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陳  律 同  02-2563-4633 

 

2019.10.17【南義+西西里島】12 日 
~兩晚五星飯店、蘑菇村、埃特納火山、龐貝古城~ 

原價 NT:149,000 元/人 含稅、兩人一台 WIFI、晚餐西餐含水酒 
特惠價 NT:146,000 元/人 含稅、兩人一台 WIFI、晚餐西餐含水酒 

 

行程特色 
◎晚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  

◎特別安排~【二人一台網路分享器】。 

 
1.特別安排兩人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參考地圖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城市 班 機 時 間 

第一天 桃園／羅馬 中華航空CI-075 23:30-07:40+1（飛行14小時10分) 

第五天 巴里/卡塔尼亞 維羅提航空V7-1793   09：05／10：20 

第十天 拿坡里／維也納 奧地利航空OS-9412 18:00-19:40(飛行1時40分) 

第十一天 維也納／桃園 中華航空CI-064 11;00-05:35+1(飛行12時35分) 
 

 

 



行程內容           ★表入內參觀◎下車照相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第一天 桃園／羅馬 
今日帶著快樂的行囊，奔向熱情又浪漫的義大利。南北狹長像靴子一樣的義大利，曾是羅馬帝國的所

在地，在政治、藝術和建築上皆為後代留下不少豐功偉業。中古世紀時的文藝復興在此萌芽，米開朗

基羅等大師在此地留下相當多的藝術瑰寶。就讓我們夜宿機上，期待與他次日的相遇。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豪華客機 

 

第二天 羅馬（市區觀光、特別安排贈送羅馬夜遊） 
今日班機抵達羅馬後開始市區觀光：首先前往天主聖地教皇國－

梵諦崗，參觀費時一百五十年、雄偉壯麗舉世無雙的★聖彼得大

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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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的雕刻、彩石馬賽克壁畫，無一不是超凡入勝的藝術

結晶。今日來一場經典名片『羅馬假期』巡禮：先來到電影場景

之一的◎許願池，這是羅馬最後一件巴洛可風格的傑作、羅馬永

恆的象徵曾為人獸搏鬥的◎圓形競技場、◎君士坦丁凱旋門，凱

旋門由三個拱門形成，城門表面有紀念大帝戰勝的浮雕，◎艾曼

紐二世紀念堂，氣勢磅礡雄偉的造型和大理石閃耀的光芒，讓羅馬其他同型建築物相形失色。午餐後

前往參觀被米開朗基羅稱讚為『天使之光』的★萬神殿、名聞遐邇的觀光景點◎西班牙廣場等名勝古

蹟，下午則可停留在電影羅馬假期中的場景－◎西班牙台階，擁有自己的時光，漫步於台階前的購物

大街；您更可於露天咖啡座品嚐 CAPUCCINO，觀賞著街上衣著光鮮熱情的人群。遨遊屬於您的羅馬假

期中。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水果 晚餐：義大利續牛風味餐(含水酒) 

住宿：Crown Plaza Rome 或 h10 Roma Citta 或 nh Roma Midas 或同級(四星市區飯店) 

  

第三天 羅馬++國鐵++巴里BARI－阿爾貝羅貝洛（蘑菇村） 

今日搭程★義大利國營鐵路前往巴里，隨後接續東行進入阿普利

亞省，前往已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所保護的◎阿爾貝羅

貝洛村，一朵朵蘑菇似的房舍讓我們彷彿一腳踩進了童話世界裡，

Alberobello 的原意是美麗的樹，16 世紀，村落成形初期，這裡

是個樹林。今日，樹被石屋取替了。無樑無柱的圓錐尖頂石屋-

陶爾利 Trulli，這種奇形怪狀的建築，圓椎狀的屋頂是用當地

的石灰岩砌成，經長年風吹雨打，顏色變得越來越黑！地中海的

天空總是特別藍，將土盧里(Trulli)白色牆面襯得格外雪白，在

熱情陽光的陪伴下，終於看到整片的「土盧里」--在阿爾貝羅貝

洛小鎮。"Alberobello"被稱為「天堂小鎮」，這裏保存著 1000 多座石頂屋，是世界上真正的「石頂

屋之家」，因造型奇特，1996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踏入這個小鎮，沿街密密麻麻都是圓頂

