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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葡【自費項目表】 

 
 

 

 

每位收費(歐羅)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15人或以上 EUR 25 EUR 15 

奎爾公園 這是由西班牙天才建築家高迪設計的一座風格，獨特的公園，位於可俯瞰地中海的山丘上。這座公園利用傾斜的地面，用 86根柱子支撐著一個天花板，在上面建築了一個廣場兼戶外劇場，有著現代化通俗藝術的風俗。由此眺望遠景，風光極為秀麗。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5分鐘 

10-14人 EUR 35 EUR 20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35 EUR 25 
蒙特塞拉特聖山 位於巴塞隆那西北方約 45公里附近的一個山區，它的命名來自其鋸齒狀的外觀，主要景點蒙塞拉特聖山。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小時 

10-14人 EUR 52 EUR 37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23 EUR 18 

巴塞隆那 米拉宮 由西班牙天才建築家高迪所設計，融合了自然風貌及精巧力學之計算而建造，水平的波浪是米拉宮外觀之特點，屋頂上有著一個個面貌不一，晃似從夢幻天地來到真實世界的武士們，該處已成為博物館，為高迪超現實主義藝術建築之一。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25分鐘 

10-14人 EUR 35 EUR 30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60 EUR 50 
佛朗明哥歌舞表演 佛朗明哥舞是起源於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的吉普賽人，歷史已有百年以上，但由於西班牙政府有心保存與推廣此項舞蹈，因此佛朗明哥舞漸漸成為西班牙舞蹈的代名詞。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10-14人 EUR 90 EUR 75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60-80 
鬥牛 鬥牛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從每年 3月至 10月都會舉辦鬥牛比賽，尤其是在 5月的慶典 May 

Fiestas de San Isidro期間，表演者均是鬥牛界的一級鬥牛勇仕。 

1.5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10-14人 EUR 90-120 

大小同價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40 EUR 35 

大皇宮 皇宮內裝飾金碧輝煌、美侖美奐，這座皇宮部份仍為王室宅邸，部份已經闢為博物館對外開放，此皇宮屬於巴洛克和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 

1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10-14人 EUR 60 EUR 55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40 EUR 35 

西
班
牙    

馬德里 
杜麗多大教堂 「大教堂」乃杜麗多古城內最突出的地標，融合多種不同的建築風格，結構精美。內部禮拜堂有彩色玻璃、哥德式雕刻的紀念碑；而「聖器室」內的壁畫、聖眾和黃金聖經三卷皆是不朽之作。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10-14人 EUR 60 EUR 55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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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 停車費、入場費、導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每位收費(歐羅)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15人或以上 EUR 30 EUR 20 米哈斯 白色山城 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享譽盛名的「白色山城」，充滿陽光氣色及地中海風情，這裡到處是亮麗白色牆壁和嵌上地道瓷磚的房舍，驟看像一幅美麗的山水名畫，令人心擴神怡。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小時 

10-14人 EUR 45 EUR 30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35 EUR 25 
塞哥維亞古城遊 塞哥維亞舊城是西班牙最具獨特風貌的城市，在 1985年時，更入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城市有中世紀的小城鎮，處處可見遺留下的皇宮建築與羅馬時代的古城牆。而其中古羅馬水道橋是該城的重點，這座壯觀的水道橋是西班牙規模最大的古羅馬遺跡之一。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小時 

10-14人 EUR 52 EUR 37 

自由活動 

西
班
牙 塞哥維亞 西班牙乳豬餐 湯+乳豬+甜品+飲品。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30分鐘 

6人或以上 

Eur 35 

(大小同價) 

自行安排 

15人或以上 EUR 30 EUR 25 
羅卡海岬 是歐亞大陸的最西端，在此可感受海天交接的蒼茫壯闊。在廣闊的草原上，只有燈塔、紀念碑和 1棟餐廳。紀念碑上刻有葡國詩人卡蒙斯的詩句「大地盡頭、海之開端」。 

4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小時 

10-14人 EUR 45 EUR 37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35 EUR 25 花地瑪 位於葡萄牙中部，本是一個寂寂無名的小鎮，後來因為聖母瑪利亞在此顯靈，故成為信徒心目中的聖地。 

1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小時 

10-14人 EUR 52 EUR 37 

自由活動 

15人或以上 EUR 20 EUR 14 

葡
萄
牙 

里斯本 耶穌巨像 位處里斯本山對岸山丘上，為世界知名三大耶穌巨像之一，登上巨像下瞭望台可眺望里斯本市全景。 

30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進行 

15分鐘 

10-14人 EUR 30 EUR 20 

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