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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有您  旅遊就是快樂事！                  

 
不得了的五香地家公園……..五漁村 

不是希臘的希臘…地中海蔚藍海岸小鎮…埃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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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三年榮獲【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卡達航空，早到晚回 就是要比別人多玩！ 

  巴黎 /羅馬兩點進出不走回頭路，時間更充裕，行程更豐富!  

★特別企劃:北義五鄉地 Cinque Terre  
五鄉地 Cinque Terre 又稱五漁村，位於義大利利古里亞大區 Liguria 拉斯佩齊亞省海沿

岸地區，是蒙泰羅索 Monterosso al Mare、韋爾納扎 Vernazza、科爾尼利亞 Corniglia、
馬納羅拉 Manarola 及里奧馬焦雷 Riomaggiore 等五個村鎮的統稱。1997年，五鄉地和

韋內雷港 Portovenere、帕爾馬里亞群島 Palmaria、蒂諾島 Tino、提尼托島 Tinetto 一起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1999 年被闢為 Parco Nazionale delle 
Cinque Terre 國家公園  

★高速列車～節省時間並帶來更高的方便性義大利 ITALO 高速列車   ……………… 

 

★三大豐富互動行程好禮： 

好禮一：特別安排區間火車遊五鄉地，體驗海邊漁村的自然風光。  

好禮二：安排威尼斯鳳尾船貢多拉，讓您深深體驗水都特有的風情。  

好禮三：特別安排「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入內參觀梵蒂岡博物館有世界最

重要的藝術收藏地之稱，其中包含精彩希臘和羅馬古文物收藏。 

位於館內的「西斯汀禮拜堂」天花板壁畫是米開朗基羅花了四年的時間所創作的藝術

鉅作，共分成九大區呈現聖經中關於「創世紀」的故事(出發日如遇西斯汀教堂週日休

館或預定額滿，則擇一改為佛羅倫斯學烏菲茲美術館 或羅馬競技場入內參觀) 

★貼心安排～每位貴賓配備一組專屬耳機講解～舒適不受干擾!!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

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 

 

 

 

 

 

 

 

 

搭乘時速達 300 公里的 ITALO 高速列車，體驗一下義大利高科技的品味速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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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杜哈 巴黎                                             

起飛前兩小時高雄小港機場集合，經由香港轉杜哈飛法國花都……巴黎！ 

餐食：早餐/自理  中餐/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機上 

 

第 2 天   杜哈 巴黎  鐵塔、凱旋門、香榭麗榭大道、加尼葉歌劇院、聖母院、 阿 

         里格市場                                                              

早晨抵達法國首都巴黎，巴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之一。 

外觀:【埃菲爾鐵塔 La Tour Eiffel】：位於法國巴黎戰神廣場的鐵製鏤空塔，世界著名建

築，也是法國文化象徵之一，巴黎城市地標之一，巴黎最高建築物。 

No 日期 班機 出發地 目的地 起飛 抵達 飛行時數 

1 2018.05.12 KA 437 高雄 香港 15:10 16:45 01 小時 30 分 /412M 

2 2018.05.12 QR 817 香港 杜哈 19:10 22:40+1 08 小時 30 分/ 3918M 

3 2018.05.13 QR 041 杜哈 巴黎 01:20 07:15 06 小時 55 分/ 3090M 

4 2018.05.26 QR 132 羅馬 杜哈 17:35 23:55+1 05 小時 20 分/ 2511M 

5 2018.05.27 QR 818 杜哈 香港 03:20 16:05 07 小時 45 分/ 3918M 

6 2018.05.27 KA 456 香港 高雄 18:55 20:25 01 小時 30 分/ 4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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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門】：即雄獅凱旋門，位於法國巴黎的戴高樂廣場中央，香榭麗舍大街的西端。是