石屋，使用大片的石頭，圓錐形狀的屋頂以瀝青覆蓋，創造出無比奇妙、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築特色。

此外，屋頂上都有各種的文字和圖案。有的圖案是天主教的象徵、有的是其他世俗之作。這裡販售許

多特色商品，也是不容錯過喔！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義大利地中海風味(含水酒) 

住宿：Hotel la Chiusa di Chietri或同級(四星飯店) 

 

 



第四天 阿爾貝羅貝洛－馬提雷（沙西石屋，古老的穴居建築群）－巴里 BARI 

早餐後，專車前往電影『受難記』拍攝地，風格獨特的穴居城鎮

◎馬提雷 Matera，此地以散布在喀斯特山谷間的沙西石屋 Sassi

而聞名，是地中海地區保存最好，面積最大的人類穴居聚落，大

約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居住在此，是世界最古老的城鎮之一。其

中原始的穴居區係利用石灰岩溶蝕作用下所形成的天然洞穴作

為住宅，大部份目前已無人居住，這個幾乎被世人遺忘的世界，

其外觀荒涼程度一度被選為「世界十大鬼城之一」，景色空蕩蕩

的死城景色頗類似於 2000 年前的耶路撒冷，因此吸引電影如【賓

漢】、【耶穌受難記】等前來取景。漫步在石屋群的步道間，並感

受壯闊的山城氛圍。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南義大利海鮮風味餐 晚餐：旅館南義主廚推薦(含水酒) 

住宿：Hotel Parco deiPrincipi 或 Nicolaus Hotel 或 Mercure Bari 或同級(四星飯店) 
 

第五天 巴里BARI／卡塔尼亞－陶兒密納－卡塔尼亞 
今日搭乘國內航班前往西西里島擁有西西里島最古老大學的卡

塔尼亞，彷彿謫落凡塵的樸石，外來勢力的輪番盤踞，卻交織成

文化匯聚的地土，以反諷的方式，洋溢著巴洛克式的瘋狂與奢華。

卡塔尼亞城內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然而，卻仍然保有優雅的城市

景觀。沿著大教堂前的◎大象廣場，散步至優雅的◎馬西莫貝尼

尼劇院，卡塔尼亞的精華，都在這一區內。之後前往西西里島上

最負盛名的度假小鎮★陶兒密納依山而建，小鎮座落在半山腰上，

山上不容巴士進入，道路狹小，逛街遊覽皆需步行，但風景極美，

可遠眺火山埃特納高峰，冬季峰頂積雪，神似日本富士山。隨領

隊一起沿著老城內的◎烏貝托大街，細細品味這座濱海小鎮的美麗。之後返回卡塔尼亞過夜。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西里燒烤風味餐 晚餐：時令海鮮料理+水酒 

住宿：NH Catania 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Catania 或 President Park Hotel 或同級(四星

飯店) 
 

第 六 天 卡塔尼亞－愛特納火山深度之旅（纜車+登山卡車+當地專業導遊）

－西拉古薩 
今日前往歐洲少數的活火山之一愛特納火山，據說泰坦巨獸泰風

便是被宙斯埋著火山之下，所以才會時不時噴發。沿著登山公路

往上，您可以看到白頭美麗的山頂，有時還可以看到微微冒煙的

景觀。登山公路兩旁，皆是之前噴發後形成的熔岩結晶。抵達纜

車站後，安排★搭乘纜車登上登山口，並再轉搭★高腳吉普車登

上埃特納火山(Etna)海拔3000公尺嘹望區，火山標高3340公尺，

隨著導覽員一起散步，觀賞沿途火山岩漿冷卻的景觀。之後來到

西拉庫薩的城市發源地◎奧堤嘉島 Isola di Ortigia，這是西

拉庫薩的老城區，隨著導遊一起，穿過碼頭港口，走進古城的巷

弄之內，現在已成廢墟的◎阿波羅神殿，是古城區中最美的廣場之一；重建於地震後的老城內建築，

盡是巴洛克樣式，最美的可數被改建成為主教座堂的◎雅典娜神殿了；而位於海邊的淡水噴泉◎阿瑞

圖薩之泉，則又是另一段哀傷的神話。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西里島特色料理+自選飲料 晚餐：主廚精選料理+水酒 

