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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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code: E05
成人：

CAD$910

單人房附加費：

CAD$380

ۯ
⧋ 小童（2-11歲不佔床）： CAD$750
⧋ۯѵԗ㙊
1. 全程3星或以上酒店標準房（2人1間）及酒店早餐
（歐陸式早餐：咖啡或茶、果汁、麵包、果醬）
2. 全程豪華空調旅遊巴士及專職司機。
3. 專業華語導遊講解
4. 專人機場接機服務（單程）
(正常接機時段為7: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
30加元/每人/每程)

Ϥ ܰႀኈ٨ Madrid

έ ܜё Malagaʖ༬ᆰᅭ Se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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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馬德里，專人機場接機送往酒店，自由活動。
(正常接機時段為7: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30加
幣/每人/每程)

早上起程前往安達魯西亞地區的靈魂城市塞維爾，此城曾是
回教皇朝的首都，安達魯西亞文化的守護天使，佛朗明哥舞
蹈的發源地，又是作家筆下小說「卡門」故事的發生地，西
班牙的第四大城市，於一九九二年舉辦過世界博覽會；抵步
後遊覽建於十六世紀的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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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表揚這位偉大航海家發現新大陸的功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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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宮殿於
一九八七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座建築經歷回教
及天主教王朝，前後的巧妙配搭形成世上最複雜及美麗建築
之一，隨後漫步聖十字區、黃金塔及瑪利亞路易莎公園，此
處是一九九二年世界博覽會所在地，西班牙廣場精雕細琢的
瓷畫細說昔日西班牙的歷史及風采。（自費節目：在情況及
時間許可下，導遊將會改動行程，加插自費節目前往太陽海
岸白色山城-米哈斯遊覽）住宿︰塞維爾或鄰近城市。

1. 國際機票及任何稅項
2. 午晚餐費用
3. 小費（每位/每天5歐元）
4. 景點門票、遊船、纜車、自費項目及各個城市的進城稅
及住宿稅
5. 旅遊保險及個人消費
6. 一切不在“團費包含”所列

ϲ ኈ٨ MadridʖᙡܜЗ಼ Zaragoza
早上前往遊覽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比利斯噴泉、米約廣場、西
班牙廣場、哥倫布紀念廣場、西班牙大皇宮等景點名勝，皇宮
是西班牙王室鼎盛時之建築，金碧輝煌且美侖美奐，呈現出昔
日帝國神聖的餘暉；而代表著西班牙中心點的「零公里」是一
塊不大不小的正方形磁磚，就安放在太陽門的行人道上。而太
陽門廣場商店林立，遍佈百貨公司，是選購西班牙特色皮革產
品、服飾及各種紀念品的好去處；下午告別馬德里，朝巴塞隆
拿方向進發。住宿：薩拉戈莎或鄰近城市

Р ᙡܜЗ಼ ZaragozaʖБ༬ Barcelona

Ѳ ༬ᆰᅭ Sevilleʖ٨ҏ Lisbon

早上起程前往西班牙著名海岸城市巴塞隆拿，抵步後遊覽熱
情迷人的巴塞隆拿，景點包括 : 哥倫布紀念塔及藍布拉斯大道
，繼往巴塞隆拿最有代表性的聖家教堂參觀，此教堂乃有「
建築詩人」之稱的建築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隨後遊覽魯營
球場。游畢轉赴蒙朱伊克山丘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場參觀，
一九九二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曾在此舉行，從山丘上更可俯瞰
市區全景。餘下時間到繁華熱鬧的加泰隆尼廣場自由活動，
晚餐後返回酒店 。住宿：巴塞隆拿或鄰近城市。
（注意：旺季期間聖家教堂由於管制人流及排隊人群超多，
如 欲 進 教 堂 參 觀 ， 建 議 自 行 在 網 上 預 售 門 票
http://visit.sagradafamilia.cat 預約：下午二時至二時半之間）

早上起程前往葡萄牙首府里斯本，預計下午首先抵達歐洲的
天涯海角「大石角」，此地位處歐洲大陸最西端，團友除了
感受茫茫大西洋的浩翰氣勢外，還可購買紀念證書，證明曾
經踏足歐洲西端盡頭，極具紀念價值。游畢轉赴里斯本遊覽
市內名勝貝倫古塔、象徵葡萄牙為昔日開啟航海時代的先驅
及對發現新大陸的熱情的航海家紀念碑、之後前往傑若尼莫
修道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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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罷送往裡馬露茜廣場及龐布廣場一帶自由
活動，團友若有興趣可於百年老餅店品嘗正宗葡式蛋撻。住
宿︰里斯本或鄰近城市。

