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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航海大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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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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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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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里斯本国际机场

Aeroporto Da Por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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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国际机场是葡萄牙共和国首都里斯本的国际机场，是该国最主要的

机场。机场是南欧最大的机场之一，并作为葡萄牙连接欧洲的一个重要枢

纽空港。机场有 2 条主要跑道，可容纳如波音 747 的大型飞机。

开放时间

3 月-11 月

联系方式

+351-218-413500

地址

Alameda das Comunidades Portuguesas

到达方式

机场巴士,公共汽车：5/8/22/44/45/83

主页

http://www.lisbon-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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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里斯本-辛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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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纪念碑

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葡萄牙超级英雄联盟纪念碑。是由恩里克王子领头，他手里握着一个小

型的葡萄牙用来发现世界快帆，代表了多重意义。没有恩里克王子大兴

航海学校就没有葡萄牙的昔日辉煌，这座碑就是为了纪念他逝世 500

周年在 1960 年建的。

整座碑的形状就是一个快帆的形状，可见其历史重要性，也因为此华人

更习惯叫它大航海纪念碑。碑上的英雄还有达伽马，佩德罗·卡布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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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等，这些人在那个时代都是超级英雄，还有诗魂卡蒙斯等等在

葡萄牙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民族英雄们。碑高 52 米，内有 7 层，多

种功能的房间，还可以登上最高处去欣赏周围的景色和海港的风貌。

小贴士：

开放时间：夏季每天 10:00-19:00，冬季周二至周日 10:00-18:00，

周一关闭，关闭前半小时停止入内。12 月 25 日，1 月 1 日及 5 月

1 日闭馆。

票价：每人 3 欧，团体票每人 2 欧(超过 10 人)。

门票价格

0

开放时间

4 月-11 月

游玩时长

30 分钟

联系方式

+351 213 031 95

地址

Av．Brasília 1400-038 Lisboa

到达方式

乘坐公交电车到 Belãm-Jerónimos 站

主页

http://www.padraodosdescobrimentos.egeac.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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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主教堂

Sã De Lisboa

坐落在里斯本最古老的城区 Alfama(阿法玛)地区，在摩尔人统治时期这里

曾是最繁华的地区。它的前身是一座清真寺，1147 年葡萄牙开国国王

D·Afonso Henriques(唐·阿方索)赶走摩尔人后下令改建，成为里斯

本最早的教堂。这里也经受过多次地震的考验，多次部分毁坏，但都得

到了重修。细心的游客会发现这座教堂在建筑风格上自成一体，也可以

说是融合了各个时代的不同风格，罗马式的建筑配上哥特式的玫瑰窗，

还有巴洛克式的大门等等，十分有趣， 值得好好欣赏。考古挖掘工作长

期在教堂及周边地区进行中，摩尔人及更早的文物也在不断被发现中。

小贴士：

教堂正门对面有一小片停车的区域，可以免费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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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教堂免费开放；珍品室和原来的后院，目前发掘出古迹的参 观费各

2.5 欧元；联票 4 欧，关门前半小时停止售票。

开放时间

教堂开放时间：9:00-19:00，周日和宗教节日时有宗教仪式进行

时，游客入内请保持安静。

珍品室、后院和古迹开放时间：10:00-19:00，关闭时间：星期天 和

宗教节日，如果冬季游客量下降有可

联系方式

+351 21 886 6752

地址

Largo da Sã

到达方式

公交 737、电车 12E 和 28E 到 Sã 站下车

主页

http://www.patriarcado-lisboa.pt/site/

贝伦塔

Torre De Belã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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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伦塔（英语：Belãm Tower，葡萄牙语：Torre de Belãm）是一座五

层防御工事，位于葡萄牙里斯本的贝伦区。它建于曼努埃尔一世时期的

1514 年到 1520 年间，用来防御位于贝伦区的港口，以及附近的哲罗

姆派修道院。 塔内贡奉的是里斯本守护神-圣·维森特。后来逐渐转型

为海关、电报收发塔和灯塔，也曾经是大航海家门的起始点。值得一提

的是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这里曾经用来关押重要的政治犯。塔内可以看

到阴森的由仓库改造成的地牢，目前塔内存有 16 世纪火炮等文物。

1983 年被国际教科文组织正式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 年被评为葡

萄牙七大奇迹之一。

贝伦塔被分为两部分：塔身，内部有四个有拱顶的房间；壁垒，有着许多

炮台。走过吊桥，穿过大门，就可以看到壁垒的内部。墙上共有 16

个炮位可以安装大炮以御敌。地板中间高，边缘低，这样有助于保护大炮，

也可以快速的排干积水。在屋顶的中央有个哥特式的矩形天窗，用作壁垒的

通风口，以便大炮开火的硝烟能快速散去。在壁垒的地板下面有一些储藏

室，最大的一间可以从北面的楼梯到达。这些储藏室一开始被用来放补给

品，后来变成地牢。在入口的右边有一座陡峭的楼梯通向壁垒顶部的平台。

在多边形的平台的角上有 6 座岗亭，每座都有一扇瞭望窗和胡椒盒形状的

屋顶。在平台的中央有一圈栏杆，围着下面的天井。



D2

在 1580 年开始的增建工程试图使贝伦塔有更多的空间容纳更多人，但

这些增加的部分不久就被毁坏，贝伦塔回到了原先的样子。在栏杆的南

面有一座胜利圣母像（Nossa Senhora do Bom Sucesso），也被称之为

葡萄处女（Virgem das Uvas）。 塔的正面朝南，入口在壁垒平台上。

塔的朝南面上有着极好的石雕。在第二层的阳台上有用花边装饰的楣和

栏杆，在上面有一个巨大的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之盾(Royal Shield of

King Manuel I)。这个用皇家符号和曼努埃尔式的元素装饰的正面，被

16 世纪的旅行者和水手称赞。沿右侧的楼梯走上去，就进入塔中的第

一个房间，被称之为长官的房间。那里有个八角形开口的水箱，用来贮

藏雨水。房间的顶是用石灰涂抹的。在东北角和西北角又通向岗亭的入

口。左侧有一段螺旋梯，通向上层其他的房间。房间的名字可能来源于

这是原来长官办公的地方。1521 年，加斯帕·德·派瓦在这里办公，行使

管理和审判的权利。沿螺旋梯向上可以到达第二个房间，被称之为国王

的房间。这间房间通向南面的阳台，那里地板上有 8 个圆孔，可以让

防守者往下扔石头和沸油。上面的第三间房间被称之为观众的房间。这

有两扇大窗，它们之间有个壁炉。最上的一个房间被称之为小礼拜堂，

有着扇形的拱状天花板，装饰着曼努埃尔式的象征物，这间房间总体来

说相当朴素。

小贴士：

贝伦塔东边的海港边上有一大片停车的地方，本地人好像是免费，外

来的 2 欧元随便停。

门票价格

6 欧，包括热罗尼姆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的套票 12 欧。

免费时段：周日及节假日下午 14：00 之前。

开放时间

冬天 10:00-17:30, 夏季 10:00-18:30；关闭前半小时停止游客进入，

关闭时间：每周一、1 月 1 日、5 月 1 日、复活节和圣诞节。

联系方式

21-36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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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Torre de Belãm，1400-206 Lisboa

