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大利 13 日 
卡不里島、酒醋法拉利、天空之城 

名牌購物城、暢遊文藝復興、義式風味 13 式 
 

   
 

 

【行程特色】 
◎貼心安排～本團型特別使用全程專屬耳機講解～舒適不受干擾。參加本行程旅客，為每位貴賓配備一組精  

  密耳機，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不受周圍人群的干擾。 

◎北義五鄉地 Cinque Terre：五鄉地 Cinque Terre 又稱五漁村，位於義大利利古里亞大區 Liguria 拉斯佩齊亞省 

  海沿岸地區，是蒙泰羅索 Monterosso al Mare、韋爾納扎 Vernazza、科爾尼利亞 Corniglia、馬納羅拉 Manarola 

  及里奧馬焦雷 Riomaggiore 等五個村鎮的統稱。1997 年，五鄉地和韋內雷港 Portovenere、帕爾馬里亞群島 

  Palmaria、蒂諾島 Tino、提尼托島 Tinetto 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1999 年被闢為 

  Parco Nazionale delle Cinque Terre 國家公園，並安排搭乘區間車遊覽五鄉地。 

◎威尼斯精選：精心安排威尼斯最著名以及獨特的景點，帶給您另一種豐富感受：威尼斯潟湖區 Laguna Veneta 

  是世界文化遺產，原本的海灣，被外圍的沙洲慢慢封閉了，而形成了一個「內陸湖」包含威尼斯 Venice 與 

  布拉諾 Burano 等都是在潟湖內的小島，特別安排威尼斯鳳尾船貢多拉 Gondola，讓您深深體驗水都特有的 

  風情。  

◎男子漢與柔情女子的浪漫～法拉利博物館：全世界唯一由法拉利公司直接經營的法拉利主題博物館，館內 

  展出法拉利公司的發展歷程以及各時期的法拉利一級方程式賽車及跑車，然而該博物館每年接待的遊客數 

  量超過 20 萬人次，比整個鎮上的人口還要多 

◎翻滾吧～義大利 Bravo！帶您造訪螢光幕上的旅遊推薦景點：食尚玩家特別推薦搭乘在地巴士前往天空之城 

  白露里冶奧 Bagnoregio 以及暮光之城新月拍攝地蒙特普齊亞諾 Montepuclciano 老城 

◎SHOPPING 有理，慾望無罪，最強名牌 Outlet 購物城之旅：托斯卡尼最知名的名牌折扣城～The mall Outlet！ 

  是以品牌性為主打的 outlet，有 Gucci、BV、Prada……等等多樣，知名品牌進駐這裡，商品琳瑯滿目，最著 

  名的設計品牌商店，您荷包看緊了嗎！ 

◎雙重互動好禮，讓歐遊更添互動感受 

好禮一：特別安排區間火車遊五鄉地，體驗海邊漁村的自然風光。  

好禮二：安排威尼斯鳳尾船貢多拉，讓您深深體驗水都特有的風情。  

◎阿瑪菲海岸線 Amalfi：蔚藍的海岸線，托斯卡尼艷陽下～女主角豔遇之地，更是人生必遊～50 之地！特別 

  安排專屬巴士暢遊海岸線，不用費心勞力等待公車。 

◎卡不里島藍洞之旅：世界觀光客公認的蜜月小島，浪漫有如希臘愛琴海島嶼，精心安排島上最受歡迎的套 

  裝行程讓您盡情體驗南義海島之美。 

◎一夜沉睡的古老商城～龐貝城：維蘇威火山大爆發，龐貝古城瞬間被埋沒，龐貝城一夜終結在這個浩劫之 

  日，直到 17 世紀被考古學家發掘，才將 2,000 年前的古都市完整現場重現，我們震撼於大自然的力量，保 



  存下來的遺跡，體驗當時羅馬帝國商城的原貌。 

◎彷如千年前耶路撒冷的風情～馬特拉：耶穌在拿撒勒最後 12 個小時的故事，由梅爾吉勃遜所導演，在馬特 

  拉當地拍攝，因為當地的居所"Sassi"很像是聖經裡耶路撒冷的房子！ 

◎與日本合掌村結為姐妹市～阿貝羅貝洛：在地的房子被稱為 Trulli（楚利屋），尖帽子般的圓頂石屋、白色 

  圓柱，屋身櫛比鱗次，宛如隻存在在於童話世界中 

◎精采體驗義大利～不得不吃冰淇淋以及帥氣喝咖啡：我們特別安排體驗名人推薦的佛羅倫斯當地最出名手 

工冰淇淋 1 球，保證讓您回味無窮。我們要讓各位貴賓體驗喝義大利羅馬最出名的金杯咖啡。在我們領隊 

  導遊帶領下，您將可體驗羅馬人如何喝咖啡，喜愛喝哪種咖啡，如果您喜歡的話還可以買些咖啡豆回來， 

自己在家好好享受一下，這義大利的美味咖啡香。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德里/羅馬  
