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4.30【深度北義大利】17 日
NT:167,0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CHECK OUT 小費、每人一張網卡、
晚餐西餐含酒水
行程特色

參考航班
日期
第 01 天
第 1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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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航班號碼
中華航空 CI－075
中華航空 CI－076

出發機場
桃園
羅馬

抵達機場
羅馬
桃園

起飛時間
23:40
11:30

抵達時間
07:55+1
05:50+1
(5/16 抵台)

飛行時間
14 小時 15 分
12 小時 20 分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羅馬
相逢自是有緣！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機直飛義大利羅
馬，於空服員的照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於次日一大早抵達。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羅馬－白露里冶奧（天空之城）－比薩
今早抵達羅馬後，走訪義大利山城小鎮、世外桃源、世界遺產之旅、
漫步雲端；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天空之城，相信大家都看
過，如此絕美的天空之城，原來靈感就來自此！白露裡治奧古城離羅
馬只是 150km，整座城長不足 300 米，寬僅 200 米，建於 2500 年
前，位於山的頂端，只靠一條狹窄的長橋與外界相連，兩旁為山谷，
從遠處看就好像一條橋帶到一座天空中的城堡，因此被稱為“天空之
城”。據說曾經宮崎駿在清辰時份來到這地，當時因為很大霧，令這城就像漂浮於半空之中，讓這
小說家創作了有關天空之城的故事。之後前往比薩，夜宿此地。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杯)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酒水(每人乙

宿：NH PISA HOTEL 或同級

第 03 天 比薩－拉斯佩齊亞（五鄉地國家公園）
早餐後造訪奇蹟古城－比薩，回想八百年前的狀闊歲月，不難想像中
世紀比薩於地中海西區的霸主地位！抵達後，參觀被列為世界七大奇
景之一，譽為工程力學奇蹟的◎比薩斜塔及◎白教堂、◎受洗堂等。
比薩斜塔是廣場的主要名勝之一，塔之所以聞名，是因它本身的斜度
超過了力學上離中心點最大角度而仍能屹立不墜！後專車開往開利古
里亞海岸的五鄉地之旅，五鄉地又稱五漁村位於利古里亞大區拉斯佩
齊亞省海沿岸地區，199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五個小村落組成，由西向東分
別是蒙特羅所、威爾納查、科尼利亞、馬納羅拉以及利歐馬喬雷。矗立在海邊的懸崖上，景色優
美。銜接馬納羅拉以及利歐馬喬雷的愛之小徑，更是出名的情人散步小徑。特別安排搭乘一段★火
車體驗一下當地義大利鄉村的人文風情。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義式海鮮燉飯

宿： Hotel Ghironi 或 Affittacamere Da Euro 或同級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酒水(每人乙杯)

第 04 天 拉斯佩齊亞－熱拿亞 Genova（哥倫布故居、聖羅倫佐主教座堂）－科莫湖
Lago di Como（遊船、科莫主教堂）
享受完美好的早餐之後，前往義大利第一大海港城市－熱拿亞，它是義
大利第六大城，擁有歐洲最大的古城區。我們先行前往◎加里波底大道
（Via Garibaldi） 舊名「新路」（Strada Nuova），以多不勝數的巴洛
克宮殿著名，它的小街巷弄亦聞名遐邇。◎費拉里廣場（Piazza de
Ferrari） 是城內最重要的廣場，周圍有◎總督府和◎卡羅菲力齊歌劇
院（Teatro Carlo Felice），還有★哥倫布故居，★聖羅倫佐主教座堂
（Museo del Tesoro di S. Lorenzo） 是一座羅馬天主教教堂，也是天主教熱那亞總教區的主教座
堂。這座教堂可能始建於五世紀或六世紀，獻給熱那亞主教聖西魯斯。之後我們前往義大利第三大
的湖泊－科莫湖。科莫湖是阿爾卑斯山下一個歐洲最深的雪山湖泊，整個湖呈窄長的人字形，湖泊
周圍被高聳的群山包圍，我們特別安排★遊船欣賞科莫湖之美，之後參觀★科莫主教堂（Duomo di
Como）。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酒水(每人乙杯)