到达方式

乘坐公交电车到 Pedroucos 站。

主页

http://www.torrebelem.pt

大耶稣像

Cristo Rei

大耶稣像高 110 米，坐落在“四二五”大桥(Ponte 25 de Abril)一端的

青山上。这到底是里斯本抄袭了里约的，还是里约抄袭了宗主国的，会

让人感到混乱，不过确实很值得一去。底下教堂里面的图片讲述了它的

建筑史，还有那些虔诚的妇女为了感谢上帝保佑她们的那些在二战中活

下来的父兄、爱人的故事。观景台可以欣赏到里斯本城的景色和宏伟的

河景，值得带上你爱的人上去发发呆。此外他们还可以为教众提供各种

服务，包括忏悔、洗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婚礼，有意向的游客可以

在旅途中安排一个特别的婚礼，或者可以给新娘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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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价格:观景台电梯门票：5 欧

门票价格

观景台电梯门票 5 欧

开放时间

冬季 9:30-18:15；夏季 9:30-18:30，夏季周末 9:30-19:00。最后一批

搭乘电梯的时间为关闭前 15 分钟。12 月 24 日 13:00 关闭，12 月

25 日 14:30 开放，12 月 31 日 18:1

联系方式

351-21

地址

Av. Cristo Rei

到达方式

从 Cais do Sodrã(索德烈码头)坐渡轮到 Cacilhas(卡其 利亚斯)，

然后坐 101 路公交到终点站下车

主页

http://www.cristorei.pt

卡斯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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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中西部城镇，位于里斯本西面，临大西洋的卡斯凯什湾，始建于

1364 年，是一个迷人的小镇。镇内街上的咖啡馆一字排开，当街上的

小贩搭起亭子的时候，整个地区都显得丰富多彩另外，这里有几家古老

的教堂和礼拜堂，还有十七世纪城堡－葡萄牙总统的官邸，附近有史前

时期的墓穴。

地址

-

罗卡角

Cabo Da R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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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卡角是葡萄牙境内一个毗邻大西洋的海角，是一处海拔约 140 米的狭窄悬

崖，为辛特拉山地西端。它位于北纬 38 度 47 分，西经 9 度 30 分，距离

里斯本大约 40 公里，处于葡萄牙的最西端，也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点。

人们在罗卡角的山崖上建了一座灯塔和一个面向大洋的十字架。碑上以葡萄

牙语写有著名的一句话：“陆止于此、海始于斯”（Onde a

terra a caba e o mar começa)。罗卡角曾被网民评为“全球最值得去

的 50 个地方”之一。

小贴士：

海边风大，尤其日落之后很冷，要注意防风御寒。在游客中心，可以花 11

欧做一个证明，证明上有你的名字，证明你来到了欧洲的最南端。

开放时间

全年

地址

Estrada do Cabo da Roca s/n, 2705-001 Colares,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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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在 Sintra（辛特拉）火车站旁边坐 403 路公交车（班次有限，工作日和

节假日不同，且有的班次不到罗卡角，请提前在车站看好发车时刻

表以免出错），返回的最后一班车在落日之后，也请提前看好时间。

单程 4 欧，上车买票，可以考虑在里斯本买好 24 小时交通卡

（Viva Viagem），12 欧，包括从里斯本到辛特拉的火车和辛特拉本

地及到周边的所有公交车，比较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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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波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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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教堂

Capela Das Almas

圣灵教堂（Capela Das Almas）位于波尔图老城区的 Santa Catarina

步行街上，其青花瓷墙面十分惊艳，虽然教堂建于 20 世纪初，瓷砖

绘画却保留着 18 世纪的风格，墙面瓷砖描绘了诸多圣人的生平。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7:30 至 13:00 / 15:30 至 19:00；

周三，周四，周五：7:30 至 19:00；

星期日：7:30 至 13:00 / 18:00 至 19:00。

联系方式

+351 222005765

地址

Rua Sta. Catarina,428 ,4000-444 P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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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地铁 Sao Bento 站。Capela das Almas 教堂在 Rua Santa Catarina 大

街和 Rua Fernandes Tomas 大街交汇处，从地铁 Bolhao 出来就能看

见。

主页

http://www.portoturismo.pt/visitar/paginas/descobrir/Detalhe

sPOI.aspx?POI=1247

莱罗书店

Livraria L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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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葡萄牙波尔图的莱罗书店，自 1881 年开张以来，以美丽精致的

内部装潢设计吸引大批的读者，并成为波尔图市民的骄傲。书店中央

有一个漂亮的木制楼梯，一直通到楼顶。读者可以透过玻璃楼顶，360

度仰望天空。楼梯四周书架上则摆满了各种好书。书店里摆放的既有

英语书籍，也有葡萄牙语书籍。在楼上还有一个小型的咖啡厅。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日休息，周一至五 10:00-19:30，周六 10:00-19:00

门票价格

5.5 欧

联系方式

222 018 170

地址

Rua das Carmelitas, 144, 4050-161 Porto

到达方式

电车：电车 22 路 Clãrigos 站最近，从车站步行不远

主页

http://www.livrarialello.pt/en/

牧师塔

Torre Dos Clãr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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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图市中心的绝对地标式建筑，由于它的高度，也让它成为最好找的景

点，从老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可能是你来到这座城市后第一个吸引你眼

球的古建筑。塔高 76 米，共有 6 层。1763 年建成时，曾是整个国家的

最高建筑，由于它的突出，当年来到波尔图的船只总是把它当做灯塔和波

尔图的符号。如果您想把波尔图老城区所有的，也是最美的景色尽收眼

底，请做好攀爬 240 个阶梯的准备，塔顶可以 360 度俯瞰波尔图市中

心，绝对值得！这座塔是同名教堂的一部分，是当年的慈善组织

Irmandade dos Clãrigos Pobres 委托意大利设计师 Nicolau Nasoni(尼

古拉斯 那索尼)兴建的一座典型的 18 世纪巴洛克式教堂，门面十分精

美，不论是顶层刻意留下有异于其他传统建筑的残破三角形，还是上面

雕刻的花环和贝壳，以及教堂内的那个用彩色大理石雕刻的祭坛都很有

看点。这里也曾经设有病房，传播上帝的博爱。而设计师当时也没有收

取任何报酬，直到多年后才得到象征性的数目。

门票价格

3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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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9:00-19:00

