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義大利研討會 8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巴黎 / 威尼斯   

02 威尼斯   

03 威尼斯   

04 威尼斯 (建議加達湖之旅) 

05 威尼斯---米蘭  

06 米蘭 (建議貝加摩之旅 ) 

07 米蘭 / 巴黎 / 台北 

08 台北  

報價 : 兩人成行 / 每人 NTD 73,5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9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法國航空經濟艙 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6 晚 (2 人 1 室 / 含早餐)   

03 威尼斯專車接機到旅館 

04 威尼斯---加達湖火車商務艙  

05 加達湖---米蘭火車商務艙   

06 米蘭中央火車站---機場快線票    

07 全程二人一台 WIFI 分享器(每日 2.5G) 

08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09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8 天) 
 
DAY1  台北 / 巴黎 / 威尼斯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噢！

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義大利浪漫

水都—威尼斯。班機於今晚抵達，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

明天開始精彩的義大利之旅。 

 

DAY2  威尼斯          

今日您可搭火車前往帕多瓦或波隆納參觀 

帕多瓦屬於政區威尼托中的一個城市，位於義大利

北部，為帕多瓦省的首府以及經濟和交通要衝。帕

多瓦是個大學城，帕多瓦大學也是歐洲最古老的大

學之一 ，著名的天文學家伽利略曾在此任教。 

 

 

 

帕多瓦理性宮 (Palazzo della Ragione) 

建於 1172 年，1219 年完工，為當時的法院與議會，以其歐洲最大的無支撐屋頂著稱。建

築的兩側分別為蔬菜廣場(Piazza delle Erbe)與水果廣場(Piazza della Frutta)，是當地熱

鬧的蔬果市集。 

 

Palazzo del Capitano 的鐘塔 

時鐘的鐘盤分成 24 小時，據稱是義大利最古老的時鐘。 

 

河穀草地廣場 (Prato della Valle) 

義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的一個大型廣場，面積

90,000 平方米，這是義大利最大的廣場，也是歐

洲最大的廣場之一。這個巨大的空間給人以強烈

的視覺衝擊，中間是一個綠色的島嶼，l'Isola 

Memmia，周圍被一條運河環繞，河畔排列著兩

行雕塑。 在廣場的無數雕塑中，有一尊代表威尼斯貴族 Andrea Memmo。  

 

直到 19 世紀初，波隆那都未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

造，所以波隆那仍然是歐洲保存最好的中世紀城

市之一，目前它仍然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儘管

波隆那於 1944 年遭受相當大規模的轟炸，波隆

那廣達 350 英畝（141.64 公頃）的歷史中心仍

然是歐洲第二大，擁有許多重要的中世紀時期、

文藝復興運動時期與巴洛克藝術的古蹟。波隆那於伊特魯里亞與羅馬的殖民地時代開始發



 

展。由於波隆那保存許多羅馬遺址，所以波隆那的中央大街目前仍然主要以步行為主。優雅

和廣泛的商場更進一步豐富波隆那的城市景觀，讓波隆那聞名於世。城市的歷史中心總共大

約有 38 公里長的騎樓，使人們在外面散步時可以遮擋雨、雪或炎熱的太陽。聖路加拱廊是

世界上最長的騎樓（長 3.5 公里，666 個拱），與 Saragozza 城門（十二個建於中世紀的古

城牆城門之一，它環繞市區長達 7.5 公里）互相連接。聖路加的聖母朝聖地就位於波隆那城

外。仍可以通過一條長達 3.5 公里的帶屋頂的有 666 個拱的聖路加拱廊（Portico di San 

Luca）前往，聖路加拱廊建於 1674 - 1793 年，是為了在遊行上山時保護聖像。每年的遊

行要從聖彼得在波隆那市中心的聖伯多祿主教座堂，沿著這條路線前往朝聖地。這個朝聖地

收藏了一幅聖母像。山頂的教堂已經存在了一千年左右。目前這座教堂建於 1723 年，使用

了 Carlo Francesco Dotti 的設計。堂內收藏有不少藝術品。 

 

DAY3  威尼斯     

今日威尼斯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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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參觀道奇宮內

裝飾華麗、讓人目不暇給的各種壁畫、浮雕、及其

附設博物館內珍藏的各種遠自中世紀流傳下來的

刀、槍、劍、戟和甲冑。您還可穿過陰暗窄小的嘆息橋，親身體驗一下昔日死囚過橋時深沉

的絕望與無奈。此外學院橋、古根漢美術館、安康聖母教堂…..等都是值得您參觀的景點。 

 

總督宮/道奇宮 (Palazzo Ducale) 

