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義大利全覽 十四天 冬季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羅馬 中華航空 CI-075 23：40 — 07：50+1 14：10 

回程 羅馬 → 台北 中華航空 CI-076 11：05 — 05：45+1 12：40 

 

 



 

第 一 天 台北／羅馬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機，

航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中華航空 CI-075  23:40 / 07:50+1 預計飛行時間

14:10 

 

第 二 天 羅馬—龐貝古城—拿坡里 

抵達羅馬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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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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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羅馬—(257km 03:30)—龐貝—(27km 00:30) —拿坡里 

《含門票參觀景點 》龐貝古城 

 

 

失落千年的文明古城—龐貝 

西元 79 年 8 月 24 日，維蘇威火山瞬間爆發，被埋於火山

灰、火山轢之下。經過 1700 年的漫長歲月，18 世紀後葉

這座長眠地底的古城才被挖掘而重見天日。棋盤狀的街

道、神殿、浴池、住宅又歷歷重現。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 晚餐：南義景觀餐廳 

住宿：ROYAL CONTINENTAL HOTEL、UNA NAPOLI HOTEL、H2C HOTEL 或 四星同等級

飯店 

 

http://www.royalcontinentalnaples.com/
http://www.unahotels.it/
http://www.h2c.it/


 

第 三 天 拿坡里—卡不里島【藍洞】—阿瑪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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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不里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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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這個水邊山洞，彷彿來到世外

桃源，必能遺忘現實生活的塵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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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之旅後搭船前往最美麗海岸線。接著將進入旅程中最美麗海岸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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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的景色真是

美呀！ 

◆備註：因為春天和秋天風浪大加上水位高，很難進入窄小的洞口，據說能幸運進入藍洞內的

機率只有三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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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風浪太大，船無法出海，是無法退費的，但領隊會依當時的天候狀

況，協調選擇最洽當的代替旅遊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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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巴士從旁遠望藍洞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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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從旁看到藍洞洞口的樣子！ 

（◎替代方案二）：安娜卡不里島之旅 

安排公車上到安娜卡不里島，之後搭乘纜椅，俯瞰拿坡里灣，欣賞美麗的海岸線。 

（◎替代方案三）：卡不里島上旅遊 

造訪卡不里島不可不去的景點，位於山頂的聖米迦勒別墅，由此眺望山下迷人的港灣海景，

無不令人迷醉。 

（◎替代方案四）：義大利本島卡塞達皇宮+拿坡里市區觀光 

安全考量下，若前往卡不里島的大船真的因為風浪太高而無法開船，則更改前往義大利本島

的卡塞達皇宮及拿坡里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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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拿坡里—(船程約 00:50)—卡不里島—(船程約 00:30) —阿

瑪菲海岸 

《含門票參觀景點 》藍洞、水翼船 

〈下車參觀景點〉阿瑪菲海岸 

 

 

藍洞 

卡不里島的海岸多懸崖峭壁，並有多座海蝕洞，藍洞就是

其中之一，用「此景只應天上有」來形容一點都不誇張！

由於光線原因，那種晶瑩剔透的藍我們稱為「上帝調好的

藍」。這裡在古代可能是羅馬帝國皇帝的個人泳池和入浴

場所。 

 

阿瑪菲海岸 

義大利南方最著名的景觀海岸，被美國國家地理權威評選

為一輩子一定要去的 50 個地方之一。阿瑪菲海岸在 1997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這處綿延約 40 公里長的斷崖絕壁海岸

線，被許多旅遊書譽為全世界最美的海岸線、人生必訪的

50 處景點之一。甚至在 1999 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更將它與希臘愛琴海諸島並稱「人間天堂」(Paradise 

found)。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 晚餐：南義西式風味餐 

住宿：GRAND HOTEL PARKER’S HOTEL、RAITO HOTEL、GRAND HOTEL LA FAVORITA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http://www.grandhotelparkers.it/
http://www.luxurylink.com/5star/hotels/vietri-sul-mare-amalfi-coast-italy/hotel-raito?devicedetected=1&ts=1381298235746&dua=Mozilla%2F4.0%20(compatible%3B%20MSIE%208.0%3B%20Windows%20NT%206.1%3B%20Trident%2F4.0%3B%20SLCC2%3B%20.NET%20CLR%202.0.50727%3B%20.
http://www.hotellafavorita.com/


