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義大利杜拜 15 天】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杜拜 / 羅馬  

02 羅馬 (中午抵達 / 下午觀光)  

03 羅馬 (全日觀光)  

04 羅馬(全日觀光)  

05 羅馬---快速火車---佛羅倫斯(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06 佛羅倫斯(全日觀光)  

07 佛羅倫斯(比薩或 THE MALL OUTLET)  

08 佛羅倫斯---快速火車---威尼斯(上午觀光 / 下午火車)  

09 威尼斯(全日觀光 / 建議彩色島) 

10 威尼斯---快速火車---米蘭 (上午觀光 / 下午火車)  

11 米蘭 / 杜拜(全日觀光 / 晚班機前往杜拜 / 夜宿機上)  

12 杜拜(建議水上樂園)  

13 杜拜(上午觀光 / 下午吉普車沙漠之旅)  

14 杜拜 / 台北(全日觀光 / 午夜前往機場搭機)  

15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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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阿聯酋航空經濟機票含稅  

02 四星級(杜拜五星級)旅館共 11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羅馬專車接機 

04 義大利三段快速火車二等艙(含至少一段法拉利快速火車) 

05 羅馬鬥獸場門票  

06 米蘭中央火車站---MXP 機場快線票  

07 杜拜專車接機  

08 杜拜簽證  

09 登杜拜塔欣賞夕陽  

10 沙漠吉普車之旅  

11 杜拜專車送機  

12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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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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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第一大城—羅馬。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

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義大利之旅。 

 

 

 

第二天 杜拜 / 羅馬 

班機於今日中午抵達羅馬，市區觀光：中央火車站前的共和廣場是羅

馬市區一個很美的廣場，共和廣場旁的勝利聖母教堂是天使與魔鬼重

要場景之一，廣場上著名的仙女噴泉，據說當時落成時還被衛道人士

大加撻伐，因為噴泉裡的仙女的眼神很曖昧還被衛道人士大加撻伐。

今日建議您早點休息，以恢復長途飛行及時差的疲憊。 

 

 

第三天  羅馬  

今日暢遊羅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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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威尼

斯廣場上最醒目的建築艾曼紐二世紀念堂。或您可前往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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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羅馬 

今日繼續暢遊羅馬：您可參觀前往世界最大的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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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您可前往聖天使古堡參觀，在古堡的頂端是一座巨

大的天使的銅雕，這也是城堡名稱的由來。古堡的中庭曾經是

軍火彈藥庫，現在則是以成堆的石頭砲彈來裝潢。而寶藏室據稱就是哈德連皇帝最原始的埋

葬室。從城堡的高台向下望去可遠眺羅馬城的景致。午餐後，您可展開另一場老城之旅，沿

著四河噴泉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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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羅馬---ES 快速火車---佛羅倫斯 

上午搭車前往佛羅倫斯，隨後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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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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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   佛羅倫斯 

今日建議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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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可是台灣女孩子最愛的蕾莉歐專賣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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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烏菲茲博物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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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建議您可在噴泉餐廳享用一餐道地的丁骨牛排餐噢！ 

 

第七天 (建議比薩之旅 / 或 THE MALL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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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佛羅倫斯---法拉利快速火車---威尼斯 

上午建議您可前往學院美術館參觀學院藝廊裡的大衛像

(David)有 5.17m 高，是米開朗基羅在 26 歲動工的作品，

大衛像至今已經超過五百年了，但是白色大理石依然潔白

無暇，據說原本大衛像是被放在領主廣場上，為保持大衛

像不被破壞，後來才被移到室內的。米大師雕刻的特色就

是「健美」，所以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見諸多的筋肉

男女，大衛像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不過大衛像之所以舉世聞名，在於米大師的雕工之精細

之巧妙，近看連微血管、手筋腳筋、肌肉的線條變化、頭髮的髮絲等，都比真人還要真，真

的是件非常細膩的作品，也奠定了米開朗基羅在雕刻界的地位。下午搭乘 ITALO 快速火車前

往威尼斯。 

 

 

 

 

 



 

第九天 威尼斯(威尼斯嘉年華盛會+彩色島) 

Carnival of Venice，義大利文是『Carnevale di Venezia』。中文

稱為『威尼斯嘉年華』、『威尼斯狂歡節』或者『威尼斯面具節』。

是義大利最著名的嘉年華會，也是世界三大嘉年華會之一。(其它為

『巴西里約熱內盧嘉年華』和『法國尼斯嘉年華 』)。每年於一、二

月份，在義大利(Italy)的水都威尼斯(Venice Hotel Search)舉辦。 

威尼斯嘉年華會，是以面具為主軸的慶典。據說在西元 1162 年，人

們為了紀念戰爭勝利，在聖馬可廣場(San Marco Square )慶祝跳舞狂歡。後來經過幾個世

紀，到了十八世紀達到最高峰，到了 1797 年之後開始被禁止，直到 1979 年政府又開始重

新重視。 

威尼斯嘉年華活動期間人們會喬裝成不同的角色，華麗的服裝搭配色彩繽紛的面具。不管是

貴族、平民或者遊客，都可以藉由面具來隱藏自己身份，沒有約束的情況之下，享受節慶的

氣氛。活動預計每年吸引三百萬名遊客，參與此嘉年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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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威尼斯--- ES 快速火車---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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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前往火車站搭車前往米蘭。 

 

第十一天  米蘭 / 杜拜 

今日市區觀光，米蘭市中心的大教堂廣場，參觀哥德式建築經典

之作，並為世界第三大的米蘭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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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紐二世迴廊，這裏盡是歐洲時尚精品。 