行  程 我們要前往文藝浪漫之國義大利了！  

班機過境印度德里，原班機原座位再起飛前往羅馬，飛機於當天晩上抵達，通過海關檢驗後，

隨即前往飯店休息，迎接明天精彩的旅程。  

◎班機於當天抵達歐洲，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晚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團體出發前幾天，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第一天班機出發，建議第穿著舒適的衣服，以及舒適的鞋子。 

飯  店 HOTEL PAPILLO ROME  或  HOTEL ARTIS  或  IDEA ROMA Z3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第二天 羅馬－搭乘銀箭號高速列車（約 4 小時）－巴里 Bari（義大利東部濱海城市）－

55 公里－阿貝羅貝洛 Alberobello（日本合掌村的姐妹村）－與磨菇村親蜜的接觸 
行  程 上午搭乘義大利國鐵【銀箭高速列車（Frecciargento）】屬於義大利 Frecce 高速列車系列，與紅

箭高速列車（Frecciarossa）和銀箭高速列車（Frecciargento）同屬一系。本列車由義大利國營鐵

路公司 Trenitalia 負責營運，運行時速高達 250 公里。列車分別運行高速線路和普通線路。列車

時尚新穎，為義大利的旅客提供舒適且高質素的乘車體驗。前往東部濱海城市【巴里（Bari）】

是義大利南部第二大城市，面積 116 平方公里，人口 326,201 人（2001 年），是普利亞大區首府，

位處亞得里亞海，也是巴里省的首府。1990 年代的人口發展和國家總趨勢一致，不斷減少，這

有利於城域圈的發展。當時很有必要研究城區：現在這個項目正在進行，有 12 個市鎮選擇參

與其中，約 600,000 居民。城鎮包括三個部分：半島北部建築密集的老城區市，現在主要的夜

生活街區之一，其中有著名的聖尼各老聖殿、聖撒比諾主教座堂（1035～1171 年）和斯瓦比亞

城堡。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阿貝羅貝羅 Alberobello】為的就是這裡保存的 1,400 多幢造型

獨特的傳統建築 Trulli（土魯利式建築），除了有一整片的圓椎狀屋頂聚集的小村莊，像蘑菇一

般的佈滿整座山坡，宛如童話世界的村落，在世界上屬於獨一無二的景觀，與日本合掌村是姊

妹村喔！ 

https://www.papillohotel.it/
https://www.hotelartisroma.com/en/
https://ih-hotels.com/it/i-nostri-aberghi/ih-hotels-roma-z3.html?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gmb


飯  店 GRAND HOTEL LA CHIUSA DI CHIETRI  或  HILTON GARDEN INN LECCE  或 

UNA HOTEL REGINA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南義在地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義式風味 

 

 

第三天 阿貝羅貝洛 Alberobello－70 公里－馬特拉 Matera－228 公里－龐貝古城巡禮

Pompei－30 公里－蘇連多 Sorrento 
行  程 隨後搭車前往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馬特拉（Matera）】，此地以散布在喀斯

特山谷間的沙西石屋（Sassi）而聞名，是地中海地區保存最為良好、面積最大的人類穴居建築

群，加上 2002 年 11 月梅爾吉勃遜在當地拍攝"受難記"，因為當地的居所"Sassi"很像是聖經裡耶

路撒冷的房子，讓此地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馬特拉著名的原因就是特殊的穴居建築，這些建

築物在石灰岩山壁內，以前的人們鑿山洞居住，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史前時代，因為歷史悠久