 

第 四 天 阿瑪菲海岸—馬特拉 

馬特拉可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鎮之一，散布在喀斯特山谷間的沙西石屋(Sassi)最為聞名，

是地中海地區保存最為良好、面積最大的人類穴居建築群，且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這裡

的岩穴山城被認為比耶路撒冷更有耶路撒冷味道，因此梅爾吉勃遜曾在此拍攝《耶穌受難

記》。我們特別安排洞穴石屋展示館，這是最可了解馬特拉人的傳統生活，這個小小的展示館

是不可錯過的地方喔！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阿瑪菲海岸—(200km 03:00)—馬特拉 

《含門票參觀景點 》洞穴石屋展示館 

 

 

令人時空錯亂的洞窟民居村—馬特拉 

一群為逃離戰亂的人，來此建城，惡劣的環境下，在山裡

挖出一座座的石洞窟，20 世紀時，這裡曾是義大利人眼中

的國家恥辱，鹹魚翻身式的在觀光產業帶動下，這裡成為

世人眼中的亮眼美景。電影的拍攝加持下，帶動了整個城

市的改變，但不變的是這邊獨特的洞穴居民村莊建築特色。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人氣餐廳 晚餐：傳統建築「SASSI」餐廳風味美食 

住宿：MH MATERA HOTEL、HOTEL DEL CAMPO 或 同等級飯店 

https://www.mhmaterahotel.com/
http://www.hoteldelcampo.it/en/


 

第 五 天 馬特拉—阿爾貝羅貝洛—巴里／米蘭 

阿爾貝羅貝洛村"Alberobello"被稱為「天堂小鎮」，沿街密密麻麻地保存著 1000 多座圓頂石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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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天主教的象徵、有的是其他世俗之作。阿爾貝羅貝洛村於 1996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巴里 Bari 是南義普利亞省的首府，我們從這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往時尚之都米蘭。 

◆備註：若原定班機客滿的話，則我們會改前往義大利鞋跟的古城－布林迪西，搭乘國內線班

機飛往米蘭。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馬特拉—(70KM 01:15)—阿爾貝羅貝洛—(66KM 01:00)—

巴里—(預計飛行 01:25)—米蘭 

〈下車參觀景點〉阿爾貝羅貝洛村 

 

阿爾貝羅貝洛村(蘑菇村) 

土盧里的建築風格，是利用方形的石灰石圍成圓形的房

舍，裡面無柱無樑，堆砌至一定高度後再用片狀石灰石板

往上疊砌，逐步收窄封頂，成了圓錐狀的尖頂，而石板之

間無需任何黏合劑，下雨也不會漏水，於圓頂周邊做一小

小水槽，下雨時將其收集於自家專為儲存雨水建造的水

井；聽說住土盧里的房子，不僅很堅固、乾燥還冬暖夏涼，

聽起來就覺得很不錯。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義大利權威指南 Gambero 

Rosso 紅蝦餐廳 

晚餐：搭乘飛機、敬請自理 

住宿：DOUBLETREE BY HILTON、CROWNE PLAZA MILAN LINATE、BEST WESTERN 

HOTEL LE FAVAGLIE 、AC HOTEL 或 同等級飯店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italy/doubletree-by-hilton-hotel-milan-MILDTDI/index.html
https://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us/en/san-donato-milanese/milsd/hoteldetail?cm_mmc=GoogleMaps-_-CP-_-IT-_-MILSD
http://hotellefavaglie.hotelsinmilan.it/
http://hotellefavaglie.hotelsinmilan.it/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milmi-ac-hotel-milano/


 

第 六 天 米蘭—威諾那--歐洲之星(義大利國鐵 FRECCIA)頭等艙--威尼斯 

米蘭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世界第二大哥德式教堂；文人徐志摩曾以『大

理石的詩篇』來形容它。我們特別安排搭乘電梯登頂，從不一樣的角度感受哥德式教堂建築

的極致美。教堂內部並非觀光場所，團體無法入內解說，但您可以利用自由活動時間入內參

觀。教堂廣場旁為呈十字形的艾曼紐迴廊，是米蘭最繁華熱鬧的地區。結束後專車來到莎士

比亞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發生地－威諾那。在這座美麗的古城之中，茱麗葉的故居、

