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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老蝦帶路 深度走跳 巴塞隆納 10 日遊 

西班牙有 14 個台灣大，環島三天很匆忙，巴塞隆納 10 天剛剛好 

一起穿梭老城區，跟著喜愛大自然與西班牙飲食文化的旅遊作家老蝦 

沉醉於巴塞隆納的美好，視覺、味覺還有街頭巷弄裡，最直接的滿足 

《深度慢遊 最精采》 

➢ 暢銷西班牙旅遊書作家 兼領隊 老蝦 策畫執行，最貼心的規劃、最在地的玩法，輕鬆深

度慢遊巴塞隆納及周邊知名景點，適合初次造訪、也適合再次回味精彩巴塞隆納 

➢ 搭乘五度奪冠『年度最佳航空公司』、2019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第一：卡達航空 

➢ 最佳行程安排—不同於時間緊湊的旅行團，不拚打卡景點、不長途拉車走馬看花；在舊城

區散步，巡禮天才建築師高第的傑作；品味加泰隆尼亞獨特葡萄氣泡酒、走逛西班牙純樸

小鎮；拿著老蝦團員獨享私房美食地圖，啟動在地人模式，自在享受巴塞隆納的美好 

《食宿安排 最貼心》 

➢ 安排巴塞隆納市區飯店連泊，方便景點參觀、逛街購物 

➢ 安排入住西班牙國營旅館，體驗歷史古蹟風華 

➢ 道地西班牙文點餐推薦，吃喝玩在地好風情 

➢ 領隊老蝦全程陪同解說，特別再安排一位隨團人員服務 

《景點安排 最精采》 

➢ 精心安排入內參觀，四座高第的建築大作：奎爾公園、聖家堂、米拉之家、巴特由之家，以

及聖十字聖保羅醫院、卡爾多納鹽礦山、塔拉戈納羅馬劇場 

➢ 西班牙知名氣泡酒酒莊巡禮與品酒、最好買的羅卡購物村 絕對不能錯過 

➢ 巴塞隆納最大傳統市場、世界時尚精品大街，一次收藏 

➢ 團費已含經濟艙機票、飯店住宿、特定餐食及★景點門票。不另收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 

2020/04/05 出發 巧遇聖週大節慶 團費 $  99,800  2019/12 月底前繳訂 優惠$2,000 

2020/06/13 出發 春遊宜人西班牙 團費 $  99,800  2020/02 月底前繳訂 優惠$2,000 

2020/07/04 出發 暑假唯一深度團 團費 $108,800  2020/02 月底前繳訂 優惠$2,000 

訂金請繳交 TWD 30,000/人 若無法成團，所收訂金全數無息退還 

阿法國際旅行社   報名諮詢專線：02-7719 9129  

https://shrimplitw.com/torres-w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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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以下行程說明僅供參考，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表示購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2020/4/5 Sun. 

台北 香港 杜哈轉機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 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杜哈 飛往西班牙巴塞隆納 

Day 2 
2020/4/6 Mon.  

杜哈 巴塞隆納  

因時差關係，午後抵達巴塞隆納國際機場，入境西班牙，專車送往旅館。 

加泰隆尼亞地區 Catalunya 位於西班牙東岸，面向地中海，西班牙夏日濱海樂園與冬日避寒勝地。

自古以來深受羅馬帝國、西哥德王國、摩爾人的影響，以及 12 世紀起海洋貿易發達、紡織業興盛

等因素成為富庶之地，也孕育出迥異於西班牙其他地區的語言、文化與歷史特色。 

巴塞隆納 Barcelona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首府，全西班牙最時髦前衛的海港城市／美食之都，終年

燦爛的陽光孕育現代藝術家畢卡索、米羅等奇才，也成就眾多世界馳名的藝術建築作品 

領隊老蝦陪同啟動在地人模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輕鬆走逛巴塞隆納街頭：＠沿海區是重要的經

濟中心，也是當地人與旅客最愛的繁華地段。1888 年

世界博覽會會場改造＠城堡公園（Parc de la Ciutadella）

與＠紅磚凱旋門（Arc de Triomf）是重要地標；外觀長

得像一排排巧克力，紅磚外牆點綴著藍色與白色的阿

拉伯風味建築＠鬥牛場（Placa de Toros Monumental）

是巴塞隆納少見的摩爾風格，也是巴塞隆那最大鬥牛

場、西班牙古老的鬥牛場之一；市中心＠加泰隆尼亞

廣場（Placa de Catalunya）是巴塞隆納第二大著名街道

—格拉西亞大道 Passeig de Gracia 的南邊起點，沿街散

步隨意駐足，享受巴塞隆納迷人的夜晚。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西班牙燉飯 

四星級 Hotel Eurostars Monumental、Ayre Hotel Rosellón 或同等級 

Day 3 
2020/4/7 Tue. 