宿：Albergo Lenno 或 Grand Hotel Cadenabbia 或同級

第 05 天 科莫湖－米蘭（米蘭大教堂、艾曼紐二世拱廊）
今早先享受這美好的科莫湖之美，接著前往義大利時裝工業中心－米
蘭。米蘭這特別的城市，人們總逃不過它的兩大魅力，一是數百年歷史
的建築與藝術作品，一是米蘭風尚是世界流行尖端的代表，米蘭除了無
可取代的時裝帝國頭銜，還擁有豐富的藝術寶藏。抵達後首先我們參觀
★米蘭大教堂，此教堂完成於 14 世紀總共蓋了 5 百多年，共擁有 135
座尖塔，一座座尖塔以無比的氣勢伸向義大利湛藍的天空，教堂內外聖
者使徒的雕像共 3159 座，2214 雕像裝飾於屋頂，工程之浩大令人驚嘆，教堂內部莊嚴，美麗的玫
瑰窗裝飾其中。她一直與佛羅倫斯聖母百花教堂爭奪全球第三大教堂的地位；但無論排名，米蘭大
教堂的歷史地位及哥德式建築都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艾曼紐二世拱廊位於教堂的左側，這座華
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集各式高貴的商家，整個樓面呈現拉丁十字形，拱廊上有玻璃架
圓頂，下有馬賽克鑲嵌畫地板，像個大型的藝廊般華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AC MARRIOT OR CROWN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米蘭－維洛那（露天劇場、茱麗葉的故居、卜納廣場）
早餐後前往有義大利門戶之稱的維洛娜，參觀愛情名著「羅密歐與茱麗
葉」發生地；維洛娜剛好位於阿爾卑斯山麓上的最低隘口，成為一個南
北往來的重要地點。進入舊城之後，你可以漫步浪漫迷情小巷街情，幾
乎每一個轉角都有驚喜；維洛納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古城，在義大利數千
個城鎮中可以用最高級來形容。當然要前往◎茱麗葉的故居，緬懷感受
莎翁筆下動人的愛情故事。而至今還在使用，保持最完整最古老，全義第二大的◎圓形露天劇場及
◎卜納廣場都是參觀的重點！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倫巴底炸豬排風味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酒水(每人乙杯)

宿：SHG Hotel Verona 或同級

第 07 天 維洛那－威尼斯（聖馬可本島、鐘樓、道奇宮）
今早專車前往威尼斯，這個由商人建造的水都，位於義大利北部臨威尼
斯灣，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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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船從運河上遊憩的風情
激動著各國遊客的旅情。威尼斯不僅僅只是充滿浪漫的情調，他含蘊著
獨特的文化涵養，讓威尼斯人從千餘年前驕傲至今。今天將搭乘★汽船
前往水晶島參觀流傳數百年之藝術★水晶玻璃工廠冶鍊過程，並可選購著名的水晶玻璃精品。接著
搭船前往威尼斯本島，安排參觀西歐地區難得一見的拜占庭式建築風格的★聖馬可大教堂、★鐘
樓、◎大廣場、參觀曾為威尼斯共和國權力中樞的★道奇宮、英國詩人拜倫筆下的◎嘆息橋等，體
驗電影情訂日落橋的優美情景。
早餐：飯店早餐
杯)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島上海鮮墨魚麵風味+酒水(每人乙

宿：HOTEL CONTINENTAL VENICE; HOTEL SANTA MARINA 或同級島上飯店

第 08 天 威尼斯（彩色島、貢多拉遊船）
今天將搭乘★汽船前往以彩色的建築而聞名的★彩色島（今日我們特
別安排不同於一般的旅遊團體：彩色島）。然而彩色島在威尼斯本島外
瀉湖區其中一個小島。據說，這裡的建築物刷成彩色的是為了讓漁人
在大海遠處可以看到自己的家。雖然彩色島很小，但值得您花上稍許
時間好好的遊覽遊覽，彩色島每個相鄰的房子都顏色不同，水巷感覺
很美，另外絲蕾花邊也是這個島特有的。彩色島的義大利語名字是 Burano，最早讓彩色島出名的並
不是這可愛的景致，而是蕾絲。手工蕾絲編織是彩色島的主要產業，所以很多人把它叫蕾絲島。特
別安排搭乘威尼斯★摃多拉遊船，帶您體驗鳳尾小船悠遊在曲折的水道之間，體驗威尼斯的特殊風
情。
早餐：飯店早餐
杯)

