都。
唐吉诃德之路：「唐吉诃德骑士」故事发生地─拉曼查风光、风车山、唐吉诃德村。
马德里：巴洛克艺术之都 喷泉、广场、知名普拉多美术馆。入内参观欧洲两大家族皇宫，16世纪哈布斯
堡族的「伊斯柯里尔宫」与18世纪波旁家族「马德里皇宫」。观赏智慧与勇气结合的「斗牛表演」。
塞哥维亚：保留古罗马建筑的「水道桥」与中世纪风格的似童话的城堡「阿尔卡札城堡」，辽阔的卡斯提亚
景观。
博格斯：中世纪宗教朝圣之古都，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民族英雄─熙德，忠贞爱国故事流传此地。
【北部融合艺术、建筑、历史文化气息】
蒙萨拉特山：兼具宗教文化与天然奇景的蒙塞拉特圣山。
毕尔包: 超人气的古根汉美术馆，外观如一艘艘船只重迭的特殊现代建筑外观，非常吸睛。
巴塞隆纳：建筑与艺术融合的地中海港都，「高第的圣家族教堂、奎尔公园」和「毕加索美术馆」最具代表
性。

最完整、最深入葡萄牙行程 综览南、北不同风情

【葡萄牙北部严肃宗教 浓厚文化气息】
法蒂玛：天主教之圣地。
孔英布拉：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学城，浓厚的人文气息。
古马瑞斯：葡萄牙建国的摇篮，独特的小镇风情。
波多：葡萄庄园，品尝世界三大名酒的波多葡萄酒。
【葡萄牙南部纯朴乡村 首都政治气息】
艾佛拉：葡萄牙南部纯朴风光，奇特的人骨教堂。
里斯本：入内参观两大皇宫，仙达皇宫及奎露兹王宫【玩家特选】；
入内参观两大博物馆，马车博物馆及海事博物馆。
搭乘百年古董电车。
欣赏命运之歌，法度FADO音乐及民俗舞蹈。
荣获欧洲大陆最西点的证书。

摩洛哥：市场上最具代表性景点

卡萨布兰加：入内参观全世界第二大的清真寺─哈桑二世清真寺
「北非谍影」电影场景之咖啡厅，啜饮香浓咖啡。



出发日期：2016年 月 日 注：★表入内参观、◎下车观光、未注明：行车经过

EK367 2345/0415+1 (8:30)

DAY01 北京 迪拜 Dubai
今日搭机前往北非，准备开始15天的摩洛哥深度奇幻旅程，本趟行程将带您前往摩洛哥全部九大世界遗产，
您可在这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证的文明遗迹中，尽情体会摩洛哥的深层文化。飞机首先前往迪拜，隔日抵
达摩洛哥第一大城，亦是《北非谍影》故事发生地的卡萨布兰加。

早：X 午：X 晚：X

宿：机上

EK185 0815/1340 (8:00)

DAY02 迪拜 巴塞隆纳Barcelona（西班牙）

经由迪拜转机，班机于午后抵达拥

有独特文化，充满艺术氛围、独特

建筑和悠久历史的地中海港都─
巴塞隆纳，立即被城市的活力气息

和都市设计景观所吸引。首先带您

游览1992年◎奥林匹克海滨大
道，再度欣赏到美国建筑大师法兰

克‧盖瑞的钛金属艺术作品─◎「游
向蓝天碧海的大鱼」以及其它建筑
师的艺术雕塑。接着前往◎海上兰

布拉斯和◎哥伦布纪念碑参观，感

受浓浓的地中海气息，还要带您漫
步在世界各大媒体评鉴为「世界上

最美丽的大道」－◎兰布拉斯大道

(Las Ramblas)，不管是宠物摊、花摊、书报摊、街头艺人与圣约瑟市场，都能让您体会到巴塞隆纳人的悠闲
和浪漫。之后展开巴塞隆纳现代建筑艺术之旅：鬼才安东尼‧高第未完成的作品★圣家堂（Tempo de La Sagada
Famila, UNESCO 1984)，此教堂成为城市地标，高第以圣经为蓝图，藉由「诞生之门」、「受难之门」、「荣耀
之门」所组成的18座高塔，刻划圣经故事，虽然高第未亲自完成这伟大的作品便去世了，但后继者不眠不休
积极朝着高第的理念奋斗不懈，教堂内的★高第博物馆更是了解高第力学概念的最佳入门途径。圣家堂从1882
年开始修建，因为是赎罪教堂，资金的来源主要靠个人捐款，捐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工程进度的快慢，所以至