拿破崙為紀念1805年打敗俄奧聯軍的勝利，於1806年下令修建而成的。 

【香榭麗舍大道】：法國首都巴黎的一條大道，位於城市西北部的第八區。它被譽為巴黎

最美麗的街道。「香榭麗舍」原意是希臘神話中聖人及英雄靈魂居住的冥界中之至福樂土。 

香榭麗舍大道位於巴黎八區，城市的西北部。 

【塞納河聖母院】：巴黎西堤島的天主教教堂，也是天主教巴黎總教區的主教座堂，約建

造於1163年到1250年間，屬於哥德式建築形式，是法蘭西島地區的哥德式教堂群裡面，非

常具有關鍵代表意義的一座。 

【加尼葉歌劇院】通常稱為巴黎歌劇院（法語：Opéra de Paris），於1861至1975年間建

造，位於法國巴黎第九區，是一座擁有1979個座位的歌劇院。巴黎歌劇院是一座新巴羅

克風格的建築，由法國建築師查爾斯·加尼葉（Charles Garnier）所設計，被認為是新

巴羅克式建築的典範之一。 

【聖徒禮拜堂】：西堤島上的一座哥德式禮拜堂。窗戶為彩色窗戶拼圖，色彩鮮艷，神秘

感十足。窗戶上的彩畫敘述了耶穌的故事以及告訴人們這些聖物是怎樣帶回來法國的。 

【阿里格市集】：巴黎少數僅存的室內市集，位於整個市集的心臟地帶，「La Marché 

Beauvau」擠滿各式各樣的攤位，商品從香料、堅果、辣椒、花卉到咖啡店和點心店等應

有盡有。河中心的城島是巴黎的搖籃和發源地。塞納河畔聖蜜雪兒林蔭大道有綿延數公里

的舊書市場，每天都有不少國內外學者、遊客來這裡選購心愛的古籍，形成塞納河畔古老

的文化區—拉丁區的一大特色。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UATIAN CHINAGORA HOTEL  巴黎華天酒店 豪華四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7%AC%AC%E4%B9%9D%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8C%E5%89%A7%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5%B7%B4%E6%B4%9B%E5%85%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5%B7%B4%E6%B4%9B%E5%85%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5%B0%94%E6%96%AF%C2%B7%E5%8A%A0%E5%B0%BC%E5%8F%B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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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天    巴黎  羅浮宮  凡爾賽宮                                              

Bonjour！巴黎！經過昨天的教堂之旅後，今天來趟文化饗宴吧！ 

【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現代與歷史的結合，感受舉世聞名的文物，走一趟羅浮宮就

像讀過了一回西洋藝術史。羅浮宮是世界上最雄偉、最有名氣的博物館之一。在羅浮宮最

為有名的三樣收藏品為蒙娜麗莎的微笑、雙翼勝利女神及維納斯女神像。 

【凡爾賽宮 Château de Versailles】：古典主義風格建築，立面為標準的古典主義三段

式處理，即將立面劃分為縱、橫三段，建築左右對稱，造型輪廓整齊、莊重雄偉，被稱為

是理性美的代表。其內部裝潢則以巴洛克風格為主，少數廳堂為洛可可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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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UATIAN CHINAGORA HOTEL  巴黎華天酒店 豪華四星                              

 

 第 4 天   巴黎  香坡堡  凡爾賽宮                                                                                      

早餐用畢後，前往布隆森林中央奢華的狩獵城堡: 

【香波堡】: 法國文藝之父法蘭斯瓦一世出征義大利的米蘭省返回法國後，為了紀念在

馬裡蘭(Marignan)的勝利，決定興建新的狩獵城堡，並選定布隆森林(Foret de Boulogne) 