午餐：義式披薩拼盤風味餐 晚餐：威尼斯島炸海鮮+墨魚麵風味+酒水(每人乙

宿：HOTEL CONTINENTAL VENICE; HOTEL SANTA MARINA 或同級島上飯店

第 09 天 威尼斯++ ITALO 超跑法拉利火車（頭等艙）++佛羅倫斯（老城巡禮、烏菲
茲美術館）
享用完早餐後我們道別了威尼斯搭乘★超跑法拉利火車或歐洲之星快速
火車前往義大利文藝復興之都－佛羅倫斯。感謝「梅迪奇家族」統治佛
羅倫斯三百年並贊助藝術家豐彩了文藝復興時代的光芒，「美麗，總有
緣起！藝術，也有開端！」謙虛地回到您可靜靜地立足觀看中世紀最偉
大的情緒感動，多少世紀的喧擾人潮於眼前掠過，磚紅的夢幻之城，雕
刻廣場上的大衛像遙望著旅人的匆忙心情，唯有來到救贖昨日的歲月，洗禮堂精緻的天堂之門引領
著人們的卑微！ 佛羅倫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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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影『窗外有藍天』男女主角邂逅的地點。首先前往由粉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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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續參觀◎喬托
鐘塔、◎天堂之門、◎領主廣場上的露天雕刻石像群、◎但丁之屋等。除此之外我們特別安排參觀

蒐集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創作最完整的★烏菲茲美術館。『親眼目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大師們的
藝術真品。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皇宮丁骨牛排+酒水(每人乙杯)

宿：AMBASCIATORI FLORENCE 或 STARHOTELS TUSCANY 或同級

第 10 天 佛羅倫斯（梅迪奇里卡迪宮、自由活動）
早上用完早膳，我們懷著一顆探究歷史的心走進★梅迪奇里卡迪宮，想
了解佛羅倫斯何以成為文藝復興的搖籃，絕對要認識梅迪奇家族歷史，
在300 年的獨裁統治期間，使佛羅倫斯「文藝復興運動」發展得有聲有
色的梅迪奇家族，在佛羅倫斯有許多觀光景點可以窺探當時他們生活的
地方。我們特別安排了半日自由活動，讓旅人能夠更深入的走進佛羅倫斯，讚頌那段文藝復興的榮
耀。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義式烤雞風味料理

晚餐：方便逛街~發放餐費 10 歐元

宿：AMBASCIATORI FLORENCE 或 STARHOTELS TUSCANY 或同級

第 11 天 佛羅倫斯－聖吉米尼亞諾－奇揚地酒莊－托斯卡尼莊園
專 車 前 往 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亦為托斯坎納地區最負盛名之美塔城市
聖吉米納諾，漫步於此一山城小鎮，遠眺扥斯坎納美麗山景。位於西納
西北方的古世紀小城，外號「塔之都」。 原本有七十多座高塔，現今
尚存十三座。這些塔 在當時教皇派與帝王派侵略爭奪、地方豪族權力
鬥爭之下，替貴族們擔任守護城堡的任務。古代居 民常於鐘塔上以石
塊丟擲敵人，所以塔築得越高，越顯示其權力及尊貴。位於舊市區中
心，有一座 13 世紀的古井，◎古井廣場四周盡是十三、四世紀黃色石
灰岩所建的豪宅。◎教堂廣場上有七座塔，是十二世紀羅馬式建築，曾於十五世紀改建。★波波洛
宮（ Palazzo del Popolo）， 它 原 本 是 十 三 世 紀 建 造 的 皇 族 宅 第 ， 現 在 作 為 市 政 廳 及 市 立
美術博物館，內裡展示十三至十五世紀西那派和佛羅倫斯派繪畫作品，其中一幅著名濕
壁畫「莊嚴像」就是由利頗‧梅米畫作的。而意大利著名詩人及畫家 但丁亦曾到訪波波
洛 宮 ， 向 當 地 羣 眾 演 講 尋 求 他 們 在 派 系 內 戰 中 支 持 「 教 皇 派 」。 來到義大利一定要來趟品酒
之旅，我們在專人引導下前往奇揚地參觀葡萄酒★酒莊，安排品嚐酒庄所提供的葡萄酒！感謝托斯
卡納的「鄉村大地與人民風俗」給旅者大地美食與葡萄酒讓人流連忘返！旅行在托斯卡納的陽光大
地裡！是生命中最奇妙的體驗！在你眼前舒展出一幅畫卷般的雅緻，星羅棋佈的酒莊點綴在綠洲般
的葡萄園內，殘舊的碉堡像蹲踞在高聳的山脊上，更別提那窩藏在山谷裡的修道院，給人一種遠離
今日遺世獨立的安祥。到這種地方實在捨不得囫圇吞棗，除了就近體驗當地住宿莊園旅館外，更要
品嚐酒庄的葡萄酒，讓人充份感受其獨特的氣氛及魅力；才能享受電影中『托斯卡尼艷陽下』輕
鬆、慢調子旅遊生活呢？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