今尚未完工，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该教堂高耸与独特的建筑设计成为巴
塞隆纳最为人所知的观光景点。从高第以后，第四代的建筑师为Jordi Bonet。目前三个立面已建好「诞生立
面」和「受难立面」，十八座高塔已建好「诞生立面」的四座钟塔和「受难立面」的四座钟塔，尚余十座高塔，

预计在2026年完工。



车行格拉西亚大道欣赏各大现代主义建筑师的
作品：多明尼各的◎里欧莫蕾拉之家、卡达费屈

的◎阿马多尔之家、高第的◎巴特由之家及◎米拉

之家，来到位于郊区高第匠心设计的★奎尔公园
(Park Guell, UNESCO 1984)─奎尔出资委建的
一项市区建设计划，作为上城区居民居住以及花

园组合区，赋予建筑无限的设计感及创新的想象
空间，如童话王国的公园般，让人抹煞不少底

片。而法国建筑大师─JEAN NOUVEL所兴建的◎
TORRE AGBAR自来水公司大楼【玩家特选】，
已成为巴塞隆纳建筑艺术上另一新地标。晚餐特

别安排毕加索第一次举办个展的「四只猫餐厅」，餐厅内的装潢设计展现出古典高贵之气息。

早：机上 午：机上餐 晚：四只猫餐厅

宿： EUROSTARS BCN DESIGN HOTEL 或 ALMA BARCELONA HOTEL或同级 (位于知名的米

拉之屋的格拉西亚大道旁与附近，有非常好的地理位置方便旅客拍照与购物)

DAY03 巴塞隆纳-61km(1时15分)-蒙塞拉特山Montserrat-61km(1时15分)-巴塞隆纳

上午专车北上带您前往兼具宗教文化与天然奇景
的蒙塞拉特圣山(MONTSERRAT)，彷佛是岩块聚
集而成的岩山，其巨齿形状相当奇特，凛然而立，
让人惊叹！搭乘★登山电缆车前往山顶，俯瞰特殊
的雄伟奇岩山景地貌与肃穆的★塞拉特修道院教
堂，是一座本笃会修道院，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
亚的蒙特塞拉特山(意为锯齿山)，在巴塞隆纳以西
48公里，由公路、铁路或缆车可以到达。蒙特塞
拉特修道院与谷底的高差达到1236米，是加泰罗
尼亚低地的最高点，并位于加泰罗尼亚人口最稠
密部分的中央。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是加泰罗尼亚
最重要的宗教圣地，在加泰罗尼亚的文化生活和
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出版社是世界
上最古老但仍在营运的出版社之一，第一本书出版于1499年。蒙特塞拉特圣母（黑圣母）是加泰罗尼亚人最
喜爱的圣人，位于本笃会修道院旁的峭壁。随后返回巴塞隆纳★米拉之家(CasaMilà)，西文名称意指「米拉
的家」、「米拉先生府第」之意，米拉之家设计的特点是「本身建筑物的重量完全由柱子来承受，不论是内墙
外墙都没有承受建筑本身的重量，建筑物的本身没有主墙」，所以内部可以随意隔间改建而建筑物不会倒塌，
而且可以设计出更宽大的窗户，保证每个房间的采光。当时是由米拉夫妇出钱建造这栋房子，米拉夫妇去世
后，这栋建筑被卖给一家房地产公司。后来在1986年时，米拉之家被Caixa de Catalunya银行买下来，耗
巨资整修，将六楼、顶楼和屋顶阳台对外开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4年将米拉之家在内的几个高第设计
的建筑列入世界遗产中。



宿： EUROSTARS BCN DESIGN HOTEL 或 ALMA BARCELONA HOTEL或同级 (位于知名的米

拉之屋的格拉西亚大道旁与附近，有非常好的地理位置方便旅客拍照与购物)

IB5610 2025/2140 (1:15)