住宿：GRAND HOTEL ORTIGIA 或同級(五星飯店) 



第 七 天 西拉古薩－阿格里真托－巴勒摩 

今天前往位於西西里島南部海岸大城阿格利真托，位於地中海畔

的古典小鎮，擁有除了希臘之外最完整的希臘神廟遺跡。帶您來

到★神殿山谷，如海克力斯、朱諾…從希臘到羅馬，再到諾曼人，

每個不同的文化留下其足跡。隨後，我們帶您散步阿格利真托的

市區小鎮上，讓您有機會居高臨下，細細欣賞海岸線之美。接著

前往著名數學大師阿基米德的故鄉－西拉古薩。先帶您前往最引

人注目的景點★考古公園內，是古希臘及羅馬時期所留下的最古

老城區，園區內現今仍在使用的◎希臘劇場、曾是當地石材出產

的◎天堂採堊場、人獸相爭競技場◎羅馬露天劇院、還有傳說流

傳的◎迪奧尼修之耳…等等。之後前往巴勒摩夜宿此地。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西里島風味家常料理 晚餐：巴勒摩式烤捲麵餐(含水酒) 

住宿：GRAND HOTEL VILLA IGIEA PALERMO 或 同等級(五星飯店) 
 

第 八 天 巴勒摩（市區觀光）++渡輪++拿坡里 

巴勒摩是西西里島的第一大城，也是個地形險要的天然良港，歌

德來此時曾稱贊巴勒摩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海岬」。隨著統治者

改朝換代，巴勒摩歷經多種不同宗教、文化的洗禮，因此市區建

築呈現截然不同的風貌。曾有地理學家這樣形容帕勒摩：「凡見

過這個城市的人，都會忍不住回頭多看一眼」。抵達巴勒摩後，

首先前往近郊的◎王室山，位於山坡上的王室山，以諾曼樣式與

阿拉伯樣式混和的★王室山大教堂，是王室山最知名的景點，外

表樸實的大教堂內，以金碧輝煌的馬賽克拼貼牆面，還有各式文

化背景的裝飾，讓人流連忘返。 之後來到巴勒摩市區觀光，行

經多種風格混搭的◎巴勒摩主教堂、全義大利最大的◎馬西莫歌

劇院、市中心的◎四角廣場、◎普勒多利亞廣場串連了城市的主要空間，廣場周邊的建築都像是露天

博物館般惹人注目流連。◎諾曼皇宮為 12 世紀諾曼國王所蓋的皇宮，經過阿拉伯文化的洗禮，呈現

不同宗教的融合，是西西里島上最特別的景觀之一。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西里島風味料理 晚餐：西西里島風味料理(含水酒) 

