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大利 10日(貢多拉遊船、天空之城、五鄉地、阿瑪菲海岸、

Outlet、法拉利高鐵)(冬季版) 
出發日期:12/02 

售價:78,900含稅 

行程特色 

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奧) 

 你相信宮崎駿筆下的《天空之城》真實存在嗎？據說這裡就是宮崎駿天空之城的發想地，白露

里治奧的歷史可追朔到 2500 年之前，原是一個在山頂的村莊，因為與世隔絕而被稱為「天空

之城」，被選為義大利最美村莊之一，其壯美的外觀絕對讓您嘆為觀止。 

 

阿瑪菲海岸 

阿瑪菲海岸是義大利南部薩雷諾省索倫托半島南側的一段海岸線，以其崎嶇的地形，如畫的美

景，城鎮的獨特和多樣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比薩斜塔 

比薩斜塔是比薩主教堂的鐘樓，建於 1173 年，當初設計是垂直，但施工後不久即向一邊傾

斜，卻仍照常施工，完工於 1372 年，至今已經有 640 多年歷史。這座高達 58 公尺的比薩斜塔

因為高度與硬度，與基座所在的地面鬆軟土壤相互作用，當初因為土壤太軟而傾斜一邊的塔

樓，反而因此不會在地震時產生共振，就減少了倒塌的危險。 

 

五鄉地 

 Cinque Terre，又稱五漁村，Cinque 是「五」，Terre 是「土地」，顧名思義由五個漁村所組

成，這五個鄰海相連的村莊位於義大利西北海岸線，最出名的畫面即是海邊峭壁上五彩繽紛的

房子，點綴著港口停泊的漁船，彷彿置身於明信片中，1999 年被闢為國家公園。 



  

 貢多拉遊船 

  

 法拉利高鐵 

 



 世界遺產： 

義大利是目前世界上世界遺產項目最多的國家。截止 2018 年 7 月，義大利共擁有 54 項世界遺

產，其中文化遺產 49 項，自然遺產 5 項。 

羅馬-1980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梵蒂岡-1984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拿坡里-1995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龐貝-1997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佛羅倫斯-1982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威尼斯-1987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比薩-1987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貼心安排】全程導覽耳機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9-12-02(一) CX451 桃園機場 19:25 香港 21:25 

2 2019-12-03(二) CX233 香港 01:05 米蘭 07:30 

3 2019-12-10(二) CX234 米蘭 12:30 香港 06:55 

4 2019-12-11(三) CX530 香港 09:10 桃園機場 11:0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米蘭 Milano 

美好的旅程即將開始，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在空服人員

細心的照料之下，飛往流行之都-米蘭，展開刺激又浪漫的歐

洲之旅。班機將於翌日早晨抵達，謹祝您夜晚愉快！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4.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2 天 米蘭 Milano →270km→威尼斯 Venice(聖馬可廣場、聖馬可教堂、道奇宮、嘆息橋+貢多拉遊

船) 



經香港轉機後，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義大利北部第二大城─米

蘭，辦理出關手續後，造訪流行之都～米蘭，隨即前往浪漫水

都威尼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水幻迷離世界，這個由商人建造

的水都，位於義大利北部臨威尼斯灣，被略呈青綠的水所環繞

的市街，實際分佈在 118 座小島上，靠 160 條左右四通八達的

運河與四百座橋連結交通。首先前往威尼斯本島，參觀祥鴿群

集的●聖馬可廣場和集拜占庭建築之大成的●聖馬可教堂、●

道奇宮、●嘆息橋等。特別安排搭乘威尼斯代表交通工具★貢

多拉(六人一艘) ，一享水巷行舟的樂趣，長形的燕尾船穿梭在拱橋水渠、古厝巷弄之間，帶來無限浪

漫的心靈感受。 

  

【下車參觀】聖馬可廣場、聖馬可教堂、道奇宮、嘆息橋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料理 

晚 義式墨魚麵+炸海鮮拼盤 

夜宿  Best Western Plus Hotel Bologna 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Venice Mestre 或 同級 

第 3 天 威尼斯 Venice →260km→佛羅倫斯 Florence (百花聖母大教堂、喬托鐘塔、天堂之門、但丁之

家、市政廳廣場) 