联系方式

+351 222 001 729

地址

Rua dos Clãrigos Bolhão

到达方式

电车：电车 22 路 Clãrigos 站最近。

公交车：公交 200、201、207、301、303、501、507、601、602、ZM

等多路公交均经过附近的 Cordoaria 站。

主页

http://torredosclerigos.pt/pt

波尔图葡萄酒博物馆

Museu Do Vinho Do P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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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图葡萄酒博物馆(Museu Do Vinho Do Porto)是座新建立的博物

馆，旨在探索葡萄酒的发展史，提供信息详实的电影和展品。博物馆坐

落在一座 18 世纪用于储藏酒的老仓库内，除了了解葡萄酒文化之外，

也可以在这里品尝葡萄酒或购买。每个周日免费参观。

门票价格

周二至周六 2.2 欧元，周日免费。

开放时间

10:00-17:30。

联系方式

+351-222076300

地址

Rua Monchique，4050-394 Porto，Portugu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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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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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大教堂

Catedral Del Apóstol

沿着朝圣者之路来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人们大多数都是为了瞻

仰使徒大教堂，这座融合了罗马风格和巴罗克风格的大教堂肯定不会

让他们失望，相传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雅各伯安葬于此。荣耀之门

(Pórtico de la Gloria)、主祭坛(Altar Mayor)均值得细细观赏。

小贴士：

教堂每天中午教堂都会举行朝圣弥撒。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如有些偶然

的场合，会在弥撒结束后用在天花板上以绳索垂挂大香炉举行一种仪

式：当小火焰在里面燃烧时，8 个强壮的信徒会拉着绳子，让其在半圆

形的后殿中摇动。

门票价格

门票：大教堂免费，博物馆通票€5

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大教堂每日 7:00-21:00，博物馆夏季(6 月至 10 月)：周一

至周六 10:00-14:00，16:00-20:00，周日 10:00-14:00；冬季(10 月

至 5 月)：周一至周六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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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raza Do Obradoiro,S/N,15704,Santiago de Compostela,Spain

主页

http://catedraldesantiago.es

昆塔纳广场

Praza Da Quintana

昆塔纳广场位于教堂东侧，大教堂的圣门(Puerta Santa)就在广场边。

这道门只在圣年的圣地亚哥节（7 月 25 日，并且是一个星期日）开

放，届时会有及其隆重的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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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Praza da Quintana,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主教座堂 15782 圣地亚

哥－德孔波斯特拉加利西亚西班牙

圣地亚哥老城区

地址

santiago de compos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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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者博物馆

Museo Das Peregrinacións

朝圣者博物馆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现象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五 10:00-20:00；周六 10:30-13:30&amp;17:00-20:00；周

日 10: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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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希洪

SANLORENZO 海滩

是欧洲十佳海滩之一，其沙质非常细腻，大海宁静蔚蓝，海浪

温和，在此享受温暖的日光浴实在是一件十分享受的事情。希

洪滨海，因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里的海鲜都非常的肥美，

喜爱海鲜的游客一定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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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洪劳动大学文化城

地址

universidad laboral de gijon

阿维莱斯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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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viles

库迪列罗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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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cudill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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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圣塞瓦斯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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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梳

Haizearen Orrazia

风之梳(Combs of the Winds)是西班牙雕塑家爱德华多·奇利达于 1977

年完工的室外钢铁抽象雕塑作品。他用条形锻铁作为创作用材组合成三

个钢铁雕塑，一个垂直竖立在近海的巨石上，两个呈水平状态插入海岸

的峭壁中。雕塑组合的变化代表着生命运动，显示了敢与大风大浪搏击

的勇气与倔强性格，被誉为当代经典作品。

联系方式

004178 612 67 94

地址

near Playa de Ondaretta,San Sebastian - Donostia,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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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塔里亚镇

Getaria

格塔里亚是距离圣塞巴斯蒂安约 24 公里的一个巴斯克海港小镇，它

以其丰富的海产品而闻名于世，比斯开湾所出产的小鱿鱼以及大比目

鱼数量非常惊人。当然，这里烧烤的海产品品种也很繁多，另外小镇

的夜景很美，有机会的话要去逛一逛。

地址

20808 Getaria,Gipuzk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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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从圣塞巴斯蒂安出发，步行到 Amara，乘坐 Bi-SS 火车 ，开往 Ermua

在 Zumaia 下车步行到 Patxita Etxezarreta 2，乘坐 Zumaia -

Donostia Por Autopista A - 8 公交车 ，开往 Pio XII，坐到

Kaminero Etxea 下车即到。

Playa de la Concha 海滩

Playa De La Concha

贝壳型的 Playa de la Concha 海滩是圣瓦塞斯蒂安的明珠，夏季深

受游客们的青睐。

地址

De la Concha Ibilbidea,San Sebastian - Donostia,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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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萨拉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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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拉尔圣母大教堂

最初为哥特式教堂建筑，在增建、翻修和装饰过程中局部加入了银匠

式、巴洛克式等艺术式样。14 世纪教堂建造完成，中央祭坛的装饰屏

风为 15 世纪作品，基督受难的织锦画作于 15-16 世纪。

皮拉尔圣母大教堂里至今还保存着公元 40 年 1 月 2 日圣母玛丽亚

显灵的石柱，在西班牙语里将柱子叫做“皮拉尔”，这也就是教堂名字的

由来。这里是西班牙最大的圣母中心之一。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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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哈菲利亚宫

Palacio De La AljaferÍa

阿尔哈菲利亚宫是西班牙最好的伊斯兰统治时期的建筑，它的风格既不

同于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也不同于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它是为穆斯

林统治者享乐而建的宫殿，始建于 11 世纪。

地址

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 Aljafería

到达方式

乘公交 32、36 线，从西班牙广场乘车，10 分钟左右就到

石桥

Puente De Pie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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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戈萨埃布罗河上的第一座石桥，从 12 世纪起萨拉戈萨的居民就

想在河上造一座石桥，但是这个愿望真正实现是在 15 世纪上半叶，

1401-1440 年建成在 Gil de Menestral 的指导下建造而成。在 1643 年

的洪水中，桥中间的两跨被洪水冲毁，1659 年桥被重建，建筑师 Felipe

de Busignac 重修了桥中的两座塔楼，并加强了桥墩。桥两端的 4 根石柱

上站立着 4 只威武的铜狮子，因此，这座石桥又被称作狮桥。

地址

西班牙萨拉戈萨

到达方式

就在比拉尔广场背后埃布罗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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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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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之家