與穴居特色，在 1993 年列入世界遣產。 

之後專車前往【龐貝古城（Pompei）】參觀於西元 79 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埋沒地下兩千多

年的遺跡（特別安排當地專業導遊解說），輕鬆漫步於市內的街道，便可以瞭解近兩千年前，

富裕的古羅馬都市市民的生活狀況，及古代美術的精華，並遠眺維蘇威火山雄壯景觀。 

晚上入住南義著名的海濱城市【蘇連多（Sorrento）】 

飯  店 渡假式飯店 TOWERS HOTEL STABIAE SORRENTO COAST  或  CONCA PARK SORRENTO  

或  ART HOTEL GRAN PARADISO SORRENTO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南義鄉村風味      晚餐：旅館內義式風味 

 

 

第四天 搭乘渡輪前往卡布里島 Capri－50～60 分－藍洞尋奇之旅－撘乘渡輪－阿瑪菲海

岸 Amalfi Coast－46 公里－拿坡里 Naples 
行  程 享用早餐後搭船前往【卡布里島（Capri）】若氣候許可將搭乘藍洞觀光船，前往著名的藍洞。

長 53 公尺、寬 30 公尺、高 15 公尺的海蝕洞，需屈彎著身體進入洞內，體驗和欣賞曲折的光

線，將海水變為如夢如幻的深藍世界，那種晶瑩剔透的藍我們稱為～上帝調好的藍。進入了這

個水邊山洞，必能遺忘現實生活的塵囂，彷彿來到世外桃源一般。返回港口之後，將安排卡布

里島市中心觀光，陡峭壯觀的海岸斷崖，島上的精品名店，到處可見別出心裁的個性小店，以

及咖啡小館，都令人流連忘返。【藍洞】為卡布里島套裝行程，如因氣候因素無法前往，無法

退費，如因天候問題無法進入藍洞，也請您不用失望，同樣的時間裡，我們已經替您安排了一

樣是卡布里島旅遊重點的替代方案 

【方案 1】若無法出海，我們將前往鎮上相當有名的『奧古斯都花園』，是歐美旅客的最愛，從

花園的斷崖上放眼望去，感受真正浪漫的卡布里風情。眺望美得令人窒息的地中海美景，宛如

人間仙境，更可驚豔卡不里島之美。 

【方案 2】若無法出海，我們將前往島上的另一個至高點，搭乘空中纜車登上卡不里山頂，鳥

瞰卡布里島，眺望美得令人窒息的地中海美景，讓您對卡布里島的美景深深烙印在心中，成為

美麗的回憶。 

之後帶您前往 Discovery 頻道譽為『人生必遊 50 大景點之一』，著名的【阿瑪菲海岸（Amalfi 

Coast）】，途經波西坦諾小鎮來到美麗的阿瑪菲鎮，此鎮於 10～11 世紀跟威尼斯、熱那亞等城

市共同組成海運共和國，熱鬧非凡。整個城市坐落於山坡上，前有翠綠的海灣，後有檸檬園，

充滿東方的氣息。此海岸擁有熱情的艷陽及濃厚的南歐風情，沿岸陡峭的山崖加 上常年至山

上溪流入海時帶來的泥沙堆積形成美麗而曲折的海岸線，這裡充滿了浪漫的奇想與恬靜的舒展

以及詩意棲居的生活心情令人陶醉。海神鍾愛眷戀的阿瑪菲 Amalfi Coast～阿瑪菲地區斷崖絕壁

綿延，搭配白色別墅及浪花拍岸景觀，就是南義海岸線特有風光，沿途的景色只能以絕美來形

容，尤其空氣中彌漫著清新的香氣，光是呼吸就舒暢極了！旖旎迷人的風光聞名全球，也是電

影「托斯卡尼豔陽下」的取景地之一。 

貼心小提醒：本日因配合明日搭乘高速列車，我們建議您今日攜帶小件行李入住旅館，我們讓     

https://www.lachiusadichietri.com/
https://www.hilton.com/en/hotels/lccgigi-hilton-garden-inn-lecce/
http://www.unahotelreginabari.it/en
https://www.towershotelsorrento.com/en/?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local&utm_campaign=glocal
https://www.concapark.com/
https://arthotelgranparadiso.com/zh/