1519 年開始動工建造，法蘭斯瓦為了享樂與狩獵，他不惜耗巨資邀來義大利的設計師、

雕刻師及畫家等大批人馬，與法國工匠相互腦力激盪，歷經 18 年。香波堡保留了中世

紀要塞的外觀(城堡主塔，並伴有四座大塔樓和兩座側翼建築)，長 156 m ，高 59m，

總共有 426 間房間，城堡主塔和樓梯：在主塔的中央有著名的螺旋雙梯，直通屋頂，

香波堡另外有名的地方以蠑螈及法蘭西斯一世字首的「Ｆ」字構成了天花板圖案。樓

梯整體支撐著飾有百合花的頂塔，中世紀的歐洲城堡因為易守難攻的考量，都設計成

順時針的螺旋階梯（逆時針通常視之不祥），上攻者會受制於右手空間不足而難以揮

劍。香波堡也循古例將樓梯設計成螺旋狀，但因為已經無須考慮軍事要塞的功能，達

文西將樓梯設計得寬敞又美麗。通過兩個石梯的人，可以透過內部實用門窗看到彼此，

但永遠不會相遇。那樓梯為何要雙向螺旋呢？據說，這是當年國王為避免王后和他的

情婦正面相遇引起尷尬和糾紛，一邊上樓、一邊下樓，如此一來，國王的情婦們便不

會狹路相逢了。【里昂】：法國第三大城市，被譽為「歐洲絲綢之都」，富爾委聖母院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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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一座聖母院，始建於 1870 年，歷經 26 年，於 1896 年竣工並舉行落成典禮。立于 

堂 原址是高盧—羅馬人的一個廣場，在普法戰爭時期，里昂人民為祈求戰爭勝利決定 

里昂索恩河西岸的山腰上，遠遠望去，白色的聖母教堂、拜占廷風格的古堡塔樓和雉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COMFORT HOTEL STADIUM EUREXPO LYON  豪華 3星                              
 
第 5 天   巴黎  里昂  亞維隆 普羅旺斯省                                                                                      

堞，與直直的裝飾尖頂、金色的聖母瑪麗亞塑像交相輝映。走近教堂，你會發現這裡

融合了拜占廷和中世紀的建築風格，白色大理石的週邊牆壁，硬朗挺拔；講述著聖經

內容的花紋玻璃，在陽光下五彩斑斕；教堂內馬賽克鑲嵌壁畫和繪畫作品精緻美妙，

讓人驚歎。教堂左側有一個觀景平臺，可以讓你輕鬆俯瞰里昂全貌。 

離開里昂，往小鎮前進； 

【亞維儂】：是位於法國南部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大區沃克呂茲省，隆河左岸

的一座城市。亞威農始建於羅馬時期世界聞名的法國普羅旺斯小鎮，春夏之際時，在

這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紫色薰衣草田，享受自然的美景以及薰衣草帶來的香味沉澱心

靈，這個不論在地理位置或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亞威農是沃克呂茲省的

省會，也是法國少見的保留了城牆的城市。城牆內有為教宗修築的教皇宮。此外著名

古蹟還有亞威農聖母大教堂、聖貝內澤橋等。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6%B3%95%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7%BD%97%E6%97%BA%E6%96%AF-%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8%93%9D%E8%89%B2%E6%B5%B7%E5%B2%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7%BD%97%E6%97%BA%E6%96%AF-%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8%93%9D%E8%89%B2%E6%B5%B7%E5%B2%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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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COMFORT HOTEL MARSEILLE AIRPORT  豪華 3星                              
 
第 6 天   亞維隆  普羅旺斯艾斯  格拉斯  聖保羅旺斯  坎城                                                                                   

【坎城】自1946年首屆舉辦至今已逾65年。電影工業的發達和濃厚藝術薰陶下，孕育了 
當地許多前衛的壁畫家。這些和電影相關的超大型壁畫，已成為城市的最獨特的風景。當

旅客漫步在坎城街頭，會發現永恆的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正垂眼看著行人，默劇大師卓別 
林從底片膠卷間現身，捕捉我們的眼光。超級英雄蝙蝠俠正忙著追捕壞人，而可愛的米奇

和米妮正開心聊天，鐵達尼號的傑克與蘿絲沈浸在船頭擁抱的動人時刻。電影創造了許多

影迷心中的永恆的回憶 

【普羅旺斯艾斯】：處處瀰漫著古典氣氛的城鎮，被稱為千泉之城的普羅旺斯艾斯，到處

都有大大小小的噴泉，幾乎每個街口都有，而每個噴泉都訴說著這個城市輝煌的歷史。 

【格拉斯】：世界香水之都，是法國香水業的中心，許多法國精品品牌的香水也都出自於

此。格拉斯的山城非常有味道，蜿蜒窄巷，明亮色調，雖然冷清卻又極富生命力。 

【聖保羅旺斯】：坐落於夏鈉與尼斯之間的，因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聖保羅旺斯成為了