La Pedrera (Casa Mila)

米拉之家是高迪设计的最后一个私人住宅，常被称为 La Pedrera(加泰

罗尼亚语，意为“采石场”)。三面波浪型的墙面，扭曲回绕的铁条和铁板

构成的阳台栏杆、宽大的窗户非常吸人眼球，1986 年，米拉之家被

Caixa de Catalunya 银行买下，耗巨资整修。现在的一楼是银行的基

金会举办展览的场地。米拉之家的六层、顶楼和屋顶阳台对外开放，楼

顶的烟囱十分特别，在阳台上还可以俯瞰部分市区街道，遥望圣家堂。

小贴士：

1. 在网上提前订票可以免去排队的麻烦，入场时凭打印好的电子票或

出示姓名和订票号即可入内。售票处可以租赁语音导览器（提供 10

种语言服务，暂没有中文）。

2. 安全起见，请不要在屋顶上跑、跳、嬉闹、翻越栏杆。

3. 下雨强风天气屋顶平台不可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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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20.5 欧元，学生 16.5 欧元，0-6 岁儿童免费，7-12 岁 10.25 欧元；

夜间参观成人 37.5 欧元，7-12 岁儿童 18.75 欧元，0-6 岁儿童免

费；门票均包含导览器。

开放时间

11 月 4 日-次年 2 月 28 日 9:00-18:30，3 月-11 月 3 日 9:0-20:00，

关闭前半个小时禁止入场，其中 12 月 25-26 日、1 月 1 日、1 月 6 日

闭馆；夜间参观 3 月-11 月 2 日 20:15-24:0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34-902202138

地址

Passeig de Gràcia 92, Barcelona,Spain

到达方式

地铁 L3 线至 Diagonal 站

主页

http://www.lapedrera.com/e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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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族教堂

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

圣家宗座圣殿暨赎罪殿（加泰罗尼亚语：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一般简称为圣家堂（Sagrada Família），

是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的天主教教堂，由安东尼·高迪

设计，其高耸与独特的建筑设计，使得该教堂成为巴塞罗那最为人所

知的观光景点。

圣家堂从 1882 年开始修建，因为是赎罪教堂，资金的来源主要靠个

人捐款，捐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工程进度的快慢，所以至今还未完

工，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虽然该教堂

并非主教座堂，但教宗本笃十六世于 2010 年 11 月 7 日造访此教堂

时将其册封为宗座圣殿[2]。

地址

arrer de Mallorca, 401, 08013 Barcelon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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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sagradafamilia.cat

古埃尔公园人文体验

Park GÜell

建筑介绍：古埃尔公园(park Güell)建于 1900-1914 年，并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古埃尔公园不管是石阶、石柱和弯曲的石椅上都充满了各式的马赛克，

全由瓷砖拼贴而成，色彩灿斓，让人有身处梦境之感。奎尔公园与其他

建筑不同，它是个开放式的空间。公园内区分成好几部分，最精华区为

主要入口处的石阶，石阶上有一著名的马赛克蜥蜴喷泉，沿著石阶而上

的市场广场、弯曲的座椅、石柱和两栋造型特殊如童话世界的房子，都

是奎尔公园的最著名的景点。公园并有一个高第的博物馆，是高第曾居

住过的地方。在奎尔公园中，有很多路段都会出现如同自然洞穴似的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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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高架廊。有的分为上下两层，均可走人。其廊柱多为斜立，看似随

时将会倾覆却已坚固屹立了近一个世纪，像是有意向人们展示着斜柱

和直柱的力学实验对比。

15:00-15:15 排队入内

15:15-16:15 公园参观

16:15-16:45 专家问答

游玩时长

1 小时 45 分钟

地址

La Salut, Barcelona

主页

http://www.parkguell.cat/en/park-gue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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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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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坎普球场

Camp Nou

诺坎普体育场，又称鲁营球场，是位于加泰罗尼亚首都巴塞罗那市内的足

球场，属于西甲球队巴塞罗那的主场，是世界上最为人熟悉的足球场之

一。入座量高达 99,354 人，是全欧洲最大的足球场，在 1998 年至 99

年赛季被欧洲足联选为五星级球场。球场内还设有巴塞罗那足球博物馆，

馆内的展品有该队历史上获得的奖杯、历史照片、以及足球明星的球鞋、

队服等，展览方式采用了 3D 电影、触摸屏等高科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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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开放时间：9:00 - 21:00；

贴士：球场外围免费，但进入内部需购买诺坎普体验的门票。

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周一-周日：9:00 - 21:00

联系方式

+34 902 18 99 0

地址

C. Aristides Maillol, 12 08028 Barcelona

到达方式

地铁 L3 至 Les Corts 站；地铁至 L5Collbanc 站

主页

http://www.fcbarcelona.com/camp-nou

马约尔王宫

Palau Reial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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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尔王宫是位于巴塞罗那哥特区中心的建筑群，曾是巴塞罗那伯爵

们的府邸，后作为阿拉贡王朝的国王们的住地。 它由三座建筑组成：

迪内尔大厅，引人注目的仪式场所，布满封闭连环拱的墙面与古罗马

城墙重合；圣阿加莎宫廷礼拜堂里，葡萄牙统帅佩德罗的祭坛画屏，

由画家海梅·乌格特（1465）创作，是加泰罗尼亚哥特绘画的杰作；最

后，安东尼·卡博内尔应西班牙国王要求，于十六世纪修建的总督宫，

介于晚期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之间。

门票价格

价格

普通票: 7€

降价票: 5€

儿童: 免费参观

世界博物馆委员和各类协会成员: 免费参观

每月的第一个周日免费入内，所有周日自 15.00 h.起免费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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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营业时间 从周二到周六 10:00-19:00；周日 10:00-20:00； 周一闭

馆

联系方式

电话:+0034 932562100 传真:+0034 932680454

地址

Plaça del Rei, 08002 Barcelona, Barcelona, 西班牙

主页

http://museuhistoria.bc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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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安道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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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通达广场

PlaÇa De La Rotonda

罗通达广场坐落在瓦利拉河(Gran Valira)上的一座桥梁处，是安道尔

城的位置中心。旁边有一家游客中心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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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laça de la Rotonda,AD500 Andorra la Vella,安道尔

