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義大利 13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杜拜 / 羅馬  

 02 羅馬 

 03 羅馬 

 04 羅馬 

 05 羅馬---快速火車---佛羅倫斯(上午火車/下午觀光) 

 06 佛羅倫斯(上午觀光/下午 THE MALL 之旅) 

 07 佛羅倫斯 (建議比薩或西恩納之旅) 

 08 佛羅倫斯---快速火車---威尼斯 

 09 威尼斯 

 10 威尼斯---快速火車---米蘭 

 11 米蘭 

 12 米蘭 / 杜拜 / 台北 

 13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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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項 
01 台北歐洲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四星級旅館共 10 晚二人一室 2 間+三人一室 1 間 

03 三段義大利快速火車二等艙 

04 梵諦岡博物館門票及預約  

05 鬥獸場門票  

06 烏菲茲美術館門票及預約 

07 羅馬機場專車接機  

08 米蘭機場專車送機  

09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0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3 天)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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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2 羅馬 

班機於下午抵達羅馬，羅馬市區觀光，今日建議您在飯店附近的景點遊覽後，盡早點返回旅館休息，

消除長途飛行的疲憊，儲存體力。 

★ 聖母大殿 Basilica Papale di Santa Maria Maggiore 

聖母大教堂是羅馬 4 大教堂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聖母命名的

教堂，建成後歷盡多次改建，教堂也因此包含中世紀、文藝復興、巴

洛克等多種建築風格。教堂曾有過多個名字，最後因為它是羅馬以「聖

母瑪利亞」命名中最大的教堂中，所以被稱為聖母大教堂。 

 

 

  

★ 圖拉真廣場 / 市場 Mercati di Traiano - Museo dei Fori Imperiali  

    (tripadvisor 在 1,969 家羅馬觀光中排名第 116) 

圖拉真市場是位於義大利羅馬市內的一處古羅馬時代的遺跡，也是古

羅馬建築的代表作。市場修建於西元 100 年至 110 年期間，由大馬士

革的阿波羅多洛斯建設。圖拉真市場是世界上最早的購物中心，建築

主要由磚塊和混凝土建造。進入近代之後，這座建築得到持續修復。

現在圖拉真市場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圖拉真的市場與圖拉真廣場廣

場連在一起。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購物中心了 

Day 3 羅馬 

今日繼續羅馬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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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您可來一場建築藝術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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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4 羅馬 

今日前往梵諦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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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參觀梵諦岡博物館及西斯汀禮拜堂內，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

羅手繪的頂棚壁畫－「創世紀」、「最後審判」和祭壇上的「最後

晚餐」，以及同是文藝復興三傑之伊拉斐爾名畫－「雅典學園」、和完成於西元前一世紀，以特洛伊

戰爭故事為主題的「勞孔像」，更是不可錯過。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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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您可前往西班牙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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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5 羅馬---快速火車---佛羅倫斯(上午火車/下午觀光) 

上午搭車前往佛羅倫斯。 下午為您安排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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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6 佛羅倫斯(建議上午觀光/下午 THE MALL 之旅) 

今日建議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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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建議您亦選擇可前往義大利最受歡迎的 THE MALLOUTLET

享受購物樂趣。最知名的包括 Gucci, Prada, Salvatore Ferragamo, BV 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必逛品

牌是 TOD’S Made in Italy 約為台灣定價的 3 折起喔 ! 

 

 



 

 

Day 7 佛羅倫斯 (建議比薩或西恩納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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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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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8 佛羅倫斯---快速火車---威尼斯 

上午搭乘法拉利快速火車前往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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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9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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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0 威尼斯---快速火車---米蘭 

上午搭車前往米蘭。隨後米蘭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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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1 米蘭(建議貝加摩之旅) 

今日您可繼續米蘭市區觀光或可前往貝加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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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克雷歐尼禮拜堂是義大利最美的禮拜堂，它與馬喬雷聖母院教堂（Santa Maria Maggiore）相

毗鄰，原址是馬喬雷聖母院的聖具室，1472 年威尼斯傭兵隊隊長、也是當地望族一員的 Bartolomeo 

Colleoni 為了他心愛但早逝的女兒 Medea Colleoni（死於 1470 年）建造這座禮拜堂，Bartolomeo Colleoni

委託裝飾米蘭大教堂（Milano Duomo）的雕刻家阿馬提歐（Giovanni Antonio Amadeo）設計，1476

年峻工後，堪稱是倫巴底地區文藝復興的傑作。然而 Bartolomeo Colleoni 本人早在禮拜堂完工前一年

便於 Malpaga 去世，亦埋葬於禮拜堂內。 

舊城區的東邊，有一座堡壘，這座堡壘也是城市的起始，內部的歷史博物館（Museo storico di Bergamo）

也可參觀，堡壘裡有許多流浪貓，每一隻都對人沒什麼戒心，但也不至於可以讓人太親近，但牠們

毛絨絨的樣子可愛極了，在城牆跳上跳下的，似乎這裡才是牠們的地盤。 

這座外表並不華麗的堡壘，它的歷史可追溯至十四世紀。波西米亞王國的國王約翰、神聖羅馬帝國

皇帝亨利七世之子，生於盧森堡，因此也被稱為「盧森堡的約翰」（John of Luxembourg），當時義大

利城邦中北部的兩個黨派：支持教宗的貴爾夫派（Guelphs）及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吉伯來派

（Ghibellines）自十三世紀以來便爭鬥不休，支持教宗的約翰便到義大利作戰，1331 年下令建造這座

城堡，希望可以平定戰亂。但一股自米蘭的新興勢力：Visconti 家族的 Azzone Visconti 於 1332 年征

服貝加摩，並於 1336 年完成堡壘的防禦工事。1427 年的麥克洛第歐戰役（Battle of Maclodio）中，

威尼斯軍大敗米蘭軍，使得米蘭公爵Filippo Maria Visconti棄守貝加摩及周邊地區，自此之後直至1797

年拿破崙入侵，貝加摩都是威尼斯共和國的領土的一部分。 

 

Day 12 米蘭 / 杜拜 / 台北 

今日上午整理行裝，搭乘專車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 CHECK-OUT 結束精彩的義大利 13 天假期，搭

機於杜拜轉機返回台北。 

Day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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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