DAY04 巴塞隆纳 毕尔包Bilbao

上午漫步哥德区，途经◎大教堂、◎罗马古城墙、◎旧
皇宫，来到由中世纪贵族官邸所改建的★毕加索美术

馆（Museo de Picasso），是上午主要参观重点。浏
览毕加索从幼年时期到晚年，穷尽一生所遗留下来的
庞大作品。从油彩、素描、版画、陶塑等等，种类繁

多。尤其是《初圣体拜领》、《科学与仁慈》、《侍女》、

《鸽子》等画作，展现出毕加索大师一生的绘画风
格，幼年到晚年，作风回异，令人印象深刻。续前往

座落在蒙翠克特山的◎1992奥林匹克主运动场◎西班
牙广场、◎圣裘迪体育馆、◎电视发射塔以及◎加泰隆
尼亚美术馆【市场独家】眺望美丽的市景。1929年
万国博览会所兴建的★西班牙村，村内西班牙各地建筑特色以原始尺寸忠实呈现，可说是「身在巴塞隆纳，看

遍西班牙」。晚餐后搭机前往以金融经济为主也是西班牙大北方最具设计感的城市毕尔包，结合了扇贝结构的
◎宋第加机场展露了古典对称几何结构的美感。

早：饭店内 午：高第设计的贵族宅邸─

卡佛之家（米其林叉匙餐厅）

晚：精致西式餐

宿： GRAND HOTEL DOMINE BILBAO或同级(位于古根汉博物馆对面)

DAY05 毕尔包-166km(1时50分)- 博格斯Burgos-199km(2时10分)- 塞哥维亚Segovia

今日毕尔包市区，九O年代执行都市更新计划，挽救
了城市衰退恶化的现象。都市更新的第一阶段任务就

是兴建★古根汉美术馆，1997年正式开馆，在第一年
的入馆参观人次竟高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吸引更多对

艺术与建筑的爱好者，其外观的光影轮廓投射于水面

与外围的山脉所形成的背景更添加自然与建筑的和谐
感，宛如一艘艘船只重迭的特殊现代建筑外观，非常

吸睛。不得不赞叹建筑师法兰克‧盖瑞的设计巧思，内

部丰富的馆藏，更展现出西班牙当代艺术之杰作。接
着徒步经过运河上交叉钢骨造型如同竹节虫的木板铺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星级主厨时尚餐厅



面的◎行人徒步桥，自然亲近感的外观在运河上成为拍照的热闹景点。随后经过◎西班牙巴斯克健康总部，面

积八千平方米，高十三层的建筑，外观所使用的反射玻璃让整个天空的对映更显突出。之后前往位于「朝圣
之路」上的博格斯BURGOS(UNESCO 1984)【市场独家】，走访著名的◎绳屋之家、民族英雄◎熙德广场、和
◎圣母门，并参观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的★哥德式大教堂(CATHEDRAL, UNESCO 1984)，历经2世纪才完成，
古城中充满浓浓宗教气氛，它的建设始于1221年，9年后投入使用，不过建造工程断断续续长达200年之久，
直到1567年才完成尖塔部分建筑。它主要受到法国哥德式风格的影响。1984年10月31日，这座教堂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这是西班牙唯一一座单独列为世界遗产的教堂，其它教堂都是作为该市历史

中心的一部分而被列入，随后前往塞哥维亚。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香烤乳猪风味餐

宿： EUROSTARS PLAZA ACUEDCTO或同级

DAY06 塞哥维亚Segovia-55km(45分)-伊斯柯里尔El Escorial-50km(55分)-马德里Madrid

塞哥维亚是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塞
哥维亚省的省会，位于首都马德里以
北，乘坐高速火车35分钟可达。人口
约5万5千人。其老城区与水道桥建
筑名列联合国世界遗产。 塞哥维亚的
名称来自于凯尔特伊比利亚语，有「胜
利之城」的涵义。最具代表性的古罗
马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罗马水道桥
(UNESCO 1985)，这座水道桥除了是
伊比利亚半岛上最雄伟，也是保存最
好的古罗马遗迹之外，也是所在地塞
哥维亚的象征，并被使用在其城徽
上。此桥保有167座拱门的引水渠
道，全长总计约17公里，优美而壮观。
漫步老城区途经奇特建筑的◎鸟喙之
家，1525年开始兴建的◎大教堂，来到如迪斯尼电影中白雪公主所居住的★阿尔卡札ALCAZAR城堡，城堡
居高临下的地势，有着一览塞哥维亚城内和附近平原风光最佳的位置。午后来到马德里郊外伊斯柯里尔，由
菲力普二世下令兴建，以花岗岩为建材，结合教堂、皇宫、历代皇室陵寝、和修道院等多重功用的★伊斯柯里
尔宫(全称El Real Sitio de 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王家修道院, UNESCO
1984），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西北约50公里处的瓜达拉马山南坡。该建筑名为修道院，实为修道院、宫殿、
陵墓、教堂、图书馆、慈善堂、神学院、学校八位一体的庞大建筑群，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并珍藏欧洲各
艺术大师的名作，有「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称。参观由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仅存的16世纪皇宫建筑，虽然古
朴，但仍可感受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称霸世界的雄心。晚间特别安排晚餐后，将带您前往一场★佛朗明哥表演。
这个秀场是马德里最具代表性的佛朗明哥餐厅，无数王公贵族名人造访，在澎湃的乐声中，让您沉浸在一个
不同的西班牙之夜。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西班牙海鲜饭