宿：VILLA CAPPUGI HOTEL 托斯卡尼莊園旅館或同級

第 12 天 托斯卡尼莊園－西恩納－阿西西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今日接著前往文藝復興時期之重要山城～西恩那。西恩那與佛羅倫斯
並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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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巨
人般俯瞰著廣場的◎曼吉亞塔。閒逛於古城街道中，請放慢您的腳
步，櫛比鱗次的商店，每家都有其特色，不管是當地特產的葡萄酒、
陶瓷品、流行服飾，在在令人流連忘返，漫步在小鎮街道上彷如時光
倒流般，置身於中古世紀的感覺，古今並存，卻能融合的如此和諧～
就在西恩那，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感覺，就等您親身體驗它的風華絕代。在廣場的中心有一座◎共和
宮（Palazzo Pubblico），是托斯卡納最高雅的哥德式王宮，公元一二八八年開始建造，十四世紀中
期完成。馬帕蒙多大廳內的大壁畫「帶光輪的聖像」，是義大利哥德式畫派重要代表畫家馬蒂尼
（Simone Martini）最早的作品，他是繼杜喬之後西恩納最重要的本地畫家，在十四、十五世紀的西
恩納極具影響力。另外，宮內也收藏了很多其他本土畫家的油畫。，建於 12 世紀擁有獨特的大理石
條紋外觀的◎主教座大教堂，圍繞在圓花窗上的 40 位聖人，讓教堂充滿莊嚴氣氛。之後驅車前往阿
西西，位於義大利佩羅賈省半山腰處，坐擁整個義大利中部平原的壯觀景色，此外，阿西西也是是
個宗教氣息非常濃厚的城鎮，因為這裡是聖方濟各的出生地也就是◎聖方濟各大教堂的所在地，是
義大利重要的天主教朝聖地，也被列為世界遺產之一，漫步於這座山城可以感受到近乎「聖城」的
氣息。之後參觀★聖方濟各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Francesco）始建於 1228 年，是為了紀念天主
教＋會聖人-聖方濟各而建的，教堂分為上教堂和下教堂，以及附屬的修院，西元 2000 年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遺產 。教堂以玫瑰色大理石砌成，採哥德式建築，還有精細的雕刻述說著聖
方濟各行善的故事，也成為天主教的聖地。之往★古代碉堡俯瞰整個阿西西山城。之後參觀◎市政
廳廣場、◎人民之塔、◎米諾瓦神廟、◎噴泉等，沒有過度商業化的阿西西，將帶您來趟心靈放逐
之行！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杯)

午餐：義式風味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酒水(每人乙

宿：Grand Hotel Assisi 或 Giotto Hotel & Spa 或同級

第 13 天 阿西西－OUTLET－羅馬（加贈羅馬夜遊）
早餐後專車帶您前往名牌★SORATTE OUTLET，讓貴賓們盡情購物，
琳瑯滿目的精品，架上陳設許多歐洲知名品牌，包括男裝、女裝、童
裝、配飾、香水、精品…等，如果您逛累了，還可以在購物中心裡附設
的咖啡廳、餐廳、酒吧享用義大利當地平價美食，午餐時間於購物中心
所以發放餐費。結束後專車前往義大利古都永恆之城－羅馬。意首先來
到◎西班牙台階，保留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自由選購義大利名品或
皮件，也可以在浪漫咖啡屋或百年茶店，享受多采多姿的羅馬假期。您也可以自由漫步在台伯河
畔，自行前往參觀聖天使古堡，或是依循知名的好萊塢電影情節，來一趟『魔鬼與天使』真實場景
之旅。另類的羅馬假期，因您而精彩可期。小小的花點心思，羅馬就是這麼令人感到美好。隨後羅
馬古蹟續攤之旅。◎聖天使橋＆聖天使古堡（神祕殺手藏身之處及湯姆漢克斯找到由此通往梵蒂岡
的祕密通道）、羅馬熱門觀光景點◎納佛納廣場（湯姆漢克斯救起被五花大綁丟入水池中差一點被淹
死的米蘭樞機主教處），貝尼尼設計的◎四河噴泉『恆河、普拉特河、多瑙河與尼羅河』與◎埃及方
尖碑，（貝尼尼設計的四河噴泉可說為納佛納廣場的古典巴洛克之美，讓這座廣場獲得羅馬最美麗的
廣場雅稱）。爾後前往◎鬥獸場，鬥獸場又名圓形競技場，是羅馬歷代皇帝和富有的市民，將角鬥士
的生死搏擊，和野獸互相廝殺，搬上舞臺，藉以爭取民心。鬥獸場是瞭解二千年前羅馬人生活最具
代表性的建築物之一，還有◎君士坦丁凱旋門等等，都是此行必遊之地。特別加贈★羅馬夜遊，羅

