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歐雙牙

經 典 之 旅 9/12天
葡萄牙﹒直布羅陀﹒西班牙

AULM09-AULB12

感受♥完美時刻
走過歐洲大陸海角天涯，逸意古城老橋流水，心醉迷人景緻，
讓你的味蕾踏上難忘的美食之旅。
優遊精粹
► 不惜重本提升2晚5星級酒住宿。

西班牙
SPAIN

► 西班牙阿爾卡尼茲古堡酒店 - Parador de Alcaniz，

夢幻情懷，尊貴獨享。

葡萄牙
PORTUGAL

► 西班牙著名「紅堡」- 阿爾罕布拉宮御花園遊玩，

鳥語花香，翡翠獨有。

花地瑪
Fatima

► 英屬海外領地－直布羅陀，體驗不一樣的英倫風情
► 世界著名建築師高迪 2 大曠世之作 -

聖家族大教堂、桂爾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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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滋味
葡萄牙馬介休、葡國燒雞、葡撻；英式炸魚薯條；
西班牙蕃紅花海鮮飯、正宗烤乳豬、水果酒、TAPAS。

薩拉戈莎
Zaragoza

S
9 DAUYR
TO

巴塞隆那
Barcelona

哥多華
Cordoba

塞維爾
Seville
太陽海岸
Costa Del Sol

別具匠心
► 特別安排歡送晚宴：巴塞隆那海鮮餐連酒水，留住開心時光。
► 加送多餐紅酒。

12
TODAYS
UR

馬德里
Madrid
杜麗多古城
Toledo

里斯本
Lisbon

阿爾卡尼茲
Alcaniz

格拉那達
Granada

直布羅陀
GIBRALTAR

► 蒙特塞拉特山是歐洲著名重要朝聖地，全山都是石頭，光禿禿的山石，猶如十二門徒在保衛聖山。於十一

世紀開始建築的修道院，裡面的一尊罕見木製黑面聖母像，傳說曾搬運下山卻變得其重無比，故聖母像便
一直留在山上。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www.jadetours.com

第1天 // 原居地 - 里斯本 Home City - Lisbon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葡萄牙首都 - 里斯本，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里斯本 - 奧比都斯 Lisbon - Obidos
早餐：--

午餐：--

早餐：酒店
晚餐：葡國燒雞

『里斯本』太加斯河上的重要港口，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古老的遺蹟，陡峭的石板街和淳樸的民風，令里斯本有「歐洲鄉村」
的美譽。參觀貝倫區及航海家紀念碑，遠眺橫跨太加斯河兩岸、建
築宏偉之4月25日大橋和耶穌巨像。
『奧比都斯 』被認為是葡萄牙中部最迷人、最風景如畫的城鎮之一。
這裡有傳統的彩繪房屋、狹窄的鵝卵石街道和雄偉的古堡。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里斯本 - 花地瑪 - 大石角 - 卡斯凱斯 - 里斯本
Lisbon - Fatima - Cabo da Roca - Cascais - Lisbon
早餐：酒店

午餐：葡國馬介休

晚餐：當地餐廳

『花地瑪』此處是聖母瑪利亞多次顯靈之地，顯靈之處是在1928年建
成大教堂，從此教徒絡繹不絕從世界各地前來朝拜。
『大石角』此乃歐洲大陸的最西端，可欣賞風景優美之大西洋，亦可
在此購買富有紀念價值的證書，證明曾到此一遊。
『卡斯凱斯』葡萄牙著名的海濱遊客區，風景倚翠優美。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里斯本 - 塞維爾 Lisbon - Seville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塞維爾』建於十六世紀的大寺院，哥倫布的陵墓則特別鑄造了四個
西班牙國王像，放在寢棺四角，極盡風光；及後前往西班牙廣場，
弧形拱墻上貼滿鮮艷奪目的瓷片貼飾，砌成各省徽章的歷史故事，
令人目不暇給。晚餐自費，可代為安排一邊品嚐地道美食，一邊欣賞
西班牙佛明哥精彩歌舞表演。住宿：Hilton Garden Inn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塞維爾 - 直布羅陀 - 白色山城米哈斯
Seville - Gibraltar - Mijas
早餐：酒店