保持最完整最古老且為全義第二大圓形劇場等等都是值得一訪的景點。結束後搭乘歐洲之星

快速列車前往威尼斯。 

◆備註：若遇米蘭大教堂臨時舉辦宗教或彌撒之活動無法入內，則每人退回 10 歐元之門票 

◆備註：若威尼斯島上五星飯店客滿，則以四星飯店為主並每人退價差 NTD：1000 元；但若

住到新城區，則每人可退 NTD：2500 元。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米蘭—(170KM 02:30)—威諾那—(ES 快速火車 01:10)—威

尼斯 

《含門票參觀景點 》米蘭大教堂電梯登頂之門票、快速列車頭等艙 

〈下車參觀景點〉米蘭大教堂、斯卡拉歌劇院、艾曼紐二世紀念迴廊、茱麗葉故居、圓形

劇場 

 

米蘭大教堂登頂 

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教堂像米蘭大教堂一樣擁有這麼多尖

塔。這些尖塔沿著教堂邊緣排列，覆蓋了整個屋頂，彷彿

一頂王冠。天氣晴朗時，從教堂屋頂可以看到米蘭最高的

摩天樓，甚至是北邊的阿爾卑斯山脈，可說是米蘭最具特

色的一處景點！ 

 

威諾那 

是位於義大利北部阿迪傑河畔的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羅

馬人統治時期，留下了許多宏偉建築，其中圓形劇場，更

是保存完整，至今仍是夏季歌劇節的主場地。公元 2000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LUNA HOTEL BAGLIONI、CA'SAGREDO、SAN CLEMENTE PALACE、HILTON 

HOTEL、WESTIN EUROPA & REGINA HOTEL、BAUER HOTEL 或 威尼斯島上五星

同等級飯店。 

或威尼斯島上四星飯店：ALBERGO ALL ANGELO 、GABRIELLI、BONVECCHIATI、

KETTE HOTEL、CARLTON GRANDCANAL、AI MORI D’ORIENTE 

或 MESTRE 梅斯特區：B4、NOVOTEL、ANTONY 等系列飯店 

 

http://www.baglionihotels.com/en/destinations/venice/luna-hotel-baglioni/hotel
http://www.casagredohotel.com/
http://www.sanclementepalacevenice.com/en/
http://www.molinostuckyhilton.com/
http://www.molinostuckyhilton.com/
http://europa.hotelinvenice.com/
http://www.bauerhotelvenice.net/
http://www.allangelo.it/en/home.php
http://www.hotels.co.uk/ho120022/gabrielli-sandwirth-hotel-venice-italy/
http://www.hotelbonvecchiati.it/en/index.htm
http://www.hotels.co.uk/ho109228/kette-hotel-venice-italy/
http://carlton.hotelinvenice.com/location.html?source=-carlton+grandcanal+hotel+in+venice
http://moridoriente.hotelinvenice.com/location.html?source=-ai+mori+d%27oriente+hotel+in+venice


 

第 七 天  威尼斯 

今日來到世界最美迷濛水都－威尼斯，莎士比亞劇中之「威尼斯商人」所在地；所有交通工

具皆浮於水面，街上看不到汽車行駛，亦沒有車聲喧囂。安排入內參觀道奇宮，這座歷任威

尼斯總督的官邸所在。來到聖馬可廣場，眼前融合了古典、羅馬、歌德及拜占庭式精緻的聖

馬可教堂，已然擄獲了您的視覺心靈！接續來到嘆息橋，聽說戀人們在嘆息橋下接吻就可以

天長地久。來到這裡，一定要坐坐那名為「貢多拉」的小船，悠遊水都大小河道，享受浪漫

時光。接著來到威尼斯最著名而美麗，大運河第一名勝—里奧多橋，橫跨大運河，狀如拱形，

在橋上觀景，壯觀之極，不容錯過。  

◆備註：若威尼斯島上五星飯店客滿，則以四星飯店為主並每人退價差 NTD：1000 元；但若

住到新城區，則每人可退 NTD：2500 元。 

《含門票參觀景點 》道奇宮、鳳尾船六人一艘 

〈下車參觀景點〉聖馬可大廣場、聖馬可大教堂、歎息橋、道奇宮、監獄 

 

