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瑞士義大利 15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杜拜 / 蘇黎世 
02  蘇黎世---盧森 

03  盧森(建議比拉特斯山之旅 / 如有時間--可去伯恩走走) 

04  盧森---安德瑪特---冰河列車----策馬特 

05  策馬特 

06  策馬特---瑞義邊境---米蘭 

07  米蘭---快速火車----威尼斯 

08  威尼斯(威尼斯嘉年華) 

09  威尼斯---快速火車----佛羅倫斯 

10  佛羅倫斯(建議比薩或西恩納或 THE MALL OUTLET) 

11  佛羅倫斯----快速火車----羅馬 

12  羅馬 

13  羅馬 

14  羅馬 / 杜拜 / 台北 

15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97,0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2 項 
01 阿聯酋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1 四星級旅館共 12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2 蘇黎世機場---盧森火車二等艙 

03 瑞士國鐵連續 4 日二等艙  

04 冰河列車訂位 

05 瑞義邊境---米蘭火車二等艙  

06 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 三段快速火車二等艙  

07 最後晚餐 

07 烏菲茲美術館門票及預約  

08 鬥獸場門票  

09 梵蒂岡博物館門票及預約   

10 羅馬中央火車站---機場李奧納多火車   

11 全程 500 萬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2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5 天) 
 

第一天  台北 / 杜拜 / 蘇黎士  

期盼已久的瑞士義大利之旅今天要出發囉，今日搭機飛往嚮往已久

的人間天堂---瑞士，首先我們將前往此次歐洲之旅的第一站：瑞士

第一大城---蘇黎士。夜宿於機上，請您養足精神，明日開始精彩的

瑞士義大利之旅。 

 

 

第二天 蘇黎世---盧森 

班機於今日中午抵達蘇黎世國際機場，隨後前往瑞士中世

紀名城盧森市區。您可欣賞古老的遮篷橋―卡貝爾木橋、獅

子紀念碑…不僅是盧森的象徵，還為這整個城市帶來了無限

浪漫的氣氛。盧森城建立於 1178 年，此地是 1332 年以原

始 3 個州獨立後、第 4 個加入瑞士誓約同盟的美麗的中世

都市，近郊地區有與瑞士建國、 威廉泰爾等的傳說，同時

這裡也是前往瑞士中部皮拉特斯山、瑞奇山以及鐵力士山

等名山的重要門戶， 此外也可在有噴水池與壁畫的舊城區

中享受購物的樂趣。 

 

 

第三天 盧森 (建議比拉特斯山之旅 / 如有時間--可去伯恩走走) 

彼拉特斯山位於盧森近郊，與瑞奇山相望，有如盧森的

雙臂，懷抱著盧森湖。從盧森的卡貝爾橋，可以遠眺彼

拉特斯山的英姿。傳說中這座山被下過詛咒，盧森居民

畏懼，不敢登頂，1387 年有六位居民試圖登山，查探究

竟，被捕下獄；1421 年，有一隻龍飛到彼拉特斯山，史

戴姆非林目睹它著陸，但過於驚嚇而昏倒，待甦醒之後，

發現一顆石頭，被凝固的血包住，具有神奇療效，並於

1509 年被官方確認，因此比拉特斯山，以「飛龍」作為商標。 

皮拉特斯山的火車是全世界最陡峭的齒軌輪火車(最大傾斜坡度高達 48%)，平均每前進 1000

米，其坡度會上升 420 米，最大的差距則達 480 米。起點在皮拉特斯山腳，自 Alpnachstad

行經建造工程獨特的路徑，最後直抵皮拉特斯山山頂。全長約 47 公里，行駛時間約 30~40

分左右。在皮拉特斯山山頂您將可以飽覽阿爾卑斯山群以及瑞士中部的景觀。山頂上擁有視

野極佳的飯店與餐廳，而這個琉森市的龍之山同時也是纜車與齒軌輪火車(Cogwheel 

Railway)相會的地點。 

今日如有時間，您可前往伯恩觀光：伯恩市於 1191 年由 Zähringen 的 Berthold V 建立，

一般認為這座城市得名於一隻被擊退的熊。（這個地區經常有熊的出沒，人們可以在鄰近

Nydeggbrücke 的地區看到）1353 年，伯恩成為聯邦瑞士的第八個州，徹底重建於 1405

年一場大火之後，1848 年新的聯邦憲法將伯恩定為瑞士首都，或是更精確地稱為聯邦之城。

伯恩典雅的舊城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第四天 盧森---安德瑪特---冰河列車----策馬特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安德馬特，換搭冰河列車前往策馬特，冰河列