巴塞隆那  

高第 Antoni Gaudi（1852-1926） 

二十世紀初的建築鬼才大師，打破人類對直線莫名的堅持，重現上

帝賦予大自然的曲線與獨特美麗的造型，巧妙融入己身無窮的原創

力與精湛的技藝，淬鍊出無數舉世驚豔的作品。巴塞隆納是高第的

城市，也有人說沒參觀高第的建築，就不算到過西班牙！今日領隊

老蝦將以步行的方式，與您一同欣賞高第前衛大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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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爾公園 Park Güell  

色彩繽紛如糖果屋，其實原本是件失敗

的房地投資建案，後來由政府收購變更

為公園。高第利用高低起伏的地形，大

膽搭配各式童心童畫的彩磁拼貼建物，

宛如大師級的五彩樂園。 

聖家堂 La Sagrada Familia  

巴塞隆納大地標，世界唯一尚未完工就

名列世界遺產的特殊建築。1883 年，年

輕的高第接受富商委託建造這座私人宗

教建築，以蒙塞拉特山（Montserrat）為

靈感，運用觀察大自然元素、科學與力學

的理論，佐以高第深厚的宗教知識與美

學原創力，外觀結合大自然動植物形體、

內部彷若石造森林結構的莊嚴宗教建

築，預計於 2026 年完工，以紀念高第過

世 100 周年，將持續引爆熱潮、吸引世

人目光。 

聖十字聖保羅醫院  

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順著高第大道來到有『世界最美醫院』著

稱★聖十字聖保羅醫院，繼續用眼睛與

相機捕捉高第的其他作品！由高第老師多明尼克建造，也是高第不幸被電車撞倒後急救彌留的醫

院。透過 27 棟建築打造巴塞隆納醫療中心，每棟病房宛如小小的馬賽克城堡，環繞充滿摩爾風情

的綠意花園，大廳鑲有美麗的壁畫與雕刻精緻的梁柱，不但名列世界遺產，同時兼具博物館與藝術

中心的功能。 

今晚續住巴塞隆納市區飯店，享受城市迷人的夜晚。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班牙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四星級 Hotel Eurostars Monumental、Ayre Hotel Rosellón 或同等級 

Day 4 
2020/4/8 Wed. 

巴塞隆納—蒙塞拉特山—酒莊品酒—卡爾多納 Cardona 

專車前往加泰隆尼亞地區聖山、當地人的精神象徵—蒙塞拉特山 

蒙塞拉特山 Montserrat 經過數千萬年的造山運動，猶如許多根手

指黏在一起的壯觀山頭，早在西元九世紀就有修道院的存在，＠蒙

塞拉特修道院位於山腰，黑面聖母神蹟聲名遠播，是加泰隆尼亞地

區重要的宗教聖地；由＠瞭望台（La Creu de Sant Miquel）居高臨

下欣賞蒙塞拉特山全景及蒙塞拉特山才有的奇特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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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是葡萄酒／葡萄氣泡酒（Cava）的出口大國，來到西

班牙一定要參觀知名酒莊。★ 菲絲娜酒莊（Freixenet）是傳

統釀造葡萄氣泡酒產量第一品牌，安排參觀酒莊進行品酒之

旅，地下酒窖之壯觀令人驚艷。 

西班牙特有國營飯店體系坐擁絕佳美景的古堡、貴族領主莊

園改造為奢華旅宿，今晚特別安排下榻中古世紀城堡改建的

卡爾多納國營旅館，輕鬆走逛舊城區及卡爾多納廣場。（國

營旅館房數有限，若供不應求將改訂其他旅館，敬請 諒察）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班牙料理     晚餐：國營旅館傳統料理 

國營旅館 Parador de Cardona 或同等級   

巴塞隆納－38KM 蒙塞拉特山—46KM 酒莊—82KM 卡爾多納  

Day 5 
2020/4/9 Thu. 

卡爾多納—鹽礦山—塔拉戈納 Tarragona  

卡爾多納 Cardona 古樸靜謐的小鎮，改建於九世紀的＠卡爾多納城堡佇立在山丘上，城堡中的拱

形天花板、石牆庭院保持高度一致。城堡周圍是很棒的散步點，靜靜地融入周遭景致，感受生活中

的喜悅。安排參觀附近藉大自然力量地殼擠壓、高達 120 公尺且持續增長中★ 鹽礦山特殊景觀。

午餐於加泰隆尼亞中心—曼雷薩（Manresa），被酒莊環繞的純樸小鎮，沉浸西班牙式鄉村氛圍。 

塔拉戈納 Tarragona 緊鄰地中海，終年氣候溫和陽光普照，有「地中海陽台」美稱，昔日羅馬人

征服伊比利半島的基地與度假勝地，也是世界遺產集中的黃金海岸城市。面對地中海的小山丘星羅

散佈西班牙保存最好的城牆、塔樓、競技場等古羅馬遺跡，慢步於西班牙三大＠羅馬水道橋之一、

唯一一座人可走上水道橋頂端的建築傑作，將是最難得的體驗。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班牙傳統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套餐 

四星級 SB Ciutat de Tarragona 或同等級   

卡爾多納—30KM 曼雷薩—114KM 塔拉戈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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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2020/ 4/10 Fri. 