            大型巴士先行帶著您大件行李前往羅馬，免去高速列車上下行李的麻煩喔！ 

飯  店 UNA HOTEL  或  STAR TERMINUS HOTEL  或  RAMADA BY WYNDHAM NAPLES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卡布里島在地風味      晚餐：拿坡里義式 PIZZA＋啤酒 

 

 

第五天 拿坡里－法拉利系統 ITALO 高速列車（約 1.5 小時）－羅馬 Rome－130 公里－天

空之城～白露里冶奧 Bagnoregio－140 公里－托斯卡尼酒莊體驗－45 公里－佛羅

倫斯 Florence 
行  程 早餐後，【法拉利系統 ITALO 高速列車】是由義大利第二大鐵路公司 NTV（Nuovo Trasporto 

Viaggiatori）所營運的高速列車。紅色的法拉利 Italo 列車優雅時尚，運行時速高達 360 公里，

連接義大利各個主要城市，如羅馬、那不勒斯、佛羅倫斯和米蘭。法拉利 Italo 列車設計優雅，

設備舒適，車上服務周到，讓人對旅途充滿了嚮往。車上可隨處使用無線網絡，配有舒適的小

型商務休息室和提供精緻菜餚，這就是乘坐法拉利 Italo 列車時您可享受的待遇。法拉利 Italo

列車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列車之一，與傳統的高速列車相比，Italo 高速列車的能耗量減少了 

30%，大大提高環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性。搭乘專屬巴士前往有義大利【天空之城】之稱的白

露里冶奧，最早是建立於 2,500 年前的山城，位於山的的頂端，只靠一條狹窄的長橋與外界相

連，從遠處看就好像一條橋連結到一座天空中的城堡，彷彿置身在空中城堡一樣浪漫。  

【托斯卡尼的品酒之旅】田原風情的托斯卡尼省，創造出佛羅倫斯、西恩納……等歷史名城，

拉斐爾、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文藝界知名人士也都在此留下他們的足跡，然而釀酒產業

在這裡已醞釀了 3,000 年之久，隨著時代的變遷也不斷的在技術上成長，成為了世界聞名的釀

酒之鄉，因為美酒與歷史的平行並進，讓托斯卡尼一直讓人喜愛，每一個座落在這理的小鎮從

建築上看見的歲月痕跡，每一個酒窖都空氣也都能讓人更戀上這塊土地。 

飯  店 莊園飯店 MERIDIANA COUNTRY  或  HOTEL VILLA STANLEY  或 

VILLA PITIANA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義式麵前菜＋馬鈴薯烤豬排風味 

晚餐：托斯卡尼鄉村烤雞風味＋紅酒 

 

 

第六天 全日佛羅倫斯之旅－文藝復興建築群巡禮－自由閑情古城漫遊 
行  程 『文藝復興，璀璨之城【佛羅倫斯】！』全日浸淫於旅人一生終須朝聖的國度佛羅倫斯！翡冷

翠！旅人一生終須朝聖的國度！感謝「梅迪奇家族」統治佛羅倫斯三百年，並贊助藝術家豐彩

了文藝復興時代的光芒，「美麗，總有緣起！藝術，也有開端！」謙虛地回到您可靜靜地立足

觀看中世紀最偉大的情緒感動，多少世紀的喧擾人潮於眼前掠過，磚紅的夢幻之城，雕刻廣場

上的大衛像遙望著旅人的匆忙心情，唯有來到救贖昨日的歲月，洗禮堂精緻的「天堂之門」引

領著人們的卑微！閒暇之餘的時間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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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LV、Prada、Gucci……等各大名牌商品。  

飯  店 莊園飯店 MERIDIANA COUNTRY  或  HOTEL VILLA STANLEY  或 

VILLA PITIANA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托斯卡尼丁骨牛排風味＋紅酒 

晚餐：漫遊探詢翡冷翠之美～敬請自理 

 

 

第七天 佛羅倫斯（翡冷翠）－136 公里－摩德納 Modena（引擎之都）－特別安排～法拉

利博物館入內－酒醋體驗 Vinegar Tasting－186 公里－威尼斯 Venice 
行  程 摩德納是一座古城，也是總主教駐地，但是現在以引擎之都而著稱，因為有許多義大利著名的