車(Glacier Express) 東起聖模里茲，西至策馬特，總長 291 公

里，沿途經過 291 座橋樑， 91 個隧道，全程約 8 小時；串連了

聖模里茲的多瑙河流域，萊茵河流域及隆河流域。所謂冰河列車

並非沿路可看到冰河，而是鐵道築在冰河遺跡上，沿途穿越高山

深谷，峰迴路轉於阿爾卑斯群山之間，風景如畫美不勝收。 

 

第五天 策馬特 

策馬特除了是欣賞與攀登馬特洪峰的最佳基地之外，還因該

城採取車輛禁行的 Car Free 政策， 而使得整個山城卻因而

多了一股熱鬧集中的歡愉氣氛，種種因素的結合讓策馬特甚

受瑞士當地人以及世界各國旅人的歡迎，有興趣的旅人， 還

可以在當地乘坐馬車遊覽這個別具風情的阿爾卑斯山傳統

山城。下午您可搭鞏納瑞特登山火車前往欣賞造型峻偉之世

界名峰--馬特洪峰，它位於瑞士西南部的瑞、義邊界上，馬

特洪峰以特殊的三角錐造型聞名，幾乎瑞士所有的風景明信

片都可看見它的雄姿，原以為少女峰就夠看了，來到馬特洪

峰才知道一山還有一山奇，火車登頂欣賞馬特洪峰之美後，建議您倆來一段健行之旅，健行

路程中，如天氣晴朗，您將可看到馬特洪峰倒映在清澈湖泊的美麗景致，這一段健行將會讓

您永難忘懷。 

 

第六天 策馬特---瑞義邊境---米蘭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米蘭。米蘭大教堂為哥德式建築經典之

作，並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搭乘電梯登上最具特色的教堂屋

頂，擁有 135 座尖塔及無數的雕像與出水口，是米蘭最具代

表性的必到景點。世界三大劇院之一的斯卡拉歌劇院及位於

一旁的美麗艾曼紐二世迴廊，是建築師嘔心瀝血之作，人稱

米蘭大客廳。文藝復興百貨公司則是歐洲時尚精品的指標性

購物區。 

 

第七天 米蘭---快速火車----威尼斯 

上午搭乘義大利國鐵前往威尼斯，隨後威尼斯觀光: 

威尼斯最富歷史與藝術價值的〝聖馬可廣場〞，參觀

座落在廣場上，洋溢著濃郁拜占庭風格，並以其繁複

的馬賽克壁飾聞名歐陸的〝聖馬可教堂〞，及其巍峨

高聳的鐘塔、道奇宮…等，都是不容錯過的景點。 

 

 

 

 

 

 

 

 



 

第八天 威尼斯 (建議 MURANO 島及 BURANO 島之旅) 

除了威尼斯本島外，兩座北邊的小島 Murano 與 

Burano 更值得前往。Murano 與 Burano 儘管名字很

像，行程也可以排在同一天，但是兩個島各自有各自的特

色。Murano 以玻璃吹的工藝聞名整個歐洲，到這裡一定

要去找一家玻璃工廠參觀師父吹製玻璃藝品的過程。而

Burano 以手織蕾絲聞名，一到島上就可以看到許多販售

壘絲織品的小販與店家。不過更吸引人的可不是這項特

產，而是在毫不留情的盛夏燦陽下，島上的民宅不遺餘力地展現各自獨特的繽紛色彩。每一

間房子可以選擇自己的顏色，但是組合起來卻像是大家共同約定好的那樣美麗動人，就連曬

衣服床單都構成浪漫的畫面。喜歡拍照的人，在這座島上一定大大滿足，就算只是尋常遊客，

在 Burano 這座島上，一定也能夠接受到其他地方沒有的感官刺激。 

 

第九天  威尼斯---法拉利快速快速火車---佛羅倫斯(建議 the mall outlet)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佛羅倫斯，佛羅倫斯被認為是文藝復