宿： EurostarsMadrid Tower、NH CollectionMadrid Palacio de Tepa或同级



DAY07 马德里-75km(1时)-托雷多Toledo

早餐后市区观光，参观欧洲三

大皇宫之一★皇家宫殿

（Palacio Real），其宫内之壁
画、吊灯、时钟均为极世珍

品，巴洛克的建筑和装潢展现

出昔日辉煌岁月与奢华的宫

庭生活，这里曾是阿拉伯人的

要塞，公元1734年毁于一场

大火后而重建，外观为新古典

主义风格。宫中共有两百多个

厅室，目前只有部分对外开

放，各厅室装潢华丽精致，天

花板、墙壁、铺垫、桌椅等色

彩统一协调，金碧辉煌，毫不保留地展现当初西班牙的国力。【贴心提醒】马德里的皇宫会因为接待重要外宾

而关闭，而且这样的情况是不定期、不会事先通知。随后参观与巴黎罗浮宫、伦敦国家美术馆齐名的★普拉多

美术馆(Museo del Prado)，馆内收集作品高达8000多件，包括葛雷柯、委拉斯盖兹及哥雅等大师著名画作。

并带您游览◎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na)，走访大文豪塞万提斯笔下的梦幻骑士唐吉诃徳与其忠仆桑乔的雕

像、◎太阳门(Puerta del Sol)，此为西班牙全国哩程的起算点、◎哥伦布广场，瞻仰哥伦布的雕像，遥念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的雄心壮志。之后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世界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的托雷多古城(UNESCO

1986)，此城混合了基督教、回教与犹太教的特色；抵达后前往◎圣多美教堂，教堂内有葛雷科的名作《奥加

兹伯爵的葬礼》，也是不可错过的景点。信步走来，途经◎太阳门、◎马幼广场、◎索科多佛广场，古城之美尽

在其中。之后带您漫步于拥有1500年以上悠久历史的街道巷弄间，参观西班牙最重要的★大教堂

(Cathedral)，古城内首屈一指的景点，始建于公元1226年，耗时约300年才竣工，是法国哥德式建筑，外

型宏伟且华丽。内有著名画家葛雷柯GRECO的名画─《脱掉基督的圣衣》，同时有戈雅、范戴克等的画作、
珠宝室、藏经阁。过去的圣器室今日改建成美术馆，展示肃穆庄严的宗教画，可谓是艺术画作的宝殿。托雷

多所散发的独特气息，处处古意盎然。

早：饭店内 午：300年历史餐厅 晚：饭店内晚餐

宿： Hotel Eurostars Palacio Buenavista Toledo、Fontecruz Toledo或同级



DAY08 托雷多-64km(45分)-风车山Consuegra-193km(2时20分)-阿维拉Avila

今日前往到塞万提斯小说中「唐吉诃德」故事的
发生地─◎风车山(CONSUEGRA)，俯瞰干涸红色
土壤的拉曼查大地，想象小说中梦幻骑士误将「风
车当巨霸」，为正义而奋战不懈。之后专车沿着「唐
吉诃德」之路，前往西班牙最高城市(高1,130公
尺)，又有「骑士城堡」、「圣人之城」之称的古城
「阿维拉」(UNESCO 1985)。阿维拉古城为长达
三公里的城墙所环绕，共有九座城楼，88座塔
楼，其中以◎圣文生城门与◎阿尔卡萨城门最为高
耸壮观，中世纪时期许多攻城略地的故事不断在
此上演。而城内的12世纪混合罗马式和哥德式
的◎大教堂，乃采用坚硬花岗岩建造，更是不可
错过。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TAPAS风味餐

