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西班牙、葡萄牙及摩洛哥 15日精選
$4,400 • 出發日期： 5/26/2018, 7/28/2018, 9/29/2018

Barcelona

SPAIN
西班牙

PORTUGAL
葡萄牙

MOROCCO
摩洛哥

巴賽隆那

Madrid馬德里

Segovia
塞哥維亞

Fatima
法蒂瑪

Lisbon
 里斯本 Merida

美利達

Cordoba
科爾多瓦

Granada

Mijas

格拉那達

Fez
菲斯

米哈斯
Gibraltar直布羅陀

Tangier坦吉爾
Algeciras阿爾吉西拉斯

Marrakech馬拉喀什

Casablanca卡薩布蘭加

Seville
塞維亞

Toledo托雷多

薩拉曼卡
Salamanca

菁英假期將帶您走進歐洲大陸的盡頭，見

證大西洋的壯觀和地中海的萬種風情。體

驗西班牙奔放熱情的民風和艷陽，葡萄牙

白墻紅瓦的古跡和美食，摩洛哥古典燦爛

的異國風情… 在我們的精心安排下這將是

您不能錯過的一段旅程。

精選行程：造訪九處UNESCO世界遺產:

 1. 巴賽隆那高第建築群聖家堂及奎爾公園

 2. 托雷多歷史中心區

 3. 塞哥維亞古城及羅馬水道橋

�4. 薩拉曼卡古城

�5. 里斯本的熱羅尼莫斯修道院及貝倫塔

�6. 塞維亞大教堂

�7. 科爾多瓦歷史中心

�8. 格拉那達阿罕布拉宮

�9. 菲斯舊城

特色安排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當地最優質豪華的旅館，保證您旅途

中的休息質量。(詳情請參考背頁)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一饗歐

風傳統餐食文化。(詳情請參考背頁)

特優待遇: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巴賽隆那Barcelona
今日搭機飛往西班牙巴賽隆那。

第2天 巴賽隆那Barcelona
今日班機抵達巴賽隆那，轉往飯店休息以消除長途飛行之
勞頓。

【早餐】自理【午餐】自理【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Hilton Diagonal Mar Hotel Barcelona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巴賽隆那Barcelona
��聖家教堂Sagrada Familia: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安
東尼高第建築群之一。

��奎爾公園Park Güell: ★米
拉之家Casa Mila:欣賞建
築奇才高第打造的夢幻
世界。

��畢卡索博物館Picasso  
Museum: 近距離欣賞畢
卡索大師的藝術世界。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
自理【晚餐】米其林推薦/米其林餐廳

【住宿】Hilton Diagonal Mar Hotel Barcelona或同等級酒店

第4天 巴賽隆那Barcelona  馬德里Madrid
馬德里 Madrid :

★西班牙皇宮Palacio Real De Madrid: 參觀富麗堂皇的
皇家宮殿，外觀融合新古典主義及文藝復興風格，內
部洛可可式的華麗裝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與
歌舞秀

【住宿】Grand Melia Fenix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Barcelona –(620km)– Madrid

第5天 馬德里Madrid  托雷多Toledo  馬德里Madrid
馬德里Madrid:

�▲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 一覽著名的『零公里』紀
念牌。

�▲西班牙廣場Spain Square: 是為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
新大陸而建。

托雷多Toledo: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的都市，整個城
市幾乎是西班牙歷史的縮影；

★�托雷多主教堂區Toledo Cathedral Area: 感受宗教文
化對西班牙的深遠影響。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Grand Melia Fenix Hotel Madrid或同等級酒店
Madrid –(72km)– Toledo –(72km)– Madrid

第6天 馬德里Madrid  塞哥維亞Segovia  薩拉曼卡
Salamana

塞哥維亞Segovia:位於海拔1000公尺為城牆所環繞的古

城。參觀▲塞哥維亞主教堂Segovia Cathedral及其▲舊
城區The Old Town。

�▲羅馬水道橋The Aqueduct of Segovia:全長17公里縱
貫全城，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阿爾卡薩城堡The Alcázar of Segovia:迪士尼設計睡
美人城堡的藍圖，曾經加冕西班牙依莎貝爾女王。
城堡居高臨下的地勢是您欣賞城內及平原風光最佳
的位置。