今日前往參觀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運動的誕生地，藝術與建

築的搖籃之一，擁有眾多的歷史建築，和藏品豐富的博物館，

她不僅是詩人但丁、藝術巨匠米開朗基羅，以及文藝復興時期

最具原創力的畫家兼科學家－達文西的故鄉，在 19 世紀的中

國或者現代文學、藝術、餐飲的場合也經常翻譯成翡冷翠，是

因為徐志摩前往度假時，因飽覽當地的湖山之勝，因而觸發內

心美的悸動，便將義大利語的 Firenze 翻譯成翡冷翠，並寫下

《翡冷翠的一夜》及《翡冷翠山居閒話》兩篇散文。先造訪由

粉紅、白色、綠色交織成幾何圖案外觀的●聖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羅倫斯著名的的地標；之後繼續參

觀●喬托鐘塔●天堂之門，和統治廣場上的露天雕刻石像群和●但丁之家等。 

  

【下車參觀】聖母百花大教堂、喬托鐘塔、天堂之門、統治廣場、但丁之家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料理 

晚 翡冷翠牛排  

夜宿  Hilton Florence Metropole 或 Nil hotel 或 同級 

第 4 天 佛羅倫斯 Florence →185km→天空之城 Civita di Bagnoregio →115km→羅馬 Rome(西班牙廣

場、萬神殿、特雷維噴泉) 



今日早餐後前往參觀●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奧)，由於此村莊孤

立於山頂，與外界隔絕，因此被稱作 「天空之城」，地勢十

分險峻，因長期受到風力、雨水、河流的外力侵蝕，建築面臨

倒塌危機，也因此有「垂死之城」，然而現今再因觀光重新成

為「童話中城堡」，雲霧繚繞，整座古城彷彿騰空漂浮在朵朵

白雲上，遺世之美令人動容，彷彿是天空中的夢幻城堡！ 

下午驅車前往義大利首都—羅馬，古羅馬文明發源地，因建城

歷史悠久並保有大量古蹟而被稱為「永恆之城」，同時也是世

界天主教會的中樞，市內的梵諦岡城市羅馬主教即天主教會教宗的駐地。梵蒂岡雖然位於羅馬市中

心，但並非義大利領土，而是屬於天主教會的最高領導機構——聖座所建立的「梵蒂岡城國」。之後

我們要造訪的●西班牙廣場和●萬神廟是古羅馬建築藝術的結晶，對西方的建築史發展也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文藝復興時期無數的建築師們就曾到此取經。這種圓廳加柱廊的設計，被應用在許許多多市

政廳、大學、圖書館和其他各種公共建築物上。●特雷維噴泉是一座位於義大利羅馬的噴泉，也是羅

馬最大的巴洛克風格噴泉，根據電影《羅馬之戀》（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的劇情，據說如果人

們投擲兩枚錢幣在特雷維噴泉的話，將會遇到新的愛情故事；如果投擲三枚錢幣的話，則至少會結婚

或離婚，因此也有許願池之稱。 

  

【下車參觀】天空之城、西班牙廣場、萬神殿、特雷維噴泉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天空之城古城風味餐 

晚 中式料理 

夜宿  Crowne Plaza Rome St. Peter's 或 同級 

第 5 天 羅馬 Rome (羅馬鬥獸場、君士坦丁凱旋門、古羅馬廢墟)+梵諦岡 Vatican (聖彼得大教

堂)→268km→薩來諾 Salerno 

今日早餐後前往參觀永恆之城的古文化遺蹟，首先前往古羅馬

時期最大的圓形角鬥場，●羅馬鬥獸場建於公元 78-82 年間，

呈現卵形的圓形劇場，是現存最大的圓形劇場，現今看到僅是

部分遺跡，之後繼續參觀●君士坦丁凱旋門，為了紀念君士坦

丁一世於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中大獲全勝而建立的。君士坦丁凱

旋門也是羅馬現存的凱旋門中最新的一座。之後前往位於鬥獸

場旁邊的●古羅馬廢墟，昔日古羅馬帝國的中心，是現存世界

最大面積的古羅馬遺蹟，建有無數的宮殿和建築群，如今卻已

是荒涼一片，一座殘破卻很雄偉的橢圓形建築物就是古羅廢墟。之後前往●梵蒂岡城國，是位於義大

利首都羅馬西北角的內陸城邦國家（國中國），為天主教會最高權力機構聖座的所在地、天主教會最

高領袖教宗的駐地，亦為世界領土面積最小的國家。安排參觀◎聖彼得大教堂，它是全世界最大最壯

麗的教堂，高聳的圓頂是米開朗基羅的傑作，其雄偉宏大的圓頂建築及堂內大理石之豪華裝飾，貴為

世界之最。（如遇聖彼得大教堂作彌撒等宗教活動，則無法安排入內參觀，敬請了解）。接著參觀爾

後前往南義第一大城市—拿坡里。 

  