宿： PALACIO DE LOSVELADA AVILA 或同级(http://www.veladahoteles.com/avila/home.php)

DAY09 阿维拉-112km(1时15分)-萨拉曼卡Salamanca-298km(3时30分)-波多Porto（葡萄牙）

上午前往有「黄金之都」美称的萨拉曼卡
(UNESCO 1988)，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所在
地，抵达后带您游览由金黄色硅砂岩所建的◎黄
金广场、优美的◎贝壳屋、雕刻细腻的◎大教堂及
银匠式风格的◎学院大门、◎学院广场，当然还要
带您寻找能带来好运的「青蛙」喔！之后横越西、
葡边界的艾斯特雷拉山脉前往斗罗河畔的北方第
一大港，亦是葡萄牙第二大城的波多(PORTO,
UNESCO 1995)【市场独家】，以波多葡萄酒产地
而闻名世界，商业活动非常频繁。斗罗河贯穿整
个城市，河岸有许多葡萄庄园(UNESCO 2001)、
酒厂、酒窖，成为观光客的最爱，特别安排参观
★葡萄酒庄，品尝世界三大名酒的波多葡萄酒，紧接着游览市区的◎主广场和◎大教堂，细细品味北葡萄牙不
一样的风土民情。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精致西式餐

宿： HOTEL EUROSTARS DAS ARTES PORTO或同级
(http://www.eurostarshotels.co.uk/eurostars-das-artes.html)



DAY10 波多-55km(45分)-古马瑞斯Guimaraes-170km(1时40分)-孔英布拉Coimbra

上午来到「葡萄牙的摇篮」古马瑞斯(GUIMARAES,
UNESCO 2001)【市场独家】，葡萄牙第一位皇帝阿
丰索一世就出生于此地，它是葡萄牙的发源地，过去
以来一直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所自豪，抵达后参观◎
古城堡、◎大教堂、◎贵族豪宅等等。随后沿着昔日「朝
圣之路」续往依山傍水，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学城─孔
布拉，参观牛津、剑桥齐名的◎孔布拉大学。大学钟
塔、卡佩罗斯馆(Sala dos Capelos)、乔安娜图书馆
(Biblioteca Joanina)、数学馆、医学馆等等都是别具
特色的浮雕与建筑，精致唯美。漫步◎古城区古老曲
折起伏的巷弄间，特别带您体验正宗★葡式蛋塔，在
古都中感受浓厚的葡萄牙历史人文气息。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精致西式餐

宿： TRYP COIMBRA或同级(http://myurl.com.tw/adcn)

DAY11 孔英布拉87km(50分)-法蒂玛Fatima-166km(1时40分)-洛可岬Cabo Da Roca-42km(45分)-
里斯本Lisbon

上午前往天主教的圣地◎法蒂玛，1917年5月13日，
三个牧羊童在此地体现圣母，从此成为圣地，不管您
是否为基督徒，怀着朝圣的心情造访肃穆庄严的★大
教堂及◎教堂广场，一股宁静与祥和的气氛涌上心头，
直觉得身、心、灵都被涤洗一番。之后前往欧洲最西
端的◎洛可岬，并可获得一份抵达欧洲大陆最西点的证
书（Roca Certificate），亲身体验「大陆的尽头、海
洋的开端」。随后驱车前往太加斯河畔，有着「欧洲的
乡村」之称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葡式辣子鸡

宿： HOLIDAYINN LISBON CONTINENTAL或同级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1/en/hotel/lisbn?&)



DAY12 里斯本

早餐后展开市区观光，◎圣乔治城堡，俯瞰里斯本市容，
并前往欧洲著名的★马车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os
Coches)和★海事博物馆，回想昔日海权时代之盛况，
前往贝伦地区参观◎杰罗尼摩斯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onimos, UNESCO 1983)、◎贝伦塔(Torre de Belem,
UNESCO 1983) 、◎航海发现纪念碑(Padrao dos
Descobrimentos) 、和◎四月二十五日大桥等名胜。特
别安排搭乘★百年古董电车，体验里斯本古街风情，午
餐后前往里斯本郊外，有「小凡尔赛宫」之称的★奎露
兹王宫(Queluz Palace)【市场独家】和★仙达皇宫
(Sintra, UNESCO 1995)。晚间特别安排欣赏★命运之歌
法度FADO及民俗表演。