威尼斯共和國 

近千年的歷史，在威尼斯這座潟湖上的群島城市留下了令

人震撼與驚艷的美麗城市結構。島與島間的橋梁，串起了

這座城市的旺盛生命力。十字軍東征帶來的機會，讓威尼

斯成為海上一方霸主，為他贏得了亞得里亞海女王稱號。 

 

GONDOLA（鳳尾船六人一艘） 

原為水都威尼斯生活必備交通工具，有錢人家中必備的船

隻，因此裝飾的美侖美奐。為了解決弊端，16 世紀下令一

律採用黑色，且統一大小尺寸，便於船隻交錯及進出碼頭。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玩家導遊帶您品嚐當地美食(炸海鮮拼盤＋

義大利墨魚麵+提拉米蘇) 

住宿：LUNA HOTEL BAGLIONI、CA'SAGREDO、SAN CLEMENTE PALACE、HILTON 

HOTEL、WESTIN EUROPA & REGINA HOTEL、BAUER HOTEL 或 威尼斯島上五星

同等級飯店。 

或威尼斯島上四星飯店：ALBERGO ALL ANGELO 、GABRIELLI、BONVECCHIATI、

KETTE HOTEL、CARLTON GRANDCANAL、AI MORI D’ORIENTE 

或 MESTRE 梅斯特區：B4、NOVOTEL、ANTONY 等系列飯店 

http://www.baglionihotels.com/en/destinations/venice/luna-hotel-baglioni/hotel
http://www.casagredohotel.com/
http://www.sanclementepalacevenice.com/en/
http://www.molinostuckyhilton.com/
http://www.molinostuckyhilton.com/
http://europa.hotelinvenice.com/
http://www.bauerhotelvenice.net/
http://www.allangelo.it/en/home.php
http://www.hotels.co.uk/ho120022/gabrielli-sandwirth-hotel-venice-italy/
http://www.hotelbonvecchiati.it/en/index.htm
http://www.hotels.co.uk/ho109228/kette-hotel-venice-italy/
http://carlton.hotelinvenice.com/location.html?source=-carlton+grandcanal+hotel+in+venice
http://moridoriente.hotelinvenice.com/location.html?source=-ai+mori+d%27oriente+hotel+in+venice


 

第 八 天 威尼斯【彩色島】--法拉利列車或歐洲之星(義大利國鐵 FRECCIA)頭等艙--

佛羅倫斯—比薩【托斯卡納地區】 

今日我們特別安排以彩色建築而聞名的彩色島。彩色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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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蕾絲編

織是島上的主要產業，所以也被稱為蕾絲島。接著搭乘法拉利列車或歐洲之星快速火車前往

義大利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抵達後專車前往比薩這個以斜塔聞名全世界的小鎮。從 1 

0 世紀以來即備受東方貿易的溫潤，繁榮成富強的海洋國家，和威尼斯及熱那亞並列互爭地

中海霸權。於強勝時期此地１１世紀時所建造斜塔為世界七大建築奇景之一，也因伽利略誕

生地而著名，比薩斜塔日益傾斜，義大利政府正全力挽救中。 

◆備註：若遇威尼斯水位過高導致船班無法前往彩色島，則將船票費用更改為前往威尼斯鐘樓

參觀門票。諸多不便，敬請見諒。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威尼斯—(法拉利列車或 ES 約 02:00)—佛羅倫斯—(86KM 

01:30)—比薩 

《含門票參觀景點 》彩色島渡船、快速列車頭等艙 

〈下車參觀景點〉比薩斜塔 

 

一輩子一定要去的 19 個絕美小鎮之一「彩色島」 

威尼斯是島群所組成的一個城市，其中最著名的除了聖馬

可島外，再來就是北邊的 Burano，也被稱為「彩色島」或

是「蕾絲島」，並被票選為〝最夢幻的 10 座小島〞當然是

我們此行不能錯過的景點囉！ 

 