�▲薩拉曼卡大學Salamanca University:在歐洲最古老的
大學感受學術氣息。

★�薩拉曼卡主教堂Salamanca Cathedral Old & New: 欣
賞融合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風格打造的國家古跡。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Hotel Alamda Palace或同等級酒店
Madrid –(97 km)– Segovia– (180 km) – Salamanca

第7天 薩拉曼卡Salamanca  法蒂瑪Fatima  里斯本
Lisbon

法蒂瑪Fatima: 位於艾爾山脊，天主教朝聖者的三大聖
地之一。

★�玫瑰聖母聖殿Basilica of Our Lady of Fatima: 每年近
兩百萬朝聖者不畏艱難步行到此瞻仰。

★�羅卡角Cabo da Roca: 歐洲大陸的最西端，陸止於
此，海始於斯！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International Lisbon或同等級酒店
Salamanca–(395km)– Fatima – (130 km) – Lisbon

第8天 里斯本Lisbon  美利達Merida
里斯本 Lisbon: 漫步于西歐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感受濃濃
的歐洲風情。

�▲航海發現紀念碑the Monument to the Discoveries (Pa-
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貝倫塔Belém Tower: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是一座建於
曼努埃爾一世時期的五層防禦工事，用來防禦位於貝倫
區的港口。

�▲熱羅尼莫斯修道院Jerónimos Monastery: UNESCO世界文化
遺產。

美利達Merida: 被譽為“ 最高貴、古老和忠誠的城市”。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Hotel Ilunion Merida Palace或同級酒店
Lisbon –(290km)– Merida

第9天 美利達Merida  塞維亞Seville
塞維亞Sevilla: 安塔露西亞自治區最大的首府。

★�塞維亞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Seville: 世界第三大教堂，
大航海家哥倫布長眠的天主教堂，也是世界最大的哥
德式主教座堂之一。1987年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從★希拉達塔Giralda Bell Tower俯瞰城市美景。

遊覽▲聖十字猶太區the Barrio Santa Cruz (the old Jewish 
quarter)。�



隨後趨車經過西班牙廣場Plaza de España, 瑪麗亞露意莎
公園Maria Luisa Park。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 當地美食

【住宿】Melia Lebreros Hotel Seville或同等級酒店
Merica –(200km)– Seville

第10天 塞維亞Seville  格拉那達Granada
��阿罕布拉宮Alhambra Palace: 阿拉伯式宮殿庭院的ß
代表，伊斯蘭教建築與園藝完美結合的典範。

��赫內拉利費宮The Palacio de Generalife: 1984年登錄於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從王宮可遙望吉普賽人居住的
薩克蒙特山丘及阿爾拜辛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Barcelo Granada Congress或同等級酒店
Seville –(260km)– Granada

第11天 格拉那達Granada  米哈斯Mijas  直布羅陀
Gibraltar  阿爾吉西拉斯Algeciras

米哈斯Mijas: 有白色村莊之稱，從這裏可以眺望無邊無
盡的地中海美景！

直布羅陀Gibraltar: 西班牙最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個半
島，希臘神話中的世界的盡頭；現實世界裡的地中海
戰略要塞。

搭乘★迷你小巴士mini bus眺望直布羅陀，隨後前往歐
洲角觀景臺俯瞰直布羅陀海峽。

★聖米高鐘乳石洞St. Michael Caves觀看獨一無二的“ 無
尾猴”。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NH Campo de Gibraltar或同等級酒店
Granada-(160 km) – Mijas – (120 km) – Gibraltar – (25 km) – Algeciras

第12天 阿爾吉西拉斯Algeciras 坦吉爾Tangier 
 菲斯Fez 

搭乘郵輪橫越歐、非兩洲之咽喉的直布羅陀海峽前往
坦吉爾Tangier: 非洲摩洛哥北端大港，可由此遠眺歐洲
大陸及大西洋和地中海之分界點，船上可眺望海峽與
大西洋風景。

�▲斯巴德爾角the Cap Spartel: 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交
界。