安道尔邮政博物馆

Museu D'areny I Plandolit & Museo Postal De Andorra

阿雷尼和普兰多利特家族是安道尔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他们 1633 年就

开始居住在这里，19 世纪时改造成了博物馆，室内的布置十分豪华。

邮政博物馆设在同处，展示了法国、西班牙特别为安道尔发行的成套邮

票，非常有趣。

小贴士：

开放时间:7 月和 8 月周二至周六 9:00-21:00，周日 10:00-14:00；9 月

至次年 6 月周二至周六 9:30-13:30&15:00-18:30，周日 10: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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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成人 2.4 欧元、学生 1.2 欧元

门票价格

成人/学生€2.4/1.2

开放时间

7 月和 8 月周二至周六 9:00-21:00，周日 10:00-14:00；9 月至次年

6 月周二至周六 9:30-13:30&amp;15:00-18:30，周日 10:00-14:00

地址

Casa Museu de la Família d''Areny-Plandolit,Plaça Major,AD300
Ordino,安道尔

安道尔城购物

安道尔购物是主要旅游节目之一。1991 年 7 月 1 日安道尔加入欧洲

关税同盟。安道尔实行低税，不征所得税，有“无税天堂”之称。安道尔

全国有 1000 多家免税商店和购物中心。首都安道尔城是最主要的购物

城，街道中商店密集，大型免税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是名副其实的一个

购物中心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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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瓦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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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主教堂和塔楼

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Valencia Y El Miguelete

坐落于老城区的瓦伦西亚主教堂糅合了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

克和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始建于 13 世纪。后来在摩尔人统治时期被

改建成清真寺，直至 1238 年才又恢复成罗马天主教教堂。现在瓦伦西亚

主教堂已经称为瓦伦西亚市区的地标性历史建筑。而铁门

(Baroque Puerta de Hierros)边的塔楼建于 13-14 世纪，高度为 50.85

米。登上塔楼顶则可以俯瞰整个瓦伦西亚老城区。传说中的圣杯就安放

在这里。

小贴士：

圣女广场附近停车不是很方便，最好坐地铁到来，可以做到火车北站，

然后步行到达

门票价格

教堂门票价格为 5 欧元；团体、13 岁以下的儿童 3.5 欧元；钟楼

门票价格为 2 欧元；团体、14 岁以下儿童 3.3 欧元

开放时间

3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周一至周六 10:00-18:00(17:30 停止

进入)周日及公共节假日为 14:00-18:30(17:30 停止进入)；11 月

1 日至 3 月 19 日：周一至周六 10: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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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34 96 391 8127

地址

Plaça de l''Almoina,s/n,46003 Valância,Valencia,西班牙

到达方式

乘坐公交车 4、6、8、9、11、16、28、70、71 路在 Plaza de la Reina

站下车，向北步行约 2 分钟即可抵达。

主页

http://www.catedraldevalencia.es

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学院

Instituto Valenciano De Arte Moderno Centre Julio Gonzá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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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学院全称为 Instituto Valenciano de Arte Moderno

Centre Julio González，是欧洲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主要分为两个

部分：Julio González 中心收录了包含善用铁制品做雕塑的立体派艺

术家 Julio González 和瓦伦西亚当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Ignacio

Pinazo 的作品以及其他当代和现代的艺术作品，总展品超过一万件；

另一个厅位于地下，展出了被破坏的中世纪瓦伦西亚的部分城墙。

门票价格

成人 2 欧元，学生 1 欧元，儿童免费；周日免费开放，讲解需要提

前预约。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10: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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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Calle de Guillem de Castro，118，Valencia

到达方式

乘坐公交车 5 路在 Guillem de Castro-Corona 下车

主页

http://www.ivam.es

瓦伦西亚市政广场

Plaza Del Ayunta-Miento

瓦伦西亚市政广场被市政大楼、斗牛场和火车北站、邮政总局等标志性

建筑所环绕，是市中心最重要的广场之一。周围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小

店，广场上也有很多花店，若是逛累了，捧上一束献花，坐在夕阳下的

广场上喂鸽子是件相当惬意的事情。法雅节期间，每天中午都会在市政

广场举行一个小小的放鞭炮仪式，称为 Mascaletas。

小贴士：

旁边饭店价格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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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免费开放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地址

Plaza del Ayuntamiento,Plaça de l''Ajuntament,1,46002 ，

Valencia

到达方式

乘坐公交车 8、9、11、70、71、N3、N6 在 Plaza de l'Ajuntent-Sang 下

车，公交 10、13、72、81、N4、N5、N7、N9 在 Plaza de l'Ajuntent-Font

下车，公交 4、6、12、N2、N10 在 Plaza de l'Ajuntent-Ateneu 下车；或

者乘坐地铁在 Xátiva 站下车，步行 5 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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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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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皇宫

palacio real de madrid

·一座融合西班牙传统王室和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建筑，是世界上保存最

完整、最精美的宫殿之一。·宫殿共有两千多间房间，供参观的仅五十

间左右。由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制作的 5 把小提琴收藏品是一定要看

的。·除此之外，阿尔梅利亚广场边上的药物博物也是必打卡地点，展

示了过去医药研究室原貌和药品调制用具等。·王宫后面的萨巴蒂尼庭

园，在夏季的夕阳下散步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

方。

小贴士：

Tips：

·马德里王宫内禁止拍照，也不可以携带食物和饮品入内。·
西班牙治安较乱，在广场游览时需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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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门票

10 欧元

打折票: 5-16 岁青少年或 25 岁以下持有欧盟学生居留者 5 欧元。

免费参观: 5 月 18 日、10 月 12 日所有人可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

10 月 1 日-次年 3 月 31 日 周一-周日

10:00-18:00(开放时间)

4 月 1 日-9 月 30 日 周一-周日

10:00-20:00(开放时间)

tips:

圣诞节关闭，官方例行活动会提前闭馆或不开放。

景点会因国事活动临时关闭。

联系方式

+34-914-548735;+34-914-548700

地址

Calle Bailãn, s/n, 28071 Madrid

到达方式

乘坐 5 号线或 2 号线地铁在 Ópera 站下车，然后步行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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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ña)是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广场

和热门旅游目的地，位于[格兰大道]的西端。马德里王宫在广场南面不

远处。广场的中心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纪念碑，包括上方的塞万提斯

石雕，前方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铜像，以及代表堂吉诃德真爱的两

尊石像：平凡的村姑阿尔东沙•罗任索和想象中美丽的杜尔西内娅·台尔·
托波索。大部分修建于 1925 年到 1930 年，1957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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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场的西面即是蒙大拿公园(Cuartel de la Montaña)，公园位于一个小山