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庄。從其所在的山脊眺望湛藍的地中海、古老的安提布港、連綿的阿爾

卑斯群山以及雄偉的埃斯泰雷爾高原美景都盡收眼底。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OTEL CRILLON NICE BY HAPPYCUTULE  豪華 3星                                 
 
第 7 天   坎城  聖保羅旺斯 尼 斯  埃茲  蒙地卡羅  芒通                                                                                   

早餐用畢，持續沿這無限浪漫的蔚藍海岸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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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地中海沿岸法國南部港口城市。尼斯地處馬賽和義大利熱那亞之間，為主要旅

遊中心和蔚藍海岸地區的首選度假地，獨特的歷史造就了獨特的尼斯文化。尤其是民間音

樂和民間舞蹈，尼斯最著名的舞蹈是法朗多爾舞。 

【埃茲】：尼斯和摩納哥中間的一座小鎮，有「法國最美小鎮」的頭銜，小鎮建在地中海

岸400多米高的懸崖峭壁上，是個典型易守難攻的中古世紀城堡，以致於到現代得以保存

原始風貌，慢慢的盤旋在山峰頂尖。這種建造房屋的方式很像鷹鷲築巢，所以埃茲小鎮也 

有「鷲巢村」之稱。 

【蒙地卡羅】：地中海蔚藍海岸沿岸地區的小國，世界排名第一小國是義大利裡的梵諦岡，

而摩洛哥跟他一樣是個國中國，躲在南法的領土中。整個蒙地卡羅最華麗的建築物絕對是

大賭場，賭場外有修剪工整的美麗草皮和花圃，加上夜晚燈光搭配下光彩奪目的噴水池，

是旅人一定要合影的景點。 

【芒通】：蔚藍海岸，地處地中海沿岸，屬於法國東南沿海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

岸大區一部分，為自瓦爾省土倫與義大利接壤的阿爾卑斯省芒通之間相連的大片濱海

地區。蔚藍海岸被認為是最奢華和最富有的地區之一，世界上眾多富人、名人多匯集

於此。是義大利邊境的繽紛小鎮，一年四季氣候溫和，即使是冬天也覺得舒服，是法國人

的度假勝地。聖米歇爾教堂坐落在芒通老鎮中心的最高點，為芒通最著名的地標，這座華

麗的 17 世紀意大利風格教堂，由紅黃兩色的石塊建造而成，因至高點的關係，擁有芒通

最美的無敵海景。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MERCURE GENOVA SAN BIAGIO        豪華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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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天   芒通  熱那亞  米蘭  威尼斯                                                                                  

【熱那亞】：熱那亞是個歷史很悠久的古城。擁有歐洲最大的古城區。 熱那亞是義大利最

大的海港，舊城區裡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宮殿超過 40棟，許多已改為博物館、銀行、

學校、公家機關使用。 

【米蘭】：義大利的時尚之都，也是義大利最富裕的城市，它是歐洲南方的重要交通要點，

歷史相當悠久，以觀光、時尚與建築景觀聞名於世，米蘭主教座堂，米蘭市中心的大教

堂廣場，從始建到建成共花費了六個世紀，它是義大利最大的教堂，也是世界第三大

教堂。始建於 1386 年，而於 1960 年最後一扇銅門就位才正式完工。  

【威尼斯】：威尼斯是義大利東北部著名的旅遊與工業城市。威尼斯城由被運河分隔並由

橋樑相連的 118座小島組成。威尼斯以其優美的環境、建築和藝術品珍藏而聞名。潟湖和

城市的一部分被列為世界遺產。Luigi Barzini曾在紐約時報形容它「無疑是最美麗的人

造都市」，時代線上也稱讚威尼斯是歐洲最浪漫的城市之一。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OTEL ALEXANDER MESTRE    豪華四星                                         
 