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千年古都羅馬城入夜後的羅馬城格外神秘，探照燈投射古建築上，金碧輝煌的
光芒，彷彿回到 2500 年前的古羅馬帝國。讓您自由拍照、攝影。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發放餐費 10 歐元
晚餐：羅馬音樂海鮮風味+酒水(每人乙杯)
宿：IH ROME Z3 或 NH ROMA MIDAS 或同級市區飯店

第 14 天 羅馬（梵蒂岡+市區觀光）
早餐後首先我們來到天主教勝地梵諦岡教皇國。梵諦岡費時一百五十年
建成，首先欣賞及導覽舉世無雙的★西斯汀禮拜堂（梵諦岡博物館）及
★聖彼得大教堂，此地為米開朗基羅構想而成，建築物本身非常吸引
人，由希臘柯林斯式神柱圍繞而成的◎聖彼得廣場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最
想做彌撒之朝聖地，也常常看到天主教宗於廣場上公開露面，造成萬人
騷動。 進入宏偉的大殿，牆壁上、天花板上，處處都是美侖美渙的藝
術傑作，不禁令人贊嘆，這裡可真是濃縮了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最精華的部份，世界上再也沒有其
它建築能像聖彼得大殿這裡彙集了如此多的珍寶。教堂內最經典的莫過於米開朗基羅 25 歲時作品
『聖殤』了。隨後遊覽知名的羅馬文化古蹟遺址，◎古市集廢墟，還有羅馬人稱為大蛋糕的◎維托.
艾曼紐二世紀念堂，而◎真理之口，『羅馬假期』影片中最受歡迎的場景。前往★萬神殿，且看眾神
之殿如何讓人歎為觀止！當您參觀完萬神殿之後，陣陣飄來的咖啡香味，正是出自羅馬萬神殿鄰近
的知名咖啡館。我們的領隊會先為您買好單，請您在聽完導遊的導覽後，前往咖啡館的櫃台領取一
杯現場烹煮的香淳咖啡。旅遊羅馬，再怎麼匆忙，也要停下來喝杯咖啡ㄚ。而『羅馬假期』影片
中，女主角『奧戴麗‧赫本』停留在◎許願池邊，剪了舉世聞名的髮型『奧戴麗‧赫本』頭，原理
髮店已經不存在。羅馬歷史區遺址，已於西元 198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
早餐：飯店早餐
杯)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羅馬傳統豬排風味餐+酒水(每人乙

宿： IH ROME Z3 或 NH ROMA MIDAS 或同級市區飯店

第 15 天 羅馬－埃斯特別墅－哈德良別墅－羅馬
今日早餐後，我們特別安排★埃斯特別墅（Villa d'Este）又被稱為千泉
宮，因整個別墅庭園共有超過 500 多處的噴泉而得名。除了噴水池之
外，就連小徑旁的石牆、階梯等都可以看到潺潺流水，且每個噴泉的
每個出水口也都有雕刻的石作，如有希臘神話人物、怪獸或動物等，
也有代表家徽的鷹，連別墅建築的室內都有壁畫跟浮雕可以欣賞，十
分具有巧思。之後前往★哈德良別墅是古羅馬的大型皇家花園，1999 年加入世界遺產名錄。它是由
羅馬帝國的皇帝哈德良為自己營造的一座人間伊甸園，園內 30 多棟建築別具風格，泳池、浴場、噴
泉等一應俱全，非常具有魅力！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羅馬風味料理+酒水(每人乙杯)

宿： IH ROME Z3 或 NH ROMA MIDAS 或同級市區飯店

第 16 天 羅馬／桃園
義大利 17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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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機經由曼谷返

回台灣結束這段濃情蜜義的歐洲體驗。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17 天 桃園
今日飛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
忘的歐洲之旅。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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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