早：饭店内 午：中华料理 晚：海鲜风味飨宴

宿： HOLIDAYINN LISBON CONTINENTAL或同级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hi/1/en/hotel/lisbn?&)

DAY13 里斯本-134km(1时25分)-艾佛拉Evora-164km(1时40分)-美利达Merida（西班牙）

上午驱车来到葡萄牙南部著名的古城─艾佛拉(UNESCO 1986)，参观★人骨教堂(Sao Francisco)并漫步◎古城
区，体会葡萄牙南部纯朴风情。之后驱车经西、葡边界前往罗马时期古城美利达(UNESCO 1993)【市场独家】，
参观重要的罗马遗迹，一为兴建于公元前的★露天剧场，至今仍完整保留二世纪哈德连皇帝时期增设的舞台壁
精美雕刻；另一处则为★斗兽场、◎神殿遗迹。续走访◎罗马古桥，具体体现罗马人的土木建筑技术。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精致西式餐

宿： LAS LOMAS HOTEL或同级(http://www.hotellaslomas.com/)



DAY14 美利达Merida-192km(2时)-塞维亚Sevilla

今日前往安达露西亚省首府及1992年世界博览会之都─塞维亚，参观塞维亚
的★大教堂(Cathedral, UNESCO 1987)，兴建于公元1403年，历时100年
才得以完工，教堂建筑风格融合哥德式与文艺复兴样式别具特色，使其与梵
蒂岗圣彼得大教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并列世界三大教堂，教堂内哥伦布陵
墓总是吸引观光客的目光。大教堂旁的★吉拉尔达塔(La Giralda)高达98公
尺，为回教统治时期进行祈祷仪式的尖塔改建而成的钟塔，登楼即可一览塞
维亚街景。漫步于西班牙最美丽的◎西班牙广场、及富有西班牙南方风情的◎
圣塔克鲁斯区，感受风情万种的「卡门」和风流倜傥的剑侠「唐璜」的塞维
亚。晚间安排欣赏热情混杂着哀愁的★佛朗明哥音乐与舞蹈。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精致西式餐

宿： EMPERADOR TRAJANO HOTEL或同级(http://myurl.com.tw/f17g)

DAY15 赛维亚-141km(1时45分)-哥多华Cordoba-191km(2时20分)-荣达Ronda

早餐后前往昔日为伊斯兰文化在欧洲大地上的璀璨
明珠─哥多华(UNESCO 1984)，参观结合罗马、回
教、天主教建筑色彩浓厚的★清真寺大教堂
(Mezquita)，内部不同珍贵材质的列柱林立，让您
不得不赞叹！让您沈浸在伊斯兰文化中，而◎花街小
巷，让您领受安达鲁西亚小镇风情。随后前往荣达，
位于山岩上的安达鲁西亚最具典型白色山城，亦是
西班牙斗牛的发源地，走访全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
斗牛场，位于旧城广场的后方同时也有200多年的
历史以及横跨壮丽山谷的◎新桥，您可俯瞰整个山谷
俊秀的绝妙美景，放慢脚步，轻松感受吧！被太加
斯溪划分成两半，旧城立足在山崖边十分壮观，跨过新桥即抵旧城。新桥的峡谷是荣达最著名的景点，西班
牙现今的斗牛方式就是在这座斗牛场诞生的。荣达这个小镇虽小，但知名度可不小。除了那壮观的山崖外，
斗牛场也是大有来头，夜晚的荣达，在灯光的照耀下另有一番风情。今晚安排在国营旅馆内享用晚餐。

早：饭店内 午：精致西式餐 晚：国营旅馆晚宴

宿： Ronda Parado或同级



DAY16 荣达-178km(2时20分)-格拉那达Granada-124km(1时45分)-马拉加Malaga

今日前往阿拉伯摩尔王朝在欧洲最后的据点─格拉那达，参观洋溢回教建筑
色彩浓厚的◎阿尔卡萨城堡 ( Alcazar)，城堡内★阿罕布拉宫(La Alhambra,
UNESCO 1984)，桃金娘庭园的水池、狮子中庭的回廊…等等，集合阿拉伯
艺术之精华，让您冥想西班牙宫廷生活的奢华，而★夏宫花园(Generalife,
UNESCO 1984)绿杉连棉，花香四溢，再次体验阿罕布拉宫的浪漫。随后
前往地中海港都、毕加索出生地─马拉加，拜访◎毕加索故居、◎大教堂、◎
古城区、及◎海滨大道等。