跑車製造商如：法拉利、De Tomaso、藍寶堅尼、帕加尼及瑪莎拉蒂將工廠設立於此。  

我們特別安排造訪【法拉利博物館】入內參觀，隨著館內的展示品，我們可以了解義大利令人

https://www.gruppouna.it/unahotels/unahotels-napoli
https://www.starhotels.com/en/our-hotels/terminus-naples/?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local&utm_campaign=glocal
https://www.wyndhamhotels.com/ramada/napoli-italy/ramada-naples/overview?CID=LC:RA::GGL:RIO:National:19463&iata=00093796
http://meridianacountryhotel.com/
https://www.villapitiana.com/
http://meridianacountryhotel.com/
https://www.villapitiana.com/


驚嘆的超級跑車的製造技術以及與工業結合的另類藝術  

之後前往參觀當地著名的【酒醋廠】，摩德納擁有世紀知名的的酒醋製造技術，時至今日，許

多的家庭仍保有於小孩出生時釀造 1 批新酒醋，等到孩子結婚時即成為婚禮上的佳釀，有如中

國的女兒紅一樣。 

飯  店 HILTON GARDEN INN VENICE MESTRE SAN GIULIANO  或  BOSCOLO B4 HOTEL MESTRE  

或  NOVOTEL VENEZIA MESTRE CASTELLANA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LUS QUID HOTEL VENICE MESTRE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義式酒醋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第八天 威尼斯全日之旅－特別安排搭船前往姆拉諾島 Murano（玻璃島）－聖馬可島 St 

Mark－特別安排貢多拉遊船－88 公里－帕多瓦 Padova 
行  程 早餐後，驅車前往碼頭，搭船前往聞名古今的水都～【威尼斯】其實是由群聚小島所組成的，

差不多有 100 多個小島，由 300 多座各式各樣的橋連結起來的一個城市，在其間有一條彎曲的

大運河，貫穿整個威尼斯，它彎曲的線條正好形成一個大大的 Z 字。它除了是威尼斯主要的交

通幹線，更是昔日輝煌共和國時期的門面，搭船遊趟大運河，可將威尼斯各時代最美麗的建築

盡收眼底。【姆拉諾島】展開一趟獨有的「威尼斯水都迷情之旅！地球上獨一無二水迷離世界

～威內托省的威尼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城市！有 150 條運河、400 餘座橋樑交織的水都，任

誰不癡醉！』威尼斯美麗的姿影，如光影歲月般難醒！尋寶般的心情甦醒了旅人的身心靈慾

望，開啟一趟獨有的「威尼斯水都迷情之旅」。廣場上的磚造威尼斯鐘樓是這裡的地標，其面

海處則立有二根高聳入天的石柱，分別雄踞著威尼斯的守護神－聖馬可翼獅及聖者托達洛，一

如威尼斯的門神。此外，揉合拜占庭、哥德、東方風格為設計主調的聖馬可教堂，以及威尼斯

共和國總督的居所：道奇宮、嘆息橋的歷史陳跡；，閒餘時間可在熙來攘往、萬頭鑽動的聖馬

可廣場露天咖啡座享用一杯香醇的義式咖啡，悠閒地體會多彩多姿的威尼斯浪漫情調。我們特

別安排乘坐威尼斯獨有的代表性交通工具獨有的【鳳尾船 GONDOLA 貢多拉】（每艘船限乘六

人），長形的燕尾船穿梭在拱橋水渠、古厝巷弄之間，帶來無限浪漫的心靈感受！一享水巷行

舟的樂趣，再想起歌手葉璦菱的電視廣告歐香咖啡，如此浪漫的景緻及饒富拉丁風味的感覺, 亦

是您不可錯失的好行程喔！下午您更可於島上自由逛街購物。  

註：貢多拉六人一艘，若遇天候不佳，無法安排時，則改安排道奇宮博物館，這座建於九世紀

具有濃厚威尼斯色彩，混合著拜占庭風格與文藝復興式建築，原為威尼斯共和國的總督府市政

府辦公室，法院兼總督官邸。 

飯  店 MONTRESOR HOTEL TOWER  或  BEST WESTERN PLUS NET TOWER HOTEL PADOVA  或  

NH MANTEGNA PADOVA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炸海鮮＋義式墨魚麵      晚餐：威尼斯漫遊中，敬請自理 