公爵宮又名威尼斯總督府，建於 814 年，是一座拜占

庭式建築，總督府往昔為政府機關與法院，亦是威尼

斯總督的住處。總督宮南面為威尼斯潟湖，西面為聖

馬可廣場，北面為聖馬可教堂。目前的建築主要建造

於 1309 年到 1424 年期間。1574 年，總督宮遭遇火災，

嚴重受損。現在的建築物為建於 15 世紀的哥特式建

築，臨河的南面和朝向小廣場的西面均長 70 多米。下面兩層白雲石的尖卷列柱長廊，具有濃

厚的哥特式建築風格。不過也有一些古典主義的特點，入口處在寺院的右邊，珍寶館的背面。

內院有 16 世紀初建造的“巨人梯”。30 級的大理石臺階上部豎立著戰神和海神的巨大雕塑。 

 

嘆息橋 (Ponte dei Sospiri) 

嘆息橋的左側是總督府，右側是監獄，是位於義大利威

尼斯聖馬可廣場附近，總督府側面的一座巴洛克風格的

石橋。在運河水道上有幾條橋，而此條嘆息橋是密封式

拱橋建築，由內向外望只能通過橋上的小窗子。嘆息橋

的兩端連接法院與監獄兩處，死囚通過此橋之時，常是

行刑前的一刻，因感嘆即將結束的人生而得名；是威尼

斯最著名的橋樑之一。 



 

 

DAY4  威尼斯 (建議加達湖之旅)    

 

加爾達湖（Lago di Garda） 

位於義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南麓，米蘭到威尼斯的半途之間。是義大利境內最大最乾淨的

湖泊，猶如一顆鑲嵌在伯河平原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明珠，融合了地中海的迷人、山的魅力

和未經破壞的自然。 

 

 

希爾莫內 (Sirmione) 

坐落於加爾達湖南岸猶如舌頭一樣深入加爾達湖的狹長

半島的盡頭，因半島上的保存完好古羅馬水中城堡而聞

名。獨特的地理位置可以盡享周邊湖泊的美麗景色，是各

大文人騷客流連忘返之地。小鎮美麗動人，古樸優雅，處

處散發著迷人心醉的氣息，已經成為義大利有錢人嚮往的

居住地，歐洲人都樂意遊玩的天堂渡假村。 

 

 

史卡拉家族城堡 (The Scaliger Castle of Sirmione) 

這座在湖畔岩石高地上拔地而起的古堡是小鎮的象徵和

守護神，至今還大致保持著 13 世紀的模樣。1786 年，大

文豪歌德曾造訪這座小城，被其獨特的魅力傾倒，每天坐

在岸邊對著小鎮的城堡寫生素描，結果被當做奧地利的間

諜被捕入獄，在獄中歌德出示這段時間的手記和素描表達

了對小鎮的欽慕之情後，才得以釋放。歌德也將這一段經

歷記錄在了他當年的旅行手記「義大利之旅」中。此後，

馬爾切西內名聲大噪，一直到今天，這座人口不足四千人

的小鎮是加達湖最耀眼的明星，也是湖岸最受歡迎的旅遊小鎮，城堡下方的小鎮沙灘則是最

熱門的小鎮沙灘之一。 

 

 

德森扎諾（Desenzano） 

位於加爾達湖西南角，「加爾達湖的大門」(Porta del 

lago)，是湖周邊最大的城鎮、遊客集散地，也是加達湖的

最重要的度假勝地。由於交通便利，常被稱為「湖的大

門」。加爾達湖區分屬三個大區，往來途逕自然不只一處，

可只有這裡被稱作「加爾達湖的大門」。在米蘭與威尼斯

之間往返的遊客順路游加達湖，是非常明智的旅遊方式。 

 

 



DAY5  威尼斯---米蘭  

今日參加研討會，晚上搭車前往米蘭。 

DAY6  米蘭 (建議貝加摩之旅 ) 

全日米蘭市區觀光或購物，或您可前往貝加摩，貝加摩

是義大利倫巴底區貝加莫省的首都，位於米蘭（Milano）

北方 40 公里，市區分成上城區（Città alta）及下城區

（Città bassa），上下城區以纜車、公路及步行道相連。

這座城市是從山巔開始形成的，因此上城區就是今日的

舊城區，所有的歷史建築都集中在這裡。 

貝加摩舊城區其實不大，一個小時就可以逛遍，但卻也不算小，矗立山頂的舊城，鋪著石板

的小巷，它有許多故事，也有名人加持，如果你一不小心就被某個景點給留住心，要走都難。 

DAY7  米蘭 / 巴黎 / 台北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米蘭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

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DAY8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

。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