傍晚搭乘機場快線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杜拜。 

 

 

 



 

第十二天   杜拜 (建議:水上冒險樂園) 

享受中東最大、最令人激動的水上樂園帶來的刺激體驗。享受一頭

跳進中東及歐洲第一的水上樂園的刺激快感，全齡向 17 公頃的超

大遊樂園充滿無限歡樂。 感受沖射滑水帶您飛躍鯊魚出沒的泄湖

時腎上腺素飆升的感覺，尖叫穿過世界上最大的滑道，或者乘世界

上首個雙軌滑道上一決高下。 乘中東地區最大的拉鏈型軌道直衝

天際，或者只是在熱帶植被蔥蘢的私人海灘上放鬆身心。令人叫絕

的遊樂設施及驚險刺激的滑道將讓您在水上樂園的冒險成為您在杜拜最激動人心的一天。 

 

第十三天  杜拜 (上午觀光 / 下午吉普車沙漠之旅) 

杜拜市區觀光：杜拜身為世界級國際大都市的杜拜，有近 7-8 成的

人口來自世界各地。在七個酋長國中，杜拜正如火如荼的發展，過

去便是海上絲路的重要貿易據點之一。現在的杜拜，是國際各大企

業頻繁進出的大型商業中心；各種頂級的大飯店一一進駐、全世界

著名的建築家也一一湧進，在此打造極具設計感的現代化建築物。

在此，您能想像的休閒活動、設施，都應有盡有；魅力杜拜，您怎

麼不能親自感受呢！下午吉普車沙漠之旅和燒烤晚餐，別錯過在沙漠裏度過神奇一夜的機會。 

吉普車沙漠之旅觀光簡介: 

在這次旅遊中，我們將體驗到車輪滾滾，顫顫慄慄地在沙丘上行駛。 我們將停留在最高的沙

丘上觀看美麗的落日，真是拍下迷人風光的好時機啊——因此千萬別忘了帶好相機！ 我們

繼續向位於沙漠中心的 Bedouin Campsite 行進，那兒為您提供軟飲料、水、茶或咖啡。 一

旦到達，您可選擇諸多活動：享受騎著駱駝徜徉沙丘的樂趣，吸 Shisha（一種阿拉伯水煙）

或 Hubbly Bubbly（也是一種知名的水煙管或水煙斗），或試著用指甲花畫畫。 當您在帳

篷裏隨意放置的舒適的枕頭上休息時，我們將在星光閃耀的夜空下為您準備美味的烤肉。為

了使這個夜晚真正令人難忘，將有一名舞者隨著阿拉伯音樂的節奏，跳起肚皮舞。 

 

第十四天    杜拜 / 台北 (全日觀光/ 午夜前往機場搭機) 

可以選擇只在外面拍照，或花錢進去參觀，不過帆船酒店的房間

是頂級奢華，住宿費用也不是普通旅客願意負擔的聽說酒店曾推

出以門票參觀的方案，但因為人數過多，為控管飯店內的品質，

現在改成只有房客，與有在餐廳消費的人才能進去，而且餐廳只

接受事先預約，現場去只有被擋在外面吃閉門羹的份。帆船酒店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餐廳，唯有下午茶價格較能負擔的起。 

【朱美拉公共海灘 Jumeirah Open Beach 】 

杜拜有名的海灘，從這可以看到帆船酒店完整的帆形，不同時間有不一樣的風情。傍晚時分

可以拍到美麗的日落，人物則是背光的剪影，來這玩玩沙走沙灘很適意，但沒有淋浴設備，

最好帶個拖鞋行動會比較方便。 

【巴斯塔基亞區 Bastakia Quarter】 

這裡是拍今歐洲認為全杜拜最美的地方，如迷宮般小巷弄組成的巴斯塔基亞區，大約建於

1890 年，經過重新整修後以現在的樣貌呈現給大眾。這裡有遠離塵囂的小咖啡廳 Basta Art 

Cafe，杜拜第一間純藝術畫廊 Majlis Gallery，以及展覽當代藝術的 XVA 等等，是個有時間

很值得流連往返的地方。 

【阿聯酋購物中心 Mall of Emirates】這個購物中心雖然只有 2 層樓，但整體空間大到花上

一整天也逛不完。裝潢時尚現代，透明的拱型玻璃屋頂下，共有 400 家以上品牌專櫃進駐，

從手工藝品、雜貨到時尚服飾應有盡有，數百間的名牌專賣店，完全滿足你的購物慾望!客人



 

當中又以杜拜有錢人和歐美客人最多。有人形容阿聯酋購物中心不僅是個購物中心，其實更

像個全方位的生活休閒社區。因為它還擁有杜拜唯一的滑雪場──杜拜滑雪場(Ski Dubai)、

全杜拜最大的家樂福超市、Magic Planet 兒童電子遊戲場、維京唱片行(Virgin 

Megastore)、Kempinski Hotel、藝術中心、電影院、保齡球場，每天在商場的中央舞台更

上演三次的實況劇場和魅力十足的愛爾蘭舞蹈和樂團表演，稱得上是杜拜娛樂性最高的購物

中心。杜拜博物館---有 150 多年歷史，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的杜拜博物館，館內可看到從

古至今的歷史遺蹟，從而對杜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接近傍晚時分前往杜拜塔，登塔

欣賞美麗的杜拜夕陽。 

 

第十五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義大利杜拜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