※ 如遇聖彼得大教堂作彌撒等宗教活動不對外開放，則無法安排入內參觀。如遇入口大排長龍導致行

程延宕，領隊將依現場狀況做行程調整。 

  

※ 聖彼得大教堂為免費入內之景點，若無法入內參觀請恕無法退費，敬請了解。 

  

【貼心提醒】如欲進入聖彼得大教堂，請勿穿著無袖上衣、短褲、短裙。 

  

【下車參觀】羅馬鬥獸場、君士坦丁凱旋門、古羅馬廢墟、聖彼得大教堂、龐貝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料理 

晚 西式三道式 

夜宿  NH Napoli Ambassador 或 Caruso Place Boutique & Wellness Suites 或 同級 

第 6 天 薩來諾 Salerno →阿瑪菲海岸→龐貝→40km→拿坡里 Napoli++法拉利高鐵++佛羅倫斯 Florence 

(17:00-19:51) 

一早起床準備迎接今日的重頭戲—阿瑪菲海岸之旅。阿瑪菲海岸是義大利南部薩雷諾省索倫托半島  南

側的一段海岸線，以其崎嶇的地形，如畫的美景，城鎮的獨特和多樣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遺產。 

抵達拿坡里之後專車前往參觀被維蘇威火山灰掩埋十幾個世紀的遺跡～●龐貝古城。此城於西元 79 年

因維蘇威火山爆發，遭大量火山岩灰所覆蓋，直至近代方被挖掘出來，實為保存最完整的古蹟之一，

也為 2000 年前羅馬帝國的繁華輝煌歷史做一見證。置身於千年古蹟之中，感受當時龐貝人的精采智

慧，於市集廣場上遙望依然高聳的維蘇威火山，夕陽西下景緻萬千。結束了南義的美麗風景後，搭乘

法拉利高鐵回到佛羅倫斯享用晚餐。 

 ★註：遇法拉利列車訂位額滿或停駛，則改搭歐洲之星高速火車。 

【下車參觀】龐貝古城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龐貝古城風味餐 

晚 配合火車時間，敬請自理 

夜宿  Hilton Florence Metropole 或 Nil hotel 或 同級 

第 7 天 佛羅倫斯 Florence →86km→比薩 Pisa (主教大教堂、洗禮堂、比薩斜塔) →113km→五鄉地

Cinque Terre→90km→熱拿亞 Genova 

早餐後專車前往北義著名景點比薩，來到比薩中心由一片圍牆包圍的奇蹟廣場欣賞●比薩主教大教

堂、●比薩斜塔（鐘樓）、●洗禮堂。比薩斜塔是比薩城大教堂的獨立式鐘樓，位於比薩大教堂的後

面，是奇蹟廣場三大建築之一，始建於 1173 年，設計為垂直建造，但是在工程開始後不久便由於地基

不均勻和土層鬆軟而傾斜，1372 年完工，塔身傾斜向東南。斜塔的裝飾格調繼承了大教堂和洗禮堂的



經典之作，牆面用大理石或石灰石砌成深淺兩種白色帶，半露方柱的拱門，拱廊中的雕刻大門，長菱

形的花格平頂，拱廊上方的牆面對陽光的照射形成光亮面和遮蔭面的強烈反差，給人以鐘樓內的圓柱

相當沉重的假象。1987 年比薩城的奇蹟廣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而後前往●五鄉地 Cinque Terre，又稱

五漁村，Cinque 是「五」，Terre 是「土地」，顧名思義由五個漁村所組成，這五個鄰海相連的村莊位

於義大利西北海岸線，最出名的畫面即是海邊峭壁上五彩繽紛的房子，點綴著港口停泊的漁船，彷彿

置身於明信片中，1999 年被闢為國家公園。結束了五鄉地之旅後，專車繼續前往熱拿亞，今日住宿於

此。 

  

【下車參觀】主教大教堂、洗禮堂、比薩斜塔、五鄉地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五鄉地風味餐  

晚 西式三道式  

夜宿  Best Western Premier CHC Airport 或 同級 

第 8 天 熱拿亞 Genova→55km→ 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 →97km→米蘭 Milano (主教大教堂、艾曼紐

迴廊) 