興運動的誕生地，藝術與建築的搖籃之一，擁有眾多的

歷史建築，和藏品豐富的博物館（諸如烏菲茲美術館、

學院美術館、 巴傑羅美術館、碧提宮內的帕拉提那美

術館等）。歷史上有許多文化名人誕生、活動於此地，

比較著名的有詩人但丁、畫家李奧納多·達·文西、米開

朗基羅、政治理論家馬基維利、雕塑家多納太羅等。佛羅倫斯歷史中心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建議今日下午前往 the mall outlet 享受購物樂趣。 

晚上建議您可在噴泉餐廳享用一餐道地的丁骨牛排餐噢！ 

 

 

第十天  佛羅倫斯(建議比薩之旅 / 或西恩納之旅) 

建議一：比薩斜塔之旅 

比薩斜塔是義大利比薩城大教堂的獨立式鐘樓，位於比薩大教

堂的後 

面，是奇蹟廣場的三大建築之一。鐘樓始建於 1173 年，設計

為垂直 

建造，但是在工程開始後不久便由於地基不均勻和土層鬆軟而

傾斜， 

1372 年完工，塔身傾斜向東南。比薩斜塔是比薩城的標誌，1987 年 

它和相鄰的大教堂、洗禮堂、墓園一起因其對 11 世紀至 14 世紀義大 

利建築藝術的巨大影響，而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評選為世界遺產。 

建議二：西恩納之旅 

西恩納曾與佛羅倫斯為相互較勁的城邦，鼎盛時期的輝煌燦爛，西恩納都充滿托斯卡尼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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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感

覺時間瞬時靜止的幻覺。西元 1995 年，西恩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第十一天  佛羅倫斯---ES 快速火車---羅馬  

今日全日悠閒地漫步市區觀光。首先前往「烏菲茲美術館」Uffizi

和義大利語「辦公室」諧音，原本真的是作為辦公室用，為梅

弟奇家族的科西摩一世委託建築家瓦薩利所設計辦公室，而家

族世代的藝術品都收藏於此，直到後來捐贈給政府，才變成一

所博物館，對外開放供人參觀~~館內有米開朗基羅、達文西、

拉斐爾、堤香…等多位藝術大師的作品。 

隨後途步經最熱鬧的商店街前往市政廳廣場、大衛及海神雕像

都是人類藝術瑰寶，可前往著名的百花聖母大教堂、欣賞天堂之門精美細緻的雕刻藝術傑作、

經過烏菲茲博物館，可來到河畔，欣賞著名的老橋(金橋)，當然觀光客最愛的市場迴廊外的

佛羅倫斯金豬，據說摸它的鼻子會為您帶來好運噢！ 

 

 

第十二天 羅馬 

今日全日市區觀光：還記得電影神鬼戰士場景的鬥獸場，遙想

當年格鬥士與野獸生死搏鬥的場面感到驚心；君士坦丁凱旋

門，為羅馬帝國時期典型的凱旋門建築；徒步穿越古羅馬市集，

來到米開朗基羅晚期的一個作品卡皮托里廣場，最後來到威尼

斯廣場上最醒目的建築艾曼紐二世紀念堂。午餐後，您可展開

另一場建築藝術之旅--拿佛納廣場週邊林立著華廈府邸與露天

咖啡座，〝天使與魔鬼〞中的第四個科學元素—水，就是以此為代表，想當然的，這兒又出

現了貝里尼最壯觀的噴泉雕塑作品啦；萬神殿為供奉諸神的神廟，也是羅馬保存最完整的古

建築。最後來到許願池為到羅馬不可不到之處，是羅馬市區最大也最著名的噴泉，其海神雕

像維妙維肖，傳說從背後將錢幣投入噴泉中，就可再度回到羅馬。 

 

 

第十三天 羅馬  

今日上午暢遊羅馬：您可前往梵諦岡，來趟梵諦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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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您可前

往西班牙廣場，西班牙廣場及台階永遠是遊人如織，登上

台階上的聖三一教堂，將可俯瞰美麗的街景，西班牙廣場

附近盡是名牌精品店，想買時尚精品者，在這絕對能滿足您(當然別忘了多帶兩張信用卡噢！) 

  

 

第十五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瑞士及義大利風景影像，趕緊回到

溫暖的小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