第 9 天   威尼斯  佛羅倫斯                                                                                        

早上前往一無二水迷離世界的【威尼斯水都迷情之旅】！  

有 150 條運河、400 餘座橋樑交織的水都，任誰不癡醉！』威尼斯美麗的姿影，如光影

歲月般難醒！尋寶般的心情甦醒了旅人的身心靈慾望，開啟一趟獨有的「威尼斯水都

迷情之旅！」廣場上的磚造威尼斯鐘樓是這裡的地標，其面海處則立有二根高聳入天

的石柱，分別雄踞著威尼斯的守護神－聖馬可翼獅及聖者托達洛，一如威尼斯的門神。

此外，揉合拜占庭、哥德、東方風格為設計主調的聖馬可教堂，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總 

督的居所：道奇宮(外觀)、嘆息橋的歷史陳跡；閒餘時間可在熙來攘往、萬頭鑽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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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可廣場露天咖啡座享用一杯香醇的義式咖啡，悠閒地體會多彩多姿的威尼斯浪漫

情調。我們特別安排乘坐威尼斯獨有的代表性交通工具獨有的【鳳尾船 GONDOLA 貢多

拉】(每艘船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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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貢多拉六人一艘，若遇天候不佳，無法安排時，則改安排道奇宮博物

館，這座建於九世紀具有濃厚威尼斯色彩，混合著拜占庭風格與文藝復興式建築，可

將威尼斯各時代最美麗的建築盡收眼底 

【威尼斯入內參觀】姆拉諾島或聖馬可～水晶玻璃冶鍊。(並安排當地有執照導遊講解) 

【威尼斯下船參觀】聖馬可廣場、聖馬可教堂、道奇宮、嘆息橋。  

【特別安排】鳳尾船 GONDOLA 貢多拉價值 30 歐元。  

【風味餐食】義式海鮮墨魚麵風味餐 20歐 。  

 

                         ～威尼斯的旅遊價值～                                                            

威尼斯其實是由群聚小島所組成的，差不多有 100 多個小島，由 300 多座各式各樣的

橋連結起來的一個城市，在其間有一條彎曲的大運河，貫穿整個威尼斯，它彎曲的線

條正好形成一個大大的 Z字。更是昔日輝煌共和國時期的門面，搭貢多拉遊趟大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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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車站搭乘義大利【法拉利高速列車(二等艙)】，以每小時近 300 公里時速， 

送您前往【佛羅倫斯】！法拉利高速列車－2012 年全新營運，由義大利超跑法拉利汽
車公司投資的高速火車，有火紅的車身、流線型子彈車頭，以每小時近 300 公里時速，
送您前往義大利各個城市。更結合了知名品牌『TOD'S』與義大利百年傢具品牌『Poltrona 
Frau』負責打造列車內裝，包括豪華車廂以及頂級皮椅配備，既安全又舒適，讓您親自
體驗法拉利的極速快感。因為其投資者之一是法拉利集團總裁 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所以車上一貫法拉利的紅色系的列車， 
(註：如遇法拉利列車訂位額滿或停駛，則改搭歐洲之星高速火車取代。)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B AND B  HOTEL FIRENZE    豪華 3星                                       

 

 第 10 天  佛羅倫斯  五漁村  比薩                                                                                       

【佛羅倫斯】：佛羅倫斯被公認為是一個藝術城市、文藝復興的搖籃，擁有建築、繪畫、

雕塑、歷史與科學的寶貴遺產，它們構建了這座城市，整座城市如同一個環環相扣的博物

館。城內最為著名的是聖母百花大教堂，連同其莊嚴的穹頂，在塔斯卡尼大公國時期，據 

說其陰影能覆蓋整個塔斯卡尼。 

【拉斯佩琪亞/五漁村】：五個漁村所在的這一處海岸目前被列為世界遺產之一； 有趣的

是五個村落位在背山面海的地勢上，其實是不折不扣的農村，居民世代以務農為主，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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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部分則是藉由船隻對外聯繫及輸送農產品。幾百年下來為防禦海盜入侵，依山而建的五