早餐後驅車前往米蘭近郊，不能錯過「歐洲最大名牌折扣

Outlet」–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超過 300 個品牌商店，讓

來到歐洲的你有最精緻划算的購物體驗！商場設計參考義大利

經典的建築，打造浪漫宜人的購物天堂，購物城內同時設有多

種用餐選擇，讓你在購物的過程中不乏同時享有賓至如歸的美

食饗宴。 

午後造訪義大利流行之都－米蘭，享受藝術與時尚的洗禮。米

蘭是義大利流行之都，交錯著藝術與時尚。●主教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擁有 135

座尖塔、2245 尊雕像，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教堂，聞人徐志摩曾以《大理

石的詩篇》來形容教堂之美。●艾曼紐迴廊建築呈十字形，這座華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

集各式高貴的商家，是米蘭最繁華的地區。米蘭當之無愧是《血拼》的代名詞，密集的購物圈幾乎是

絕無僅有的，這裡是引領時尚的流行神殿，也是名牌時尚的旗艦，當然更是您購買名牌的重鎮！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配合逛街，敬請自理 

晚 米蘭炸豬排風味餐  

夜宿  Klima Hotel Milano Fiere 或 同級  

第 9 天 米蘭 Milano /香港/桃園國際機場 

今日早餐結束後，即驅車前往機場，將滿滿如夢境般所留的回

憶，壯麗的群山風光和浪漫的湖畔 風情打包進行囊，當然可

別忘了一路買的紀念品，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機返回台北，

此晚夜宿機上。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10 天 桃園國際機場 

本日班機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旅遊，由親友接回甜蜜家中休息調整時差。期待

下一次的相遇，在美麗的歐洲！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本團最低出團人數為 20 人以上(含領隊)，最多不超過 42 人(含領隊)。達成團人數，台灣地區將

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若人數未達 16 人以上，本公司有權利與其他優質同業聯合出團 

 本行程所使用門票票種為團體票，所有年齡旅客皆以同一票額計價，無退差價空間，敬請見

諒。 

 即日起旅客進出歐盟國家，如隨身攜帶超過(含)1 萬歐元須向海關申報，包含現金、旅行支票、

本票及匯票等。請各位貴賓遵守以免受罰 

 請勿攜帶仿冒品(皮件、手錶、飾品)前往歐洲，一經查到、將處以重罰歐元 10,000 之罰款 

 出境時攜帶台幣不得超過 NT$60000  

 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如吃素、兒童餐••等，請於出發五天前通知領隊，以便代為安排 

 響應環保概念旅館內無牙刷、牙膏，吹風機亦不是每家旅館都有，並另請自備拖鞋 

 前往義大利旅遊，教堂是不可錯過的重點，但請注意服裝，著短褲、迷你短裙及露背裝是禁止

入內的。在參觀博物館或美術館或教堂時，拍照或攝影有時是可以的，通常不可使用閃光燈 

 各地海關均有特殊規定，請遵照領隊說明 

 為共同防疫非洲豬瘟，旅遊回國千萬別帶肉類製品入境，例如：肉乾、肉鬆、香腸、火腿臘

肉、生鮮肉、罐頭肉品等；違反將有相關的處罰條例 。 

 在歐洲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

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

現：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如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以下僅

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1.房間清潔工：每房歐元一元，置於枕頭上。 

2.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歐元一元。 

3.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小費﹝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等﹞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

金額 以歐元為單位(每位) ：  

*  8 天團 歐元  80   

*  9 天團 歐元  90   

* 10 天團 歐元 100 

* 11 天團 歐元 110   

* 12 天團 歐元 120    

* 13 天團 歐元 130  

*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

寡。  

* 為避免入境歐洲之通關延誤及困擾，請各位貴賓拒絕幫他人攜帶香煙入境歐洲． 

 如遇有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同等級飯店、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



方式的權利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

障您的權益 

 上、下遊覽車或遊覽觀光區時，慎防搶劫或扒手，錢財或護照等貴重物品務必慎重保管。離開

飯店或遊覽車時，請仔細檢查隨身物品以免遺失 

 歐洲地區保險法規明定，旅遊團體所使用的遊覽車對車內的旅客（依團體名單）人身保有意外

險，但對旅客所存放的行李或私人物件，不附遺失或損壞之賠償。在住宿的旅店中，若旅客離

開房間，對置放於房內之行李或物品亦不附帶保管的責任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除了領隊之外的人敲門，請勿隨便開門讓陌

生人進入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溫馨建議：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

行動不便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2.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

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

悅與困擾。 

3.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

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

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

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

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歐洲國家少有正式三人房，都以臨時折疊床墊.沙發床為替代，房間內的空間相對減

少；也少有家庭式的聯通房，請旅客務必謹慎考量後再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