住宿：渡輪臥鋪 
 

第 九 天 拿坡里－阿瑪菲海岸－卡布里島 
今日我們特別乘坐★專屬小巴帶您飽覽人間樂土－阿瑪菲海岸

線。阿瑪菲海岸空氣裏彌漫著檸檬香味，阿瑪菲(Amalfi)海岸正

是以這個小鎮來命名。而這裡最值得一看的就屬市中心的 Duomo

大教堂了！在萬里無雲的藍天的襯托下，大教堂顯得更加明艷莊

嚴。隨後前往碼頭搭乘★快艇前往世外桃源般人稱『蜜月聖地』

∼卡不里島。坐在船上眺望著遠方，變化莫測的天氣，海上豪華

的帆船，配上寧靜的地中海，此等美景，人生夫付何求？浮在地

中海海面上世界上最美的小島：★卡布里島，讓我們搭乘小船參

觀碧藍的水色與夢幻的光影如夢似幻－★藍洞，此地進入了這個

水邊山洞，必能遺忘現實生活的塵囂，彷彿來到世外桃源一般。（若遇風浪太大，船無法出海，是無

法退費的。但我們會更改其他的旅遊方式。此時我們的領隊則會選擇最適宜的方式來代替藍洞的旅遊。） 

PS.我們會依當時的天候狀況由領隊來協調選擇最洽當的旅遊方式。（我們會採用投票的方式，少數服

從多數，若有不周詳之處，敬請見諒！） 



替代方案如下： 

（◎替代方案一）：用「此景只應天上有」來形容「藍洞」（GrottaAzzurra）真的一點都不誇張！那

種晶瑩剔透的藍我們稱為「上帝調好的藍」，有幸身歷其境看過一次實屬開心。據說能幸運進入洞內

窺探「上帝調好的藍」的機率只有三成，因為春天和秋天風浪大加上水位高，很難進入窄小的洞口，

而冬天或許進的了洞內，不過缺乏陽光的照射之下，看到的可能不是「藍」洞，而是「黑」洞。我們

這次是選擇搭乘卡不里巴士直接來到藍洞站牌，再走個五分鐘下階梯，就是藍洞洞口了！雖然無法坐

船進入洞口，但是我們可以從旁看到藍洞洞口的樣子！此時您一定會深深覺得搭巴士來真是明智的抉

擇，要是搭船的話，此刻應該已經暈到不行了吧！ 

（◎替代方案二）：又或我們也可以選擇另外一種旅遊方式，那就是安排公車上到安娜卡布里島，之

後在安娜卡布里島處搭乘纜椅，俯瞰拿坡里灣，欣賞美麗的海岸線。 

（◎替代方案三）：又或造訪義大利卡布里島不可不去的景點，是位於山頂的聖米迦勒別墅(Villa 

SanMichele)，由此眺望山下迷人的港灣海景，無不令人迷醉。 

（◎替代方案四）：又或當前往卡不里島的大船真的因為風浪太高，安全考量，因此而無法開船。在

此情況之下，則我們會更改前往義大利本島的卡塞達皇宮和加上拿坡里的市區觀光。（若採用了方案

四則代表是無法上到卡不里島上的，實屬因風浪太高，安全第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 晚餐：南義景觀餐廳+水酒(價值 35 歐元) 

住宿：San Felice、Hotel La Residenza 或同級(四星飯店) 

若因島上飯店客滿，則我們會改住到拿坡里南義地區的五星飯店 Grand Hotel Parker’S Hotel、

Raito Hotel、Grand 或 El La Pace、Parco Dei Principi Hotel 或同級(五星飯店) 
 

第 十 天 卡布里島－龐貝－拿坡里／維也納 
清晨的地中海、寧靜中不失華麗。今早您可自由在卡不里小鎮，

烏伯特二世廣場日夜瀰漫著熱鬧氣氛，到處可見別出心裁的個

性小店，以及咖啡小館位於維托艾曼紐大道上，尤其是由◎奧

古斯都花園，眺望美得令人窒息的地中海美景，更可驚豔卡不

里島之美。結束卡不里之旅之後，接續清晨的地中海、寧靜中

不失華麗。結束卡布里之旅之後，接續前往羅馬帝國時期建築

遺跡★龐貝古城，於西元 79 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遭大量火山

岩灰所覆蓋而被埋在地下一千多年，直到 18 世紀才被挖掘出來，

是現今世界上唯一構造完全與當時相符的城市，它保存完整，規模更是驚人，至今有 1/3 仍在挖掘中，

當您參觀此地時，必能臆想當時人們的生活及城市景觀，並感受龐貝人的智慧，彷彿穿越時光隧道，

重回兩千年前，為羅馬帝國的繁華輝煌歷史做一見證。之後搭乘中段飛機前往維也納。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蘇連多海鮮風味+水酒 晚餐：方便轉機，發放餐費 10 歐元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Vienna South 或 kavalier 或 arionCityhotel 或同級(四星飯店) 

 

第十一天 維也納／桃園 
義大利的難忘之旅將於今日結束，早餐後我們帶著離情依依的心情前往機場返回台灣結束這段濃情蜜

義的歐洲體驗。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二天 桃園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義大利深度 12 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