奇蹟廣場三大建築之一「比薩斜塔」 

比薩斜塔是比薩城大教堂的獨立式鐘樓，在工程開始不久

後便因地基不均勻和土層鬆軟而傾斜。與它相鄰的大教

堂、洗禮堂、墓園均對 11 至 14 世紀義大利建築藝術有巨

大影響，故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評選為世界遺產。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搭乘火車、敬請自理 晚餐：比薩料理 

住宿：ABITALIA TOWER HOTEL、BAGNI DI PISA、NH GRAND HOTEL PALAZZO 或 五

星同等級飯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8%BF%B9%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9F%E6%A5%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www.abitaliatowerplaza.it/
http://www.bagnidipisa.com/en/spa-pisa/1-0.html
http://www.nh-hotels.com/hotels/italy


 

第 九 天 比薩【托斯卡納地區】－聖吉米安諾－佛羅倫斯 

今日專車前往造訪《美麗的塔樓之都》聖吉米安諾，十四世紀保留至今的座塔樓是此地的特

色，以十五座貴族的塔為中心，主座廣場由 7 座塔樓環繞，漫步在石頭鋪成的小徑是遊覽此

城所謂的托斯卡納之美，盡在聖吉米安諾！接著前往義大利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 

佛羅倫斯為文藝復興發源地，自古就有「花城」美稱，名詩人徐志摩依其義大利語發音，譯

作「翡冷翠」也傳頌一時，如今雖已無昔日繁榮，但在文化藝術上地位依然重要無比。其中

聖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羅倫斯最有名的地標；另一個重要景點就是市政廣場，或譯成領主廣

場，結合周圍的傭兵迴廊、烏菲茲美術館和維奇歐宮，都是不容錯過的王牌景點。廣場上最

引人注意的就是有名的大衛像，另一個目光焦點就是『傭兵迴廊』，它就像是個半露天的雕塑

博物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座珀爾修斯(Perseo)斬女妖美杜莎(Medusa)的青銅像。 

◆備註：如遇米其林一星餐廳客滿則改至其他城市之米其林一星餐廳用餐 

◆備註：因佛羅倫斯不定期舉辦展覽，若遇展期城區內飯店客滿，若遇展期時飯店客滿，則改

往住其他城市的五星飯店，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比薩—(77KM 01:30)—聖吉米安諾—(62KM 01:20)—佛羅

倫斯 

〈下車參觀景點〉天堂之門、聖母百花大教堂、但丁之家、市政廳廣場、維奇歐宮、傭兵

迴廊、水井廣場、聯合廣場 

 

藏身在中世紀古城的冠軍冰淇淋 

義大利美食大家耳熟能響的，除了披薩、義大利麵、大塊

牛排、提拉米蘇等各式甜點外，咖啡、紅酒也是世界有名，

但更讓男女老幼、不分年齡大家都喜愛的就是冰淇淋了。 

義大利的冰淇淋，可說是歐洲最棒的，尤其能夠得到世界

冠軍，更是不同凡響，我們帶大家玩義大利，也要吃遍義

大利各地美食！當然，隱藏在山中的古城，也一定不能錯

過的！ 



 

舊宮(維奇歐宮) 

曾為麥第奇家族的府邸，其內的五百人大廳是舊宮內最值

得一看的地方，因大廳內畫作暗藏密碼，蘭登也在這裡把

但丁的死亡面具偷走！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一星 晚餐：托斯卡納牛排佐沙拉+酒水 

住宿：SINA VILLA MEDICI AUTOGRAPH COLLECTION、HELVETIA BRISTOL、BERNINI 

PALACE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https://www.sinahotels.com/en/news/sina-villa-medici-florence-news.html
http://www.hotelhelvetiabristol.com/
http://hotelbernini.duetorrihotels.com/en/luxury-hotel-5-stars-florence/luxury-hotel-florence
http://hotelbernini.duetorrihotels.com/en/luxury-hotel-5-stars-florence/luxury-hotel-florence


 