塔拉戈納—羅卡購物村—巴塞隆納 

特別安排當地專業導覽徒步體驗在世界人類文化遺產寶庫—塔拉戈納，欣賞地處黃金海岸的市景

與歷史遺跡。＠諾瓦蘭布拉大道（Rambla Nove）劃出上城與新城的界線，二十世紀展現團隊互信

力量、仿真人大小的＠疊人塔雕像（Monument als Castellers），與二世紀建造的＠羅馬劇場

（Amfiteatre de Tarragona）時光交錯相互輝映，旅人彷彿瞬間往返穿梭於時光隧道之間。  

羅卡購物村 La Roca Village 西班牙不只是出了許多藝術家、建築師，也是世界知名品牌的誕生地。

絕不能錯過逛逛以現代加泰隆尼亞小鎮為建築風格＠羅卡購物村，為自己採買些西班牙知名品牌

（Camper、LOEWE、TOUS…等）當作犒賞吧！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地中海風味套餐     晚餐：西班牙傳統料理 

四星級 Catalonia Plaza Catalunya、H10 或同等級   

塔拉戈納—127KM 羅卡購物村—40KM 巴塞隆納 

 

Day 7 
2019/4/11 Sat. 

巴塞隆納 老城區 

再度回到巴塞隆納，啟動在

地人模式！ 

波格利亞市場 Boqueria 

走逛當地人的廚房、巴塞隆

納最大菜市場，新鮮當季水

果、辛香料堅果乾貨、西班

牙味的乳酪、現切生火腿、

現榨果汁…親自品嘗，滿足

味蕾與視覺的雙享受。 

蘭布拉大道 La Rambla 

擁有「巴塞隆納門面」之稱，

沿路探索留在巴塞隆納的羅

馬遺址及特殊裝飾：嘆息橋、

加泰隆尼亞自治大樓、哥倫布塔、聖若梅廣場…等景點，散步途中經過的百年老店，喝杯咖啡歇歇

腿，欣賞街上人來人往，認真享受時間的流動；傍晚前往西班牙最大百貨公司＠英格列斯百貨（El 

Corte Inglés）尋覓當地好滋味。 

我們保留流連當地菜市場與品味 Tapas 的悠閒時光，老蝦獨家提供旅人專屬★巴塞隆納美食地圖，

人人化身在地老饕美食家。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自理餐     晚餐：自理餐 

四星級 Catalonia Plaza Catalunya、H10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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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2020/4/12 Sun. 

巴塞隆納 擴建區 

不同前一天的老城區，今天主題以巴塞隆納擁有加泰隆尼亞的現代主義建築、高級住宅區與購物中

心—＠擴建區為主軸，參觀西班牙最昂貴一條街＠格拉西亞大道上知名建築。這條過去貴族們爭相

興建奇屋異宅的富豪街區：★米拉之家（Casa Milà）波浪式立面建築出自高第之手、★巴特由之家

（Casa Batlló）位於斜對面，

更是不和諧三兄弟建築的其

中一位。在高第設計的建築

中探尋光與影的渾然天成，

落腳＠米羅公園（Parc de 

Joan Mirò），登上＠競技場

（Arenas de Barcelona）頂樓

欣賞西班牙廣場，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登上＠蒙特惠奇山

（Montjuïc Castle），從更高

的視角瞭望巴塞隆納迷人海

岸線。 

 

下山後自由活動時間，建議在＠西班牙廣場（Plaça d’Espanya）欣賞魔幻噴泉水舞秀（Font Màgica 

de Montjuïc），或是熟門熟路、按圖索驥，繼續追尋屬於私人的巴塞隆納夜未眠。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班牙海鮮     晚餐：自理餐 

四星級 Catalonia Plaza Catalunya、H10 或同等級   

 

Day 9 
2020/4/13 Mon. 

巴塞隆納 台北 

巴塞隆納 是一座有魅力的地中海城市，值得旅人一訪再訪。不只整座城市活像百科全書，走在街

頭不由自主被街道設計給吸引、被轉角的百年老店所感動。今日午後與巴塞隆納、周邊小鎮道別，

帶著戰利品，專車送往機場辦理出境手續，登機返台。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機上用餐  

 

Day 10 
2020/4/14 Tue. 

台北     

今晚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期待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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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訊息》                                   航班資訊僅供參考! 實際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航班編號 起始地 目的地 
飛起時間 

(當地) 

抵達時間 

(當地) 
飛行時數 

CX-531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香港 

國際機場 
19:50 21:55 2 小時 5 分 

QR-815 
香港 

國際機場 

杜哈 

國際機場 
01:20 05:45 9 小時 25 分 

QR-145 
杜哈 

國際機場 

巴塞隆納 

國際機場 
08:20 14:15 6 小時 55 分 

QR-146 
巴塞隆納 

國際機場 

杜哈 

國際機場 
16:40 23:45 6 小時 05 分 

QR-818 
杜哈 

國際機場 

香港 

國際機場 
03:25 16:05 7 小時 40 分 

CX-402 
香港 

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18:35 20:30 1 小時 55 分 

《行程地圖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