丘上，这里是看马德里日落最好的地点，人们会特意来这里看一看这座城

市的另一面，也是情侣们钟爱的约会地点。镶上金边的整座皇宫、教堂、

车流和房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马德里。若有爱人在身边，

你这次的旅行就更完美了。若没有，那在这里偶遇一个吧。公园里还有一

座从埃及运来的神庙，即$波德神庙$，这是一座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建

筑物，它是埃及在 1986 年送给西班牙的礼物，整座神庙是从埃及一块块

石头地搬运至此，并在马德里精心地重建起来。

小贴士：

西班牙日落时间较晚，夏季在 21:00 左右。

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Plaza de España,28008 Madrid,Spain

到达方式

沿着格兰大道向西步行就可到达

主页

http://www.turismomadrid.es/monumentos/monumento/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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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像

Cervantes Sculpture

纪念碑建于 1916 年，塞万提斯是西班牙最伟大的作家。整个纪念碑以

塞万提斯的雕像为中心，他右手拿着他的名著“唐吉诃德”，左臂在战争

中失去，雕刻家巧妙地用披风掩盖起来。前面的青铜雕像是“唐吉诃德”
中的主人公唐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仆人桑丘骑着毛驴紧跟其后。

纪念碑上面的地球周围有五个人像代表五大洲。碑的后面是西班牙大

厦，以前曾经是马德里最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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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塞万提斯像的旁边还有唐吉可德和他的仆人桑丘的雕像

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Plaza de Espana, Madrid

到达方式

地铁 3 号线、10 号线 PlazadeEspana 站

伯纳乌球场

Bernabeu Stadium (Estadio Santiago Bernab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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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乌球场是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于 1947 年 12 月 14

日正式落成，可容纳 80,354 人名观众，是世界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

门票价格

Fee: Yes

联系方式

+34 (91) 398 4300

地址

Avenida de Concha Espina,1,28036Madrid,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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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3 西班牙托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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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萨尔城堡

Alcázar De Toledo

托莱多城堡在古城 548 米的山顶上最显著的建筑，内部包含了兵器博物馆

与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图书馆。 图书馆位于顶层，具有古城内置高的观景

位置。城堡时间与罗马时期，阿方索六世和阿方索十的统治时期城堡被重

建，成为第一个方形结构的堡垒并且具有角塔。后来皇帝查理五世再次将

其重建，但是在 1936 年被毁于西班牙内战。1940 至 1961 年再次被修

复。外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具有防御性的功能。

小贴士：

图书馆位于宫殿顶层，具有古城内置高的观景位置， 重点是免费可以

俯视古城无敌全景！

门票价格

全家 5 欧元，优惠价 2.5 欧元，.图书馆免费。

开放时间

兵器博物馆 10:00-17:00，周三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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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Calle Unión，45001，Toledo，Spain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http://www.museo.ejercito.es/museo/

托莱多市政厅

Ayuntamiento

同样属于文艺复兴风格，前期工程由 Herrera 完成，其后由画家葛雷

柯的儿子 Jorge Manuel Theotocópuli 修饰润色。市政厅的两座塔楼

附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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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yuntamiento de Toledo Plaza del Consistorio, 1 45071 Toledo 西

班牙

圣母升天犹太教堂

Sinagoga Del Trans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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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托莱多原有的十座犹太教堂中仅存的两座之一，同样属于穆得哈尔风

格。千万不要被教堂平淡的外表所迷惑，迈进教堂内部，墙壁的上半部分

和祭台间周围的穆德哈尔式装饰会让你赞叹不已，雪松木的天花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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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无比。大厅内保存着 54 座珍贵的小型拱窗，对于见惯了天主教与

伊斯兰教文化的游客来说，不失为一种新的体验。教堂的侧房中还有座

精致的犹太博物馆，里边展示了不少西班牙的犹太文化史迹与文物。可

于黄昏时来参观。

地址

欧洲. 西班牙.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 托莱多

苏克德贝尔广场

Plaza de Zocodover

这是托莱多市内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广场，曾在 1589 年 10 月 29

日被大火摧毁，现在看到的广场是在原址上新修建的

地址

Zocodover, Plaza Zocodover, s/n, 45001 Toledo,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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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4 科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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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多瓦王宫

Alcazar De Los Reyes Cristianos (Alcazar of Cordoba)

位于科尔多瓦的是一座中世纪城堡，这里是曾经改写历史的西班牙双王

的主要住处之一。后来于 1810 年成为拿破仑的驻军军营，1821 年，

城堡又成为了一所监狱。这所经历了无数风霜的城堡在上世纪 50 年代

被作为旅游景点供人参观。此城堡由阿方索示意世建于 1328 年，是一

个穆迪迦式皇宫，附带精致的花园。15 世纪，天主教君主在这里修建

了自己的宫殿并且发动了征服格拉纳达的战争。1483 年，布阿布迪被

监禁在这里，而且在将近 300 年的时间里，阿尔卡萨尔宫都被当作宗

教判决的基地。

小贴士：

表演时间：周日及周一 20:30、21:30、22:30(成人票含参观城堡 和

夜间表演 7 欧元，14 岁以下儿童免费)；周二至周五 20:30、

21:30、22:30(成人票只含夜间表演 9 欧元，14 岁以下儿童免费)；

周六 20:30、22:00、23:00(成人票含参观城堡和夜间表演 7 欧元，

14 岁以下儿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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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成人票 4.5 欧元；14 岁以下儿童免费；26 岁以下学生票 2.25 欧

元；周二-周五 8:30-9:30 免费。

开放时间

10 月至 4 月：周二至周六 10:00-14:00 & 16:30-18:30，周日及节

假日 9:30-14:30；5 月至 9 月：周二至周六 8:30-14:30，周日及

节假日 9:30-14:30。

联系方式

+34 957 760 269

地址

Calle de las Caballerizas Reales,14004

到达方式

科尔多瓦王宫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边，从[大清真

寺](http://place.qyer.com/poi/85013/)后门出来，沿河步行 5 分钟就

可到达；乘坐 19 路公交车在 Paseo de la Victoria 下车也可到

达。

主页

http://www.alcazardelosreyescristianos.cordoba.es/?id=3

科雷德拉广场

Plaza De La Corre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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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德拉广场（Plaza de la Corredera）是安达卢西亚最大的广场，

也是科尔多瓦的心脏。这个建于 17 世纪的广场有很复杂的历史，曾经

是充满血腥的古竞技场，也是科尔多瓦当地用来赛马、斗牛、审讯犯人

和焚烧的场所。如今这个广场到处是咖啡馆和小商店，已经变成了游客

休憩的佳地。

门票价格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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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laza de la Corredera, 1 14002 Córdoba