第 十 天 佛羅倫斯－西恩納 

今日安排參觀收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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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蝦之於您也可自由閒逛於充滿文藝氣息的市區，選購佛羅倫斯

皮件精品等等。接著專車前往造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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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將它翻譯成貝殼廣場，多了點詩意與浪漫的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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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於中古世紀。古今並

存，卻能融合的如此和諧，非筆墨所能形容，就等您親身體驗它的風華絕代。 

◆備註：若此區飯店客滿則則改訂其他城市之五星飯店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佛羅倫斯—(84KM 01:30)—西恩納 

《含門票參觀景點 》烏菲茲美術館 

〈下車參觀景點〉貝殼廣場 

 

烏菲茲美術館 

讓您親眼目睹大師們的真品，其中包括鎮館之寶：波堤且

利的【春】、【維納斯的誕生】達文西的【天使報喜】；

米開蘭基羅的【聖家族】；拉斐爾的【金翅雀的聖母】..

等等都是著名的曠世傑作。 

 

西恩納古城 

西恩納曾與佛羅倫斯為相互較勁的城邦，都充滿托斯卡尼

風情，蜿蜒的街道與斜度超彎彎曲曲的小巷讓人像是走到

迷宮中，又像是來到悠閒的小鎮。西元 1995 年，西恩納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古世紀餐廳 晚餐：義式風味餐 

住宿：GRAND CONTINENTAL SIENA HOTEL、PETRIOLO SPA RESORT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https://www.starhotelscollezione.com/en/our-hotels/grand-hotel-continental-siena/
http://www.atahotels.it/hotel/petriolo-spa-resort/


 

第十一天 西恩納－羅馬 

今日展開浪漫的『羅馬假期』，參觀『耳熟能詳』的羅馬名勝：神鬼傳奇鬥獸場（圓形競技場）、

君士坦丁凱旋門、心靈活水許願池、萬神之廟萬神殿、接續來到在天使與魔鬼電影中傳說是

羅馬最好喝的咖啡店，也是許許多多觀光客朝聖之地「金杯咖啡」。晚餐後，華燈初上，車水

馬龍的羅馬漸漸安靜下來，慢慢呈現出一種獨特迷人的浪漫氣息。 

特別推薦來一趟夜遊藝術之旅：聖天使橋＆聖天使古堡、羅馬熱門觀光景點納佛納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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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稱為大蛋

糕的維托.艾曼紐二世紀念堂、萬人騷動的圓形競技場。 

 Ps.夏天太陽下山的晚，而我們的領隊會利用最適宜的時間來帶領貴賓領略羅馬的美景。 

◆備註：若食尚玩家推薦餐廳客滿，則改訂義大利權威指南 Gambero Rosso 紅龍蝦餐廳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西恩納—(234KM 02:40)—羅馬 

《含門票參觀景點》圓形競技場 

〈下車參觀景點〉圓形競技場、君士坦丁凱旋門、萬神殿、許願池 

 

羅馬競技場 

2007 年 7 月 7 日，全球一億民眾網路票選評出世界新七

大奇景，名單在葡萄牙里斯本揭曉。義大利的古羅馬競技

場和中國的萬里長城、約旦的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約熱內

盧基督像、秘魯的馬丘比丘、墨西哥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

金字塔、以及印度的泰姬陵並列，成為新世界七大奇景。 

 

聖天使城堡 

在過去的時代，朝聖者經過此橋前往梵諦岡。在 6 世紀，

教宗額我略一世將城堡和此橋都以「聖天使」命名，傳說

天使長彌額爾在城堡的屋頂顯現，宣布黑死病的結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 晚餐：食尚玩家推薦餐廳－炭烤羊排 

住宿：NH COLLECTION PALAZZO、BERNINI BRISTOL HOTEL、GRAND HOTEL 

PALACE、AMBASCIATORI PALACE HOTEL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4%BC%AF%E5%A4%9A%E7%A6%84%E5%A4%A7%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9%A1%8D%E6%88%91%E7%95%A5%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8%BF%A6%E5%8B%92
https://www.nh-collection.com/it/hotel/nh-collection-roma-palazzo-cinquecento
https://www.sinahotels.com/en/h/sina-bernini-bristol-rome/
http://www.grandhotelpalacerome.com/en-camere-e-suites.php#gancio0
http://www.grandhotelpalacerome.com/en-camere-e-suites.php#gancio0
http://www.royalgroup.it/ambasciatoripalace/it