午餐：英式炸魚薯條

晚餐：當地餐廳

第6天 // 米哈斯 - 哥多華 - 阿爾罕布拉宮御花園 - 格拉那達
Mijas - Cordoba - Alhambra Garden - Granada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哥多華』安達魯西亞地區中極具阿拉伯文化特色的古都。著名伊斯
蘭文化及文藝復興風格混合的奇特建築 - 回教清真寺。此寺除了設
有基督教禮拜堂外，更有850根瑪瑙碧玉大理石及花崗岩裝飾成的
圓柱，猶如走入迷宮一般。
『格拉那達』西班牙名城，建於十四世紀的阿爾罕布拉宮，風格獨特
堪稱建築藝術之奇跡。住宿：Abades Nevada Palace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格拉那達 - 白風車村 - 杜麗多古城 - 馬德里
Granada - Consuegra - Toledo - Madrid
早餐：酒店

午餐：蕃紅花海鮮飯及水果酒

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

第9天 // 馬德里 - 原居地 Madrid - Home City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12天團
第9天 // 馬德里 - 薩拉戈莎 - 阿爾卡尼茲
Madrid - Zaragoza - Alcaniz
早餐：酒店

午餐：TAPAS餐

第10天 // 阿爾卡尼茲 - 蒙特塞拉特聖山 - 巴塞隆那
Alcaniz - Montserrat - Barcelon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蒙特塞拉特山』此處的山崗形狀奇特，圓筒型大巖石及著名的聖母
顯靈修道院「黑瑪麗亞」神像，地面裝飾是繼梵帝岡後的另一傑作。
全景像是上帝之眼。住宿：Melia Barcelona Sky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巴塞隆那 – 市內觀光 Barcelona - City Tour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巴塞隆那』位於地中海海岸，藝術氣息濃厚。桂爾公園內五顏六色
的陶瓷片鑲嵌成石椅；形態如波浪的大走廊，美輪美奐。西班牙建
築師哥迪的偉大建築及巴市地標的聖家族大教堂，以及航海家哥倫
布紀念廣場、奧運場館、海港區等都是非常熱門的景點。市中心的
步地街區林柏街，於購物、娛樂、休閒、美食於一體，輕鬆自在。
住宿：Melia Barcelona Sky 或同級酒店。

第12天 // 巴塞隆那 - 原居地 Barcelona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晨鳥 優惠 ︓每位 $ 1000 起︐ 限前10名︐先到得到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9天
$3198
$580
$3778
$450
12天
$3798
$580
$4378
$62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9天
$3798
$580
$4378
$450
12天
$4398
$580
$4978
$620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中國護照需申根多次入境簽證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604-270-3288

晚餐：酒店

『薩拉戈莎』由羅馬人建成超過2000年歷史，城市景色典雅，是攝影
發燒友最愛拍攝場地。
『 阿 爾 卡 尼 茲 』西班牙地中海美酒產區。入住特色古堡迎賓酒店，
享受獨特的住宿體驗。住宿：Parador de Alcaniz 或同級酒店。

費用不包括：

西岸旅遊熱線

晚餐：--

晚餐：當地餐廳

『白風車村』位於拉曼徹地區，由石塊堆成圓筒型的風車屋，十分壯觀。
『杜麗多古城』著名的杜麗多大教堂，觀賞禮拜堂內的彩色玻璃及哥
特式雕刻紀念碑，而「聖器室」內的壁畫、聖塚和黃金聖經三卷皆是
不朽作品，在聖湯馬斯教堂內的「奧爾加斯伯爵的葬禮」更被視為
世界三大名畫之一。住宿：Marriott Auditorium Hotel 或同級酒店。
費用包括：
• 全程4/5★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580

午餐：西班牙正宗燒乳豬

『塞哥維亞』著名羅馬時代建造的水道橋，是歐洲保存羅馬風格最完
整的建築物。塞哥維亞城堡以及大教堂是16世紀西班牙最後的哥特式
的教堂，由水道牆至大教堂間商店林立，是絕佳的購買紀念品地點。
『馬德里』途經馬德里的大皇宮，參觀市中心西班牙廣場、茜比利斯
廣場、太陽門等。團友更可於市內自由活動。
住宿：Marriott Auditorium Hotel 或同級酒店。

早餐：酒店

『直布羅陀』英屬領地，岩石山上可俯瞰峽岸景色，一覽無遺。著名聖
米高鐘乳石洞，回音絕佳，大型歌舞樂隊演奏之理想場地。
『米哈斯』太陽海岸區之最靚麗城市，素有白色山城美譽。整個山色
因為白色顯得高貴浪漫。住宿：TRH 或同級酒店。

早餐：酒店

第8天 // 馬德里 - 塞哥維亞 - 馬德里市內觀光︑自由活動
Madrid - Segovia - Madrid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WECHAT
微信

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本公司保留更改以上資料及調整價錢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