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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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26【義大利】彩色島、貢多拉遊船、卡布里島 13 日 
(升級 2 餐米其林推薦餐) 

 

12/30 前報名付訂享 早鳥價 NT:139,000 元/人 

 原價 NT:145,000 元/人 
報價均含稅、導領小費&Check out 行李小費、晚餐西餐含水酒、 

每人一張網卡 

 

 
~ITALO 法拉利高鐵、宿威尼斯島上、天空之城、阿瑪菲海岸、龐貝古城~ 

 

義大利∼輕唱著ＯＳｏｌｅＭｉｏ…可愛太陽之故鄉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沒有羅馬，當今西洋文明史勢必將整部改寫，今日的世界也將改觀。發源於義大利
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促成現代藝術文明的最大動力。若想親身體驗文藝復興運動帶給世人的原始感動，
義大利絕對是您的最佳選擇，幾乎您數得出來的藝術家都曾在義大利留下傳世傑作。漫步於義大利街頭，觸
目所及的建築幾乎都是價值連城的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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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程時間 

03/26 CI75 桃園 23:40 羅馬 07:55+1(03/13 抵達) 
約 14 小時 15

分 

04/06 CI76 羅馬 11:30 桃園 05:50+1(03/24 抵達) 
約 12 小時 20

分 

 
 

 

 

 

 



 

參考地圖 

 
 

 

行程內容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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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貝古城(龐貝古城、維蘇威火山)－阿瑪菲海岸線 (海岸線觀景飯

店)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羅馬帝國時期建築遺跡★龐貝古城，此城於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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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１７４８年才被挖掘出來，實為保存最完整的古蹟之

一，其規模更是驚人，至今有１／３仍在挖掘中，當您參觀此地廢墟之時，必能讓人臆想當時１９

００年前人們的生活及難得一見的城市景觀，彷彿穿越時光隧道，重回兩千年前的時空，體驗古城

風光。結束千年遺跡後將進入旅程中最美麗海岸線，途經著名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將其列名為

「人生必去的五十個地方」之一的“◎阿瑪菲海岸區”，沿線都是斷崖絕壁綿延的阿瑪菲海岸線，

搭配白色別墅及浪花拍岸景觀襯托出南義海岸特有風光，此地是您不可錯的旅遊景點，沿途的景色

真是美呀！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龐貝南義風味        晚餐：旅館南義主廚推薦(含水酒) 

宿： Lloyds Baia Hotel 或 Hotel Miramalfi 或同等級(四星飯店) 

 

第 03 天 阿瑪菲海岸線－卡不里島(藍洞)  － 拿波里 

 
清晨的地中海、寧靜中不失華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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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港口之後，安排前往卡不里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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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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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卡布里南義風味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含水酒) 

宿： Holiday Inn Napoli 或同級 

 

第 04 天  拿坡里++++高速列車++++佛羅倫斯－比薩 

 
今日早餐過後，我們特別安排搭乘★高速列車前往到佛羅倫斯，爾後造訪奇蹟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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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托斯卡尼義式風味(含水酒) 

宿： San Ranieri Pisa 或 mercure Green Park 或 ac By Marriott Pisa  或   Repubblica 

Pisa Marinara 或 Nh Pisa 或同級 

 

第 05 天  比薩－拉斯佩齊亞（五鄉地國家公園+小火車）－米蘭 

 
享受完美好的早餐之後，前往★五漁村，深藏義大利西北岸的五個小漁村，彷彿是掛在地中海上的

五顆翡翠，1997 年五個漁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遺世獨立於峭壁懸崖與曲折海

岸之間，鬼斧神工的自然美景並延續上千年仍然在持續著的傳統生活方式。安排★搭乘火車來往於

村落之間：可欣賞到在懸崖峭壁的綿延海岸線及山谷有許多色彩繽紛的房舍，斜坡上綠意盎然的葡

萄園，景色宜人令人心曠神怡。以 La Spezia 為起點，沿途景致宜人相當美麗。其對外交通工具只

有火車及船隻或徒步。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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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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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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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小火車時間依時刻表、交通及天候等因素，搭乘時間由領隊機動調整，若遇停駛則以下車參觀

代替。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五漁村義式風味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Hotel Nh Milano Concordi 或同級 

 

第 06 天  米蘭－加達湖區 Lago di Garda－維羅納(露天劇場、茱麗葉的故居、卜納

廣場)－威尼斯 

  
今日前往進入阿爾卑斯山區最美麗的◎加爾達湖區參觀，此湖是義境最大的湖泊，最深處可達 346 

公尺，清澄的綠色湖面自古即廣受詩人的讚賞；湖光山色、美不勝收，誰與爭趣！◎史卡拉家族城

堡在碧綠湖水的襯托下，更讓人如痴如醉。爾後前往◎維羅納，來到了義大利當然要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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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完了維羅納今晚我們夜宿威尼斯。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加達湖景觀餐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宿： SMART HOLIDAY 或 CROWNE PLAZA VENICE EST 或 NOVOTEL VENEZIA MESTRE CASTELLANA 或同

級 

 

第 07 天  威尼斯(雙島遊∼彩色島+聖馬可本島、貢多拉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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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搭乘★汽船前往前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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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搭乘威尼斯

★貢多拉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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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們體驗 

夜宿威尼斯島上。 

 

早餐：飯店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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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

酒) 

宿： Venice Piazzale Roma Hotel Carlton On The Grand Canal 或同級 

 

第 08 天  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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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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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義式烤雞風味料理(含水酒) 

宿： Star Michelangelo 或 Starhotels Tuscany 或 c-Hotels Ambasciator 或同級老城飯店 

 

第 09 天  佛羅倫斯（梅迪奇里卡迪宮 Palazzo Medici Riccardi、米開朗基羅廣場、

半日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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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前往◎

米開朗基羅廣場 Piazzale Michelangelo，此廣場建造於 1869 年，之所以稱作米開朗基羅廣場，是

因為廣場中央有座依原著作打造的青銅複製品–大衛像，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前往朝

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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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丁骨牛排風味      晚餐：方便逛街、發放餐費 10 歐元 

宿： Star Michelangelo 或 Starhotels Tuscany 或 c-Hotels Ambasciator 或同級老城飯店 

 

第 10 天  佛羅倫斯－西恩納（貝殼廣場、西恩納大教堂）－白露裡治奧(天空之城) 

－羅馬（羅馬夜遊） 

 
早餐後我們先行前往說到義大利最美麗的城鎮─西恩納。於 1995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我們沿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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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參觀◎貝殼廣場、◎西恩納大教堂。之後專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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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vita Di Bagnoregio！白露裡治奧古城（Civita 

Di Bagnoreg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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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專車前往義大利古都永恆之

城－羅馬。我們特別安排∼★羅馬夜遊，羅馬夜太美、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入夜後的羅馬城格外



神秘，探照燈隨季節不同投射古建築上，金碧輝煌的光芒，彷彿回到 2500 年前的古羅馬帝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料理         晚餐：義式海鮮風味(含水酒) 

宿：IH ROME Z3 或 NH ROMA MIDAS 或同級市區飯店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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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         晚餐：中式自助饗宴  (含水酒) 

宿：IH ROME Z3 或 NH ROMA MIDAS 或同級市區飯店 

 

第 12 天  羅馬／桃園                        
義大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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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機直飛返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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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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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