早：饭店内 午：伊比利黑猪肉风味料理 晚：碳烤海鲜

宿： AC HOTEL MALAGA PALACIO或同级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agpmg-ac-hotel-malaga-palacio/)

DAY17 马拉加-90km(1时20分)- (太阳海岸) -55km(50分)-艾尔吉西拉斯Algeciras 丹吉尔
Tangier-250km(2时50分)-拉巴特Rabat

今日沿着著名的太阳海岸来到了西班牙南端大港─艾尔吉西拉斯，之后搭乘★渡轮横越欧、非两洲咽喉直布罗
陀海峡，来到摩洛哥第一大港丹吉尔，此地为北非通往欧洲的要道，熙来攘往的人潮不绝，走访◎新、旧城区，
并观看大西洋和地中海之分界点，天气良好时可远眺西班牙。傍晚前往四大皇城之一的拉巴特，亦是摩洛哥
首都。

早：饭店内 午：船上 晚：阿拉伯式
宿： LE DIWAN RABAT或同级
（http://www.accorhotels.com/gb/hotel-2820-le-diwan-rabat-mgallery-collection/index.shtml）



DAY18 拉巴特-150km(2时05分)-麦肯尼斯Meknes -70km(1时10分)-非斯Fes

上午拜访◎国王皇宫、◎星期五祈祷之寺、摩洛哥

之父◎穆罕莫德五世陵墓、◎哈桑清真寺及◎哈桑塔

等。之后驱车途经伊斯麦之都，亦是四大皇城之一

的麦肯尼斯(UNESCO 1996)，传说当时的苏丹国
王，曾将超过五千个人头骨当作建材建设城墙以生

生世世控制他们，抵达后参观◎曼苏门、◎姆莱伊

斯迈庙…等。之后前往四大皇城之一的非斯，摩洛
哥最古老皇室所在地，更是摩洛哥历史与文化的中

心。

早：饭店内 午：炖羊肉 晚：饭店内

宿： HOTELWASSIM或同级（http://www.hotelwassim.com/）

DAY19 非斯-290km(3时10分)-卡萨布兰加

非斯(UNESCO 1981)城内完整保存的伊斯兰风
貌，堪称伊斯兰城市最佳写照。走访古城区◎国王
行宫优美的大门、◎卡鲁因清真寺、卡鲁因古大学

建城者◎伊德里斯二世陵墓和◎古市集，此市集保

留自九世纪以来不太有改变的生活环境，而传统生
活技术与只靠口语相传的工艺技术让您值得探

究，走在历史悠久的巷道中让人产生一种时光倒流

的错觉。然后驱车前往摩洛哥第一大城─卡萨布兰
加。抵达后至◎旧市区、◎联合广场…等地游览，还
要带您前往《北非谍影》电影场景之★咖啡厅，与

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巨幅海报合影，并啜饮香浓咖
啡，感受电影情节。

早：饭店内 午：小米蔬菜饭(COUS COUS) 晚：饭店内

宿： NOVOTEL CASABLANCA CITY CENTER或同级

（http://www.accorhotels.com/gb/hotel-6572-novotel-casablanca-city-center/index.shtml）



清晨时班机再次起飞，由迪拜直飞返回北京，于当地时间下午抵达并回到温暖的家，带着丰盛而回味无穷的

回忆，结束本次摩洛哥深度之旅。

早：机上 午：机上 晚：X
宿： X

EK752 1430/0110+1 (7:40)

DAY20 卡萨布兰加 迪拜

上午参观位于卡萨布兰加，全世界第二大的清真

寺─★哈桑二世清真寺，该寺建筑宏伟，精雕细
琢，宽广的平台及明亮几净的广场，可容纳超过

12万人同时膜拜，令人赞叹不已，也为西班牙、
葡萄牙、摩洛哥之旅划下完美的句点。随后搭机

前往迪拜。

早：饭店内 午：机场简餐 晚：机上

宿：机上

EK366 0405/1640 (8:35)

DAY21 迪拜 北京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