Ι Б༬ Barcelonaʖগՙ ٳValencia
ʖٳցְඪ Alicante

Ϥ ٨ҏ Lisbonʖ؇ᝋӻ Toledoġ
ʖኈ٨ Madrid

早上起程沿海岸線前往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華倫西亞，歷史上
華倫西亞一直充當西班牙通往地中海的門戶，是商業、文化
的集中地；華倫西亞四射的光芒，吸引阿拉伯人頻繁進出，
為華倫西亞注入文化交流及經貿改革的刺激，也令華倫西亞
享有其他城市不曾擁有的繁榮及光彩。今日的華倫西亞雖已
退卻光環，但仍是商貿展覽會舉辦的重要城市，全年有各種
展覽會舉行。抵步後遊覽舊市內的市政廣場、古城門及華倫
西亞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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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畢，朝白色海岸
海灘渡假城市亞利坎提進發。住宿：亞利坎提或鄰近城市。

Π ٳցְඪ Alicanteʖਿܜ٥ႀ Granada
ʖܜё Malaga

早上前往安達魯西亞省高原上的名城格拉那達，這是一座歷
史名城，曾先後被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統治過，更是阿拉伯
摩爾皇朝在伊比利亞半島統治八百年之最後據點，十五世紀
費南廸國王成功將阿拉伯人驅逐，完成統一西班牙大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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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遺留下之產物「阿爾罕布拉宮」（又稱紅宮），精
緻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驚世之美令人讚賞。游畢
前往備受推崇的太陽海岸進發，稍後抵達沿海第一大城市馬
拉加，此城是名畫家畢卡索誕生之地，太陽海岸名聞遐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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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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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自行在網上預售門票.
http://www.ticketmaster.es/nav/en/mucho_mas/granada/alha
mbra_y_generalife_09oz/alhambra_general/index.html 預約：
下午一時至二時半之間.）

早上前往馬德里，下午途經杜麗多古城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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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這古跡密佈的城市，俯瞰
亞卡沙爾城堡，參觀結構宏偉的大教堂，完全感受西班牙昔
日的繁華；遊罷送返馬德里，約于晚上八時許抵達馬德里。
（預料晚上八時返抵馬德里，當晚不含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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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當天離開，請預定當晚12點以後起飛的航班，如需送機服
務額外費用：加幣50/每人(2人起)
2. 如需延住酒店需增加費用：加幣80/每人（2人一房）。
3. 如需延住及第二天送機服務：加幣120/每人（2人起），請
預定第二天早上11點後起飛的航班。
(正常送機時段為11: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30
加幣/每人/每程)
以上行程文字描述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爭議性，本公司
及導遊乃視乎實際情況有權作出適當的安排及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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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旅程更充實精彩，沿途部份的景點及節目將涉及到
一些費用，方便團友更易掌握消費預算，我們將一些主
要的景點、餐飲費及建議自費節目價格細列如下，以供
參考。 （進城遊覽稅、住宿稅必需徵收，請按價交現金
給導遊）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而決定是否購票、用
餐，或參加任何建議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
景點票價：
10€
西班牙大皇宮(不含官方導遊講解)
15€
聖家教堂
參觀時間：黃線下午二時至二時半之間，橙線上午十時至
十時半之間，
阿爾罕布拉宮 (紅宮)
15.4€
預訂參觀時間：下午一時至二時半之間.
魯營球場
23€
額外自費節目：
65€
佛蘭明高舞蹈 + 晚餐 + 接送
15€
太陽海岸白色山城–米哈斯
20€
龍達 （西班牙最著名的懸崖小鎮，鬥牛士之聖地）
夜遊亞利坎提海灘
10€
午晚餐:
10 - 15歐元
中式午餐或晚餐（標準團餐：五菜一湯）
（團餐最小要10人参加方作安排，少於10人恕難安排）

司机及导游小费:
每參加者每天規定最小給司機小費
每參加者每天規定最小給導遊小費

2.00€每天
3.00€每天

以上價目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一切調整以現場價牌或當
時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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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團前第一晚酒店一般不在市區,且最終確認資料只能保證在入住前
24小時確認
Silken Puerta
Novotel Madrid Sanchinarro
Madrid
Nexh Zaragoza
Zaragoza Eurostars hotel Rey Fernando
Holiday Inn Express Barcelona Sant Cugat
Barcelona AC by Marriott hotel Sant Cugat
Holiday Inn Express Alicante
EXE Alicante Hill
Alicante
Holiday Inn Express Malaga
Hotel Don Curro
Malaga
Eurostars hotel Regina
Hotel GIT Via Sevilla Mairena
Seville
Holiday Inn Express Lisbon Airport Sana Malhoa
Lisb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