 

第十二天 羅馬 

羅馬讓人有時空錯置，恍若回到中古世紀的舊市街，是您不可錯過的偉大歷史名城；還有中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文化、藝術瑰寶，以及天主教教廷所在—梵蒂岡。今早先帶大家前往—

梵蒂岡，參觀藝術寶庫—梵諦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欣賞曠世鉅作「創世紀」，以及鎮

館之寶拉斐爾畫室，最後進入雄偉壯麗舉世無雙的聖彼得大教堂。在人潮鼎沸的西班牙廣場，

您可自由選購義大利名品，也可在浪漫的咖啡屋內，享受多采多姿的羅馬假期。 

◆備註：凡逢星期日西斯汀禮拜堂休館，或遇特別假日休館時，將更改參觀日期或前往其他博

物館參觀或其他門票代替，敬請見諒！ 

◆備註：聖彼得大教堂為免門票，如遇教宗臨時舉辦宗教活動無法入內，則改為外部廣場參觀 

《含門票參觀景點 》西斯汀禮拜堂（每人特別安排一副耳機接收器） 

〈下車參觀景點〉聖彼得大教堂、西班牙廣場 

 

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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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身為教宗

國，自 1929 年起以《拉特蘭條約》確定為主權國家，接

受聖座的直接統治，實施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聖彼得大教堂 

世界最大的教堂---聖彼得大教堂，電影〝天使與魔鬼〞情

節的最後，總司庫的個人秀，就在此上演；教堂裡由米開

蘭基羅一刀一斧刻出的「聖母慟子像」、由貝里尼親手設

計的「青銅華蓋祭壇」，幾乎無一不是極品。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雙獎餐廳～義大利慢食得獎 vs. Gambero 

Rosso(紅龍蝦)義大利權威指南餐廳 

住宿：NH COLLECTION PALAZZO、BERNINI BRISTOL HOTEL、GRAND HOTEL PALACE、

AMBASCIATORI PALACE HOTEL 或 五星同等級飯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9%99%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9%82%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5%9C%B0#國中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5%9C%B0#國中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4%BA%B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4%BB%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98%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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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羅馬機場／桃園機場 

今日整理行裝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中華航空 CI07611:05 / 05:45+1 預計飛行時間 

12:40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四天 桃園機場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義大利深度 14 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聯酋航空 EK-366 04:35/16:50+1 預計飛行時間 

08:15 



特色景點 

 
一.住宿 

枕邊義大利記憶 舒適慵懶的晚安 

近 3000 年歷史醞釀，義大利，轉角一隅或是回頭一瞬，映入感官的衝擊總是讓人驚

喜。窩入軟被，細數義大利印象，不禁期待著黎明揭開精彩的新篇章。 

A. 沉浸威尼斯島上風光－五星酒店連泊 2 晚 

有人說過，會讓你開心很久的東西，都是無形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帶你走向離感動最近的地方。 

B. 羅馬舊城在身旁－五星酒店連泊 2 晚 

羅馬悠遠的地方之一，羅馬競技場、聖彼得大教堂等都在這個區域。地理位置之便，讓您的私人

時光彈性而豐富。 

C. 歌詠詩情畫意－佛羅倫斯精選五星酒店 

彷彿穿越 1300 年，持續吟誦著文藝復興時期的輝煌榮耀。 

我們將入住佛羅倫斯核心地帶，徹底感受永恆與剎那的魅力。 

D. 托斯卡尼國際五星酒店 

托斯卡尼，被評為義大利最美的部分； 

酒店之周都是驚喜，足以讓人回味無窮。 

E. 南義濱海五星酒店宿 1 晚 

天與海充盈於視野的盡頭，海風拂面，髮梢隨舞。 

彷彿住進畫裡一般，今天您就是海濱之主。 

二.餐食 

味覺的極致享受－米其林/紅龍蝦饗宴 

米其林指南在國際間被譽為「美食聖經」，一經點名，即躋身國際知名美食餐廳之列；

而在義大利，與米其林同等的權威餐廳指南則非紅龍蝦評鑑莫屬。 

我們特別安排品嘗米其林三星、米其林推薦以及紅龍蝦美食佳餚，讓您徹底體驗世界

級認證的美味，高貴而典雅的享受，融合心靈與文化的雅宴。 

 