漁村巷弄刻意設計的蜿蜒、複雜、狹小，雖然村落不大，但走在巷弄間會有種迷路的錯覺， 

而在村落制高點都設有堡壘和燈塔，作為村落對外防禦及海上導航之用。 

Vernazza 是我們五漁村的第一站，坐落在海邊山腳下，整個城鎮俱有中世紀風格，每個

房子都塗滿橘、紅、黃的色彩，再以蜿蜒小徑串連其中，站在海邊看這城鎮真是可愛極了，

尤其入夜後的景色更加丰采，難怪這裡成為義大利最美的 100 大小鎮之一！在 11 世紀是

個海軍重鎮，曾在 12 世紀時與熱那亞共和國合作，共同擊敗附近的比薩(Pisa)，13 世紀

時則是與熱那亞一起對抗神聖羅馬帝國的入侵。故為了防止海上海盜或其他國家的侵略，

在整個小鎮的建築上都做有防禦攻略，使得外敵不易攻下這小鎮。 

Riomaggiore位在五漁村最南端的村落，這裡的房子有個共同特色是「兩個出入口」，

一個面對大街、另一個則是隱藏在屋子背後，通往更高的街道，以因應外敵入侵時能逃

跑之用。 

MANAROLA馬納羅拉是義大利北部利古里亞大區拉斯佩齊亞省市鎮里奧馬焦雷下屬的

一個村莊，可由Riomaggiore順著坡的愛情小徑走來，著名的旅遊勝地五漁村中的一個。 

傳統上，馬納羅拉的主要產業是捕魚和釀酒。近年來，馬納羅拉和鄰近的村鎮成為熱門

旅遊目的地，特別是在夏季。此處的名勝包括著名的愛之路，以及附近的葡萄園。村裡

幾乎所有的房屋都塗成明亮，鮮艷的顏色。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OTEL CRISTALLO   豪華 3 星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4%BA%94%E6%BC%81%E6%9D%91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4%BA%94%E6%BC%81%E6%9D%91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4%BA%94%E6%BC%81%E6%9D%91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7%BE%A9%E5%A4%A7%E5%88%A9
https://www.lillianblog.com/tag/%E7%BE%85%E9%A6%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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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天  比薩  聖米吉亞諾  西恩娜                                           

睡飽後起身前往以奇蹟廣場中的斜塔聞名的比薩。 

【比薩】：比薩的名勝古蹟以奇蹟廣場為中心，包括主教座堂、洗禮堂和鐘樓（即比薩斜

塔）等，其中以比薩斜塔最為著名。奇蹟廣場上的建築物多為白色，此地大理石最大特色

是顏色幾乎全白，讓建築物看起來莊嚴肅穆，而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認為這色澤才能

人體雕像顯得溫暖、有活力。 

【佛羅倫斯】：佛羅倫斯被公認為是一個藝術城市、文藝復興的搖籃，擁有建築、繪畫、

雕塑、歷史與科學的寶貴遺產，它們構建了這座城市，整座城市如同一個環環相扣的博物

館。城內最為著名的是聖母百花大教堂，連同其莊嚴的穹頂，在塔斯卡尼大公國時期，據

說其陰影能覆蓋整個塔斯卡尼。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 HOTEL EXECUTIVE SIENA  豪華四星                                       
 
第 12 天    西恩娜   空中之城  羅馬                                         

今日探訪北義的中世紀小城。 

【聖吉米亞洛】：自古以來就是歐洲南下羅馬朝聖的中途休息站，是義大利中北部托斯卡

納大區的一個城牆環繞的中世紀小城，主要以中世紀建築，尤其是城外數公里就可看見的

塔樓聞名，此外還出產白葡萄酒。 

【西恩娜】：是義大利保留最完整的中古世紀小鎮，古城的中心，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當地政府規定『進入舊城區只能徒步』，文藝復興時期之重要山城西恩那。抵達後下車沿

古城牆走一段路，帶您進入洋溢著濃厚的中世紀氣息的古城中心點參觀世界馳名景

點。西恩那與佛羅倫斯並稱為托斯卡尼地區的二大藝術古都，也是目前僅存的中世紀

古城，這是西恩那人所自豪的也是我們所驚豔的。『康波廣場』又稱為扇形廣場或貝殼

廣場，是為了紀念九人政府對西恩那的貢獻所建立的，中文將它翻譯成貝殼廣場，多

了點詩意與浪漫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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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OTEL MIDAS   豪華四星                                                      