到达方式

18 路公交到 Plaza Almagra 站下

科尔多瓦罗马神庙

Roman Temple

科尔多瓦罗马神庙（Torre de la Calahorra）位于西班牙城市科尔多

瓦克劳迪奥•马塞洛街（奥古斯塔大道），为古罗马神庙的遗址。20 世

纪 50 年代在扩建市政厅时发现。它不是该市唯一的神庙，但可能是

最重要的一个，唯一经过考古发掘的一个。神庙长 32 米，宽 16

米。前面有 6 根科林斯柱子，而两侧各有 10 根。

该庙修建于第 1 世纪下半叶。开始于皇帝克劳狄一世在位期间（41-

54 年），四十年后结束，为皇帝图密善在位期间（81-96）。

神庙从柱子、墙壁到屋顶，所使用的材料几乎完全是大理石，所以该

地区称为 los marmolej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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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建筑只剩下基础，楼梯，祭坛和一些柱子。

小贴士：

晚上有灯光的时候更美~

门票价格

无门票

开放时间

一直开放

联系方式

+34-957-20 17 74

地址

Calle Capitulares,14002 Córdoba,Córdoba,西班牙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http://www.turismodecordoba.org/templo-romano.cfm

斗牛博物馆

Museo Municipal Tau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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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博物馆内展示着科尔多瓦历史上著名的斗牛士的遗物，包括华美

的斗牛服装，还有用斗牛场上被杀死的斗牛的头制作的标本。有一间

展室专门纪念斗牛大师马诺雷特，陈列着他的墓碑的复制品，以及曾

经冲撞过他的斗牛的皮毛。

门票价格

3 欧元，周五免费

联系方式

+34-957201056

地址

Plazuela de Maimónides,0,14004 科尔多瓦安达鲁西亚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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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斗牛博物馆位于旧犹太区的城墙边，旁边是一座犹太教堂

科尔多瓦大清真寺

La Mezquita de Cordoba

科尔多瓦圣母升天主教座堂（Catedral de la Asunción de Nuestra
Señora）[1][2][3]，又名科尔多瓦主教座堂（Catedral de Córdoba）

或科尔多瓦清真寺（Mezquita de Córdoba）。该建筑为世界遗产科尔

多瓦历史中心的一部分，最早建于 786 年，名为圣文生圣殿

（Basílica de San Vicente Mártir）。1238 年，收复失地运动后，将清

真寺改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座堂。[4]1523 年，在穆斯林建筑的中心，

开始修建文艺复兴风格的圣殿。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是摩尔人建筑中完成

度最高、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今天它是科尔多瓦最重要的地标，与格拉

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同为安达卢西亚建筑的代表。

地址

Calle Cardenal Herrero, 1, 14003 Córdob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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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5 格拉纳达-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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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罕布拉宫

Alhambra

阿尔罕布拉宫的名字来自于阿拉伯语，是“红堡”的意思。是阿拉伯式宫

殿庭院的代表，位于格拉纳达城外的内华达山上。作为伊斯兰教建筑与

园艺完美结合的建筑，阿尔罕布拉宫早在 1984 年就已经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选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阿尔罕布拉宫主要的参观区域包括

阿卡萨巴碉堡(Alcazaba)、纳塞瑞斯皇宫(los Palacios Nazaríes)、轩

尼洛里菲宫(Generalife)、清真寺浴场 (Baño de la Mezquita)、花园

(Jardines)。

小贴士：

阿尔罕布拉宫导览：

http://www.alhambradegranada.org/zh/info/ventadeentradasalham

bra.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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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高需求量及每日限定出售门票数量，建议可以提早到达购票或提前订

票，在 La Caixa 银行，网上 www.alhambra-tickets.es，打电话+34-

902888001、934923750、958926031 或去位于市中心阿尔罕布拉宫的商店

(地址：C / Reyes Católicos nº 40) 都可以提前订票，所有提前订票都需要

收取门票 10%的手续费。 如果提前现场购票，须按照票上指定时间进入参

观。如 9 点购票，下午 2 点才能入场，视当天参观人数。

在网上订票或电话订票的游客，可以去 La Caixa 银行取票，也可以

在市中心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商店取票，同时也可以在参观入口处换

票，取票换票时，需要提供付款时所用的信用卡。

参观纳塞瑞斯皇宫必须依门票指示时间半小时内进场参观(由于场地限

制每半小时只能容纳 300 人)，若错过参观时间，则需要去景点办公

室找工作人员修改入场时间，无额外费用。请注意参观纳塞瑞斯皇宫

最晚时间为关闭时间前 1 小时，且 至少需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建议

应先参观轩尼洛里菲花园及阿卡萨巴碉堡。

门票价格

成人 14 欧元；只参观参观花园、阿卡萨巴碉堡、轩尼洛里菲宫 7 欧元

夜间参观票 8 欧元。两天票(包括参观纳塞瑞斯皇宫的夜票和第二天参

观花园、阿卡萨巴碉堡及轩尼洛里菲宫的日票)14 欧元

（注意：12 岁以下儿 童免费但须订票并与大人同行）

开放时间

10 月 15 日至 3 月 14 日期间，日票 8:30-18:00(售票处 8:00-18:00)，

周五和周六可购买夜票参观，开放时间为 20:00-21:30(售票处

19:00-20:30)；3 月 15 日至 10 月 14

联系方式

+34-958027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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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C/ Real de la Alhambra s/n

到达方式

乘坐 30 路、32 路公交车可以到达，站点分别是凉亭入口 Pabellón de
Entrada、卡贝沙塔 Torre de la Cabezas(此站点靠 近卡洛斯五世皇

宫 Palacio de Carlos V 及纳塞瑞斯皇宫 Los Palacios Nazaríes)、
司法门 Puerta de la Justicia(靠近阿卡萨巴 碉堡 Alcazaba)；步行

也可到达。

主页

http://www.alhambradegranada.org

隆达新桥

Puente Nu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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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的新桥横跨在塔霍峡谷(El Tajo gorge)上，建成于 1793 年。有谣言

声称：这座桥梁的建筑师阿尔德维拉(Martín de Aldehuela)试图在桥梁侧面

雕刻上日期时，不小心从桥上失足跌下而死。海明威的名著《丧钟为谁而

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中就讲述了龙达镇居民将“法
西斯主义者”用棍棒和连枷打死，并将尸首抛下了悬崖。

小贴士：

开放时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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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5-9 月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34 952 18 71 19

地址

Puente Nuevo entre la Calle de Armiñán y la Calle Virgen de la
Paz /Puente Nuevo, 29400 Ronda

到达方式

可以选择搭乘火车或大巴前往龙达，然后步行前往新桥即可

龙达斗牛场

Bull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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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西班牙，你也许首先会想到斗牛，这项著名的竞技在西班牙的发展