三.景點 

A. 世界最美迷濛水都－威尼斯 

放眼望去，街上看不到行駛的汽車； 

側耳傾聽，聽不到車聲喧囂。 

在威尼斯，有的是交織的水道和一座座充滿特色的小島。 



沉浸在威尼斯的街道巷弄—玩家帶路專業導遊，深度悠遊水都 

繽紛美景隨手可得－彩色島—不只色彩，亦以蕾絲著名的布拉諾島 

 

B. 你所不知道的義大利小鎮風光 

南北狹長的義大利，除了眾所皆知的景點，還有很多風景等待被發掘。宮崎駿電影天

空之城的靈感來源－白露裡治奧、受難記取景的石頭城、蘑菇村－阿爾貝羅貝洛，在

在是獨特而值得回味的小鎮風景。 

比耶路撒冷還耶路撒冷—石頭城 SASSI DI MATERA 

童話世界般的蘑菇村—阿爾貝羅貝洛 ALBEROBELLO 

 

C. 四大博物館細細品味義大利 

作為歷任威尼斯總督的官邸的道奇宮彷彿道盡威尼斯的歷史；在烏菲茲美術館飽覽文

藝復興藝術大師們的鉅作；於梵諦岡博物館，欣賞曠世鉅作「創世紀」；走入圓形競

技場，進入電影「神鬼戰士」的場景。 

坐鎮威尼斯之昔日總督府道奇宮 

世界三大美術館之烏菲茲美術館 

揉合宗教與藝術的梵諦岡博物館 

全球最大露天博物館－圓形競技場 

 

D. 用另一個角度欣賞米蘭大教堂之美 

米蘭大教堂最為人所知的特色之一是眾多高聳入雲的尖塔，這些尖塔沿教堂邊緣排

列，同時覆蓋了整個屋頂，幾乎形成一頂包圍主塔的王冠。站在地面仰望能欣賞米蘭

大教堂的宏偉莊嚴，但最特別的欣賞方式，是登上教堂屋頂，往下俯瞰這座壯觀的尖

塔森林。 

 

E. 以最舒適及快速的方式走最長遠的路 

旅程中的每一分鐘都彌足珍貴，義大利國內的長程移動，採用一段國內線+兩段法拉

利列車或歐洲之星頭等艙，不僅大幅縮短交通時間，更能享受精心設計的舒適車廂。 



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晚餐含飲料一杯。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1.威尼斯深度遊：玩家帶路專業深度導遊，並特別安排搭乘鳳尾船 6 人一艘，更安排前往市場較少見

的彩色島。 

2.小鎮獨特風光：馬特拉的石頭城、蘑菇村－阿爾貝羅貝洛，帶您欣賞不一樣的義大利。 

3.賞四大博物館：道奇宮、烏菲茲美術館、梵諦岡博物館、圓形競技場。 

4.米蘭登高望遠：特別安排搭乘電梯登上米蘭大教堂屋頂，從一般少有的角度觀賞這座尖塔森林。 

5.門票絕對不少：圓形競技場、梵諦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拉斐爾畫室)、龐貝古城、卡不里島渡

輪、藍洞及交通船、烏菲茲美術館、舊宮、彩色島交通船、道奇宮、鳳尾船、米蘭

大教堂電梯登頂門票 。 

6.舒適長程移動：一段國內線+兩段法拉利列車 or 歐洲之星頭等艙 。 

7.住宿不惜成本：全程 8 晚五星，威尼斯島上連泊 2 晚五星+羅馬連泊 2 晚五星+佛羅倫斯市區五星

+比薩或托斯卡尼五星+西恩納或托斯卡尼五星+南義濱海五星 

8.啖認證級美味：5 次米其林(或 Gambero Rosso 紅龍蝦)饗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