菲斯城Fez: 1981登錄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當地
人認為是摩洛哥第一個皇城，單是一個舊城區就有九
千多條迂迴曲折的小巷，是摩洛哥境內最美的舊城。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alais Medina and SPA Hotel Fez 或同等級酒店
Algeciras – (by ferry) – Tangier – (300 km) – Fez

第13天 菲斯Fez  拉巴特Rabat  馬拉喀什Marrakech
拉巴特Rabat: 摩洛哥首都。

▲�拉巴特王宮Royal Palace of Rabat: 典型的阿拉伯宮殿建
築，距今已有200多年曆史。

��奧黛亞城磐Kasbah des Oudaias: 拉巴特城中最古老
的一部分。

��哈桑塔二世清真寺Hassan Mosque & Tower: 用來慶祝
哈珊二世國王60歲大壽，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寺內
宣禮塔–哈桑塔高達200米，是世界最高的宣禮塔。

馬拉喀什Marrakech:一個摩洛哥很具代表性的城市，坐
落在阿特拉斯山腳下的”南方的珍珠”，意為”上帝的故
鄉”。整個城市的色調都是磚紅或者暖棕色，給人熱情
奔放郤又不失浪漫的感覺。馬拉喀什有摩洛哥最大的
柏柏爾人市場，也有整個非洲最繁忙的廣場。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
餐與肚皮舞表演

【住宿】Le Meridien N’fis Hotel Marrakech或同等級酒店
Fez – (210 km) – Rabat – (325 km) – Marrakech

第14天 馬拉喀什Marrakech  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
▲�巴依亞宮Bahia Palace: 融合了三位偉大建築師的智

慧，歷經多年才完工的中世紀貴族奢侈宅邸。

▲�撒丁皇陵Saadian Tombs: 從用純金包裹的庭柱和裝
飾繁復的穹頂想像摩洛哥王族當年的奢侈生活。

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 電影“ 北非諜影”拍攝地點。由
於濱臨大西洋，港口天然渾成，中世紀後即成北非第
一大城。

參觀▲聯合廣場Mohammed V Square和▲卡薩布蘭加
王宮Royal Palace of Casablanca。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Grand Mogador City Center或同等級酒店
Marrakech – (250 km) – Casablanca

第15天 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 美國USA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趨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美國，結
束圓滿的葡萄牙、西班牙與北非十五日風情之旅。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For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代理旅行社:

行程開始日期 Tour Start Date 不含機票團費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 

05/26/2018

$4,400 $1,30007/28/2018

09/29/2018

精選住宿:

�� 馬德里: Grand Melia Fenix Hotel：裝修復古精美的

5星級奢華酒店，使您在濃濃的古典氣息中享受休

憩時光。位置遠離喧囂的鬧市，緊鄰科隆廣場，

可步行達各觀光景點。

�� 薩拉曼卡: Hotel Alamda Palace: 地處薩拉曼卡中心

位置的5星級酒店，步行可到達城市的主要景點，

市長廣場、購物廣場。

�� 里斯本: Intercontinental Lisbon: 位於里斯本市中心

的一家豪華5星級酒店，俯瞰著著名的愛德華七世

公園Eduardo VIIPark。是感受古蹟，觀光和歷史的

旅客的絕佳選擇。

�� 美利達: Hotel Ilunion Merida Palace: 坐落於一個充

滿文化及優雅的歷史城區的5星級酒店，毗鄰美利

達眾多旅遊景田點。酒店優質的服務及設施讓您

感受獨一無二的奢華體驗。

�� 馬拉喀什: Le Meridien N’fis: 歐洲的傳統與當代文

化相融合的歐洲的5星級酒店，古典藝術氛圍濃

郁，客房以精美的摩洛哥風格裝飾。

�� 卡薩布蘭加: Grand Mogador City Center: 位於卡薩

蘭布卡的心臟地帶的5星級豪華酒店，地理位置優

越，靠近聯合田戈一口廣場、哈桑二世清真寺。

精選餐食:

��巴賽隆那米其林餐

��西班牙烤乳豬

��西班牙海鮮飯

��西班牙傳統燉牛尾

��西班牙風味小吃Tapas 

��佛朗明哥歌舞秀晚餐

��肚皮舞表演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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