 

第 13 天    羅馬                                                                       

啟程往南前進，來到了那被世界遺忘的角落天空之城以及舉世聞名的義大利首都羅馬。 

【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奧（Civita di Bagnoregio），是位於義大利拉齊奧大區維泰博

省的一個村莊。由於該村莊孤立于山頂，與外界隔絕，這裡也被稱作是天空之城。其相對

隔離的環境也使其免於戰爭破壞。現在白露里治奧因旅遊業而得到發展。白露里治奧被選

入義大利最美的村莊。 

【羅馬】：義大利首都及全國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

古羅馬文明的發祥地，因建城歷史悠久並保存大量古蹟而被暱稱為「永恆之城」。羅馬與

佛羅倫斯同為義大利文藝復興中心，現今仍保存有相當豐富的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貌；

1980年，羅馬的歷史城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OTEL MIDAS   豪華四星                                                    

 

第 14 天    羅馬                                                                  

【梵諦岡】：位於義大利首都羅馬西北角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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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天主教會最高

領袖教宗的駐地所在；作為世界六分之一人

口的信仰中心，亦為世界領土面積最小的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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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教堂】：聖伯多祿大殿，是位於梵蒂岡的一座天主教宗座聖殿，建於 1506年至 1626

年，為天主教會重要的象徵之一。作為最傑出的文藝復興建築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其佔

地 23,000平方米，可容納超過六萬人，教堂中央是直徑 42米的穹窿，頂高約 138米，前

方則為聖伯多祿廣場與協和大道。以米開朗基羅所繪《創世紀》穹頂畫，及壁畫《最後的

審判》而聞名。 

【樊帝岡博物館】梵諦岡是天主教徒心中的聖城，位於義大利首都羅馬之內，是世界最

小的國家。拜訪梵諦岡這顆塵世中的明珠梵諦岡博物館大量的雕塑藝品收藏量，始於

16 世紀初期的教皇朱利葉斯二世（Pope Julius II），而繼朱利葉斯二世教皇之後的歷任

教皇也追隨他的腳步，不斷的收集大批深具代表性和歷史意義的雕塑作品長達五個世

紀之久，使得梵蒂岡博物館成為一座世界上擁有最多雕塑文物的歷史博物館。梵蒂岡

博物館因為梵諦岡擁有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拉斐爾（Raphael）及達文西等義

大利文藝復興三傑的傲世作品收藏量，這項優勢是世界各國博物館無法媲美的驕傲。 

【大競技場】：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形角鬥場，建於公元 72年-82年間，現僅存遺蹟位

於現今義大利羅馬市的中心。羅馬競技場就是羅馬帝國內規模最大的一個橢圓形角鬥場，

為世界新七大奇景名單，在 2007年 7月 7日在葡萄牙里斯本揭曉，古羅馬競技場也成為

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外觀)。 

【君士坦丁凱旋門】：位於羅馬的一座凱旋門，於羅馬競技場與帕拉蒂尼山之間。君士坦

丁凱旋門是為了紀念君士坦丁一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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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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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神殿】：位於羅馬，古羅馬時期的宗教建築，後改建成一座教堂，是古羅馬時期重要

的建築成就之一。萬神廟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就是偉人的公墓，這裡埋葬的除了維克多·

埃馬努埃萊二世外，還包括了義大利著名的藝術家拉斐爾和阿尼巴雷· 卡拉齊等人。 

【許願池】：戰爭時期，羅馬民生用的水道遭到破壞，而後文藝復興時期，在水道匯集處

舉建噴泉已表興盛及重或泉水的喜悅，特萊維噴泉是羅馬最大的巴洛克風格的噴泉，又

名「幸福噴泉」也是羅馬最有名的許願池。 

【威尼斯廣場】：位於羅馬市中心的威尼斯廣場是羅馬最大的廣場。威尼斯廣場南面，有

一座巍峨的白色大理石建築，它就是卡皮托利諾山上的祖國祭壇，是義大利獨立和統一

的象徵。 

【西班牙台階】：位在蘋秋山丘腳下的西班牙廣場在羅馬帝國時期是個山丘花園，16世紀

在都市規劃後，成為羅馬最繁榮的中心；17世紀時廣場旁設立「西班牙大使館」，因此得 

名。廣場上有一個巴洛克藝術的噴泉，被稱為破船噴泉。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11                                    

  住宿：HOTEL MIDAS   豪華四星                                                        

 