使得斗牛场遍及全国，超过了 400 座。而龙达斗牛场是西班牙最古老

的斗牛场，也是斗牛士们朝圣的地方，西班牙现今的斗牛方式就是在这

座斗牛场诞生的。这座建于 1785 年的圆形建筑物可容纳五千名观众，

并列着 136 根托斯卡纳式厚重石柱，令人深感历史的沉重。西班牙斗

牛史上名气显赫的斗牛士，如 Pedro Romero 、 Antonio Ordonez

等，都曾在此与蛮牛进行生死博斗。 在过去斗牛属于贵族专有的活

动，参与活动的贵族是骑着马进行斗牛。直到有位贵族技艺不精，被蛮

牛冲撞得人仰马翻，在这命在旦夕的霎那，一个平民冲进了场中挥帽引

走了蛮牛，他这一举动不仅为贵族解了围，也为隆达斗牛场开启了斗牛

士下马斗牛的新时代。 在斗牛场附设的博物馆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深

受海明威赞赏的著名斗牛士 Antonio Ordonez 昔日穿过的斗牛衣等文

物。为了维护这座“古迹”，仅在特殊的节日才会于此举办斗牛赛，但游

客可购票入内参观。每年 3 月至 10 月。在这段期间，你可以观赏到

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斗牛赛事。

小贴士：

开放时间：11 月至次年 2 月 10:00-18:00；3 月及 10 月 10:00-

19:00； 4 月至 9 月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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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6.5 欧

开放时间

11 月至次年 2 月 10:00-18:00；3 月及 10 月 10:00-19:00； 4

月至 9 月 10:00-20:00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0034-952-874132

地址

Calle Virgen de la Paz, 15, 29400 Ronda, Málaga

到达方式

从努埃博桥步行 5 分钟可到

主页

http://www.rmc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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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6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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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塔

Torre Del Oro

黄金塔是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座十二边形的军事了望塔，兴建于 13 世

纪的穆瓦希德王朝，以控制从瓜达尔基维尔河到达塞维利亚的水路，为

西班牙珍宝船队定期从美洲带回的贵金属提供安全保护，这也可能是它

名称的来源。黄金塔分为三级，最上层呈圆形，1760 年增建。一条大

型铁链从黄金塔底水中拉开，可以封锁河道。对岸的另一个定位点已经

拆除或消失，有可能毁于 1755 年里斯本大地震。1248 年在收复失地

运动中，该市用铁链防御卡斯蒂利亚舰队。今天黄金塔，已被修复，作

为海军博物馆，包含版画，信件，模型，工具和历史档案。博物馆概述

了塞维利亚的海军历史和这条河流的重要性。黄金塔出现在世纪帝国

II 和世纪帝国 III 中。

门票价格

成人 3 欧元，学生票 1.5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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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5 月至 9 月 09:30–18:45

游玩时长

开放时间：09:30–18:45

联系方式

+34 954222419

地址

Paseo de Cristóbal Colón, s/n 41001 Sevilla西班牙

到达方式

火车车次：11521153、11541151、1409、1410、2025、2026、21922227

市内景区可乘出租车前往。

主页

http://www.visitasevilla.es/es/lugar-interes/torre-del-oro

塞维利亚大教堂圣器室

SacristÍa Mayor De La Catedral De Sev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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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大教堂圣器室(Sacristía Mayor de la Catedral de Sevilla)

是塞维利亚大教堂的附属建筑，完工于 1543 年。弓形入口装饰奇

特，雕刻有保险柜，代表不同种类的食物和菜肴。建筑室内的装饰，

是大教堂内最优美的。

地址

El Centro the Cathedral

塞维利亚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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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广场位于玛利亚路易莎公园的边缘，最初是为了 1929 年的伊比

利亚美洲展览由塞维利亚建筑师 Aníbal González 设计建造的，是一

个直径为 200 米由三座建筑物所形成的半圆形广场，连续不断的建筑

环绕着广场边缘，可通过有许多美丽桥梁的护城河到达，广场中心是一

个大喷泉。今天，广场上主要是政府建筑物。广场的墙壁上有许多壁

龛，每个代表了西班牙的不同省份。游客可以取走代表各省份的照片。

在广场上也可以看到西班牙不同的建筑风格，包括哥特风格，摩尔风格

以及银匠风格。对塞维利亚考古或民俗感兴趣的游客还可以参观下由广

场上的建筑改建而成的考古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

小贴士：

广场上有马车，可以乘坐。

门票价格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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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Plaza de España 41013 Sevilla

到达方式

34 路与环线 C1 公交车到达 Avda. María Luisa (Teatro Lope de Vega)
或环线 C2 到达 Avenida María Luisa(La Raza) 后，步行即到

主页

http://www.andalucia.org/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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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7 直布罗陀市

乘车前往世界尽头英属地—直布罗陀，传说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

—海克力斯在执行第十项任务时，曾经横跨直布罗陀海峡，双

脚分别踩在欧洲和非洲的土地上，底下刚好就是直布罗陀。这

个极具争议的半岛，面积只有 6.543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2

公里，是英国的海外属地之一。

前往景点：欧罗巴角前

往景点：圣米盖尔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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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布罗陀主街

主街为直布罗陀最主要的交通干道。直布罗陀主街建立于公元 14 世纪，

并且在 1575 年西班牙统治时期被称为“非洲之门”（现在被称为南港口之

门）。主街上几乎每一个建筑物都在 1779 到 1783 年的直布罗陀大围攻

时受到法国和西班牙联军的损坏。因为当时的主街接近港口并且在舰队炮

火的攻击范围之内。直布罗陀主街为直布罗陀主要的商业街。主街为南北

走向，并穿过直布罗陀老城。主街老城段为步行街。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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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8 塞维利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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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机场

Sevilla Airport

塞维利亚机场位于塞维利亚市中心东南 10 公里处，主要负责西班牙

内部航线如与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的飞行

到达方式

<p>机场巴士：航站楼与市区之间有机场巴士连接，6:15 至 23:00,每

30 分钟一趟，行车时间大约是 20 至 30 分钟，车票价格为单次 2.40

欧 元，来回 4.20 欧元。</p><p>出租车：航站楼出口有出租车停靠点

此处可以搭车，行车时间大 约为 15 分钟，价格根据时间路线不同，大

约为 15 欧至 22 欧。</p><p>租车：航站楼的第一层有各个租车公司

提供租车服务。租车公司： AurigaCrown(+34 954516808)

www.aurigacrown.com Avis (+34 954449122)

www.avis.es/default.aspx Europcar (+34 954254298)

www.europcar.com Hertz (+34 954514720) www.hertz.com National

Atesa(+34 954514735) www.atesa.es/webcorporativa</p>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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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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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9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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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