第 15 天    羅馬  杜哈  香港                                                                

【古羅馬廢墟】宛如一座露天博物館呈現在您眼前古羅馬遺址（拉丁語：Forum 
Romanum 又稱古羅馬廣場、古羅馬市場、古羅馬廢墟）位於義大利羅馬帕拉蒂尼山與

卡比托利歐山（Collis Capitolinus）之間，它是古羅馬時代的城市中心，包括一些羅馬

最古老與最重要的建築。凱撒決定要用他的名興建一個廣場。凱撒廣場廣場在西元前

46 年啟用。當時廣場還沒完工，而是到了奧古斯都的領導下才正式完工。這神殿在西

元前 2 年正式啟用。同時也加入一個配合性的紀念廣場，即奧古斯都廣場。新的建築

和凱撒廣場成為直角。戰神殿有很高的牆，至今還是在蘇布拉平民區鶴立雞群。這方

形的廣場有又深又長的門廊，還有個平臺伸展成半圓形的祭壇。羅馬皇帝圖密善決定

要把所有以前在這區的廣場用個新的廣場連結起來。這新的廣場位於本來留下來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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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空地上，介於和平殿，凱撒廣場及奧古斯都廣場中間。由於圖密善的去世，這個

廣場被他的繼承者涅爾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創建。涅爾瓦廣場又被稱為轉型廣場，

因為它具有介面的功能，就像阿及雷多路一樣。 

路過外觀景點: 

【聖母大教堂】：位於義大利羅馬，是天主教會的四座特級宗座聖殿之一，也是世界上第

一個以聖母命名的教堂，建成後歷盡多次改建，教堂也因此包含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

克等多種建築風格。教堂曾有過多個名字，最後因為它是羅馬以「聖母瑪利亞」命名中最

大的教堂中，所以被稱為聖母大教堂。 

【拿佛納廣場】：廣場附近被當地人稱為歷史古建築區，這裏的建築至少有 2 千年以上歷

史，從廣場南端沿 Governo Vecchio 街道走，可欣賞沿途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美建築。廣場

中間一根高大埃及方尖碑底部就是有名的四河噴泉，噴泉的 4個巨人，筋骨粗壯、肌肉豐

滿、表情不一，隨著泉聲不絕的流瀉帶來強烈的立體感與生命力。 

【聖天使城堡】：羅馬的一座城堡，該建築位於台伯河畔，鄰近梵蒂岡教廷，聖天使城堡

首先作為阻止西哥特人和東哥德人入侵的要塞，然後被當作監獄使用，最後改建成一座華

麗的羅馬教皇宮殿。現在聖天使城堡已成為一座博物館，也成為當地的旅遊景點之一。 

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國！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 €11        晚餐: 機上簡餐   夜宿機上                                 

 

第 16 天    香港    高雄                                                               

經飛香港回高雄 

  餐食     早餐: 機上簡餐        中餐: 機上簡餐                                 

 

              
1. 費用包含： 

   ▓歐洲深根旅遊平安險:  
     500 萬+ 150 萬意外醫療險 + 100 萬突發疾病:NT1500 

▓全程領隊小費、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10 X 15 天= €150 =NT5500 
 
 

2. 費用不包含：  
▓護照工本費 

▓全程個人水酒飲料費用、行李超重托運費及歸屬私人之費用 

▓飯店行李搬運費(建議自提即可，因不一定有行李員。) 

▓單人房差約 NTD: 30,000 元 

▓ wifi 網路費用:可購買網卡或 4 人合租一台行動分享器 

 

 

人  數 刷  卡 備  註 現 金 
16 ~ 20 團費 131,500 付現金減 2600 = 128,900 

21 ~ 25 團費 126,500 付現金減 2500 = 12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