 

 

第九天 帕多瓦－88 公里－羅密歐&茱麗葉：維洛那 Verona－特別安排競技場入內－30 公

里 －西米歐尼湖畔小鎮－130 公里－米蘭 Milan（哥德式主教堂、艾曼紐迴廊） 
行  程 早餐後前往【維洛娜】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發源地，愛情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發生地；維洛娜

剛好位於阿爾卑斯山麓上的最低隘口，成為一個南北往來的重要地點。維農那據說，就是莎士

比亞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裡的發源地。進入舊城之後，你可以漫步浪漫迷情小巷街情，幾

乎每一個轉角都有驚喜；維洛納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古城，在義大利數千個城鎮中可以用最高級

來形容。中世紀時，義大利與德國的通商、軍隊移防等都必須從維洛那進出，造就了維洛納繁

榮一時的景象。維洛納在 13～14 世紀是黃金時期，當時的當權者是史卡利傑利（Scaligeri）家

族，據說，這就是莎士比亞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裡的世家大族。它的市中心至今仍有保存

相當完整的古羅馬遺跡，其中最著名者便是每年夏天舉辦歌劇季的圓形劇場。前往位於阿爾卑

斯山腳下加達湖畔最美麗的【西米歐尼湖畔小鎮】，加達湖是義境最大的湖泊，最深處可達 346 

公尺，清澄的綠色湖面自古即廣受詩人的讚賞；湖光山色、美不勝收，誰與爭鋒！ 

https://www.hilton.com/en/hotels/vcegigi-hilton-garden-inn-venice-mestre-san-giuliano/?WT.mc_id=zELWAKN0EMEA1GI2DMH3LocalSearch4DGGenericx6VCEGIGI
https://all.accor.com/hotel/3307/index.en.shtml
https://www.quidhotelvenice.com/?utm_source=Quid&utm_medium=Google&utm_term=Google
https://www.montresorhotels.com/hotel-tower/it/home
https://www.towerhotelpadova.net/
https://www.nh-hotels.com/hotel/nh-padova


接著轉往造訪義大利流行之都米蘭，享受藝術與時尚的洗禮！米蘭是義大利流行之都，交錯著

藝術與時尚。【主教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擁有 135 座尖塔、2,245 尊雕

像，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教堂，聞人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篇』

來形容教堂之美。【艾曼紐迴廊】是一個帶頂棚的拱廊街，兩條玻璃拱頂的走廊交匯於中部的

八角形空間，頂部是一個玻璃圓頂。它座落在義大利米蘭主教座堂廣場北側的顯要位置，並連

接斯卡拉廣場。拱廊街得名於義大利統一後第一位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最初設計於

1861 年，並由朱塞佩·門戈尼（Giuseppe Mengoni）修建於 1865～1877 年之間。這個拱廊街頂部

覆蓋著拱形的玻璃和鑄鐵屋頂，這是 19 世紀流行的拱廊街設計。這座 4 層拱廊街已經使用 130

多年，售賣從高級時裝到書籍的各種貨品，以及餐館、咖啡廳和酒吧。米蘭超豪華的湯浩斯嘉

樂利飯店緊鄰拱廊街，提供該市最豪華的（也是最昂貴的）客房和設施。拱廊街內有許多奢侈

品商店，例如：普拉達、路易威登……等。 

飯  店 HOLIDAY INN MILAN NORD－ZARA  或  NH MILANO FIERA  或 

THE HUB HOTEL MILANO FIERE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米其林推薦級湖畔餐廳風味      晚餐：義式燉飯＋烤豬排風味 

 

 

第十天 米蘭 Milan－151 公里－拉斯佩齊亞 La Spezia－北地五漁村（五鄉地）－火車五鄉

地采風行－84 公里－比薩 Pisa 
行  程 【五鄉地 Cinque Terre（五漁村）】位於義大利利古里亞大區 Liguria 拉斯佩齊亞省海沿岸地區，

是蒙泰羅索 Monterosso al Mare、韋爾納扎 Vernazza、科爾尼利亞 Corniglia、馬納羅拉 Manarola

及里奧馬焦雷 Riomaggiore 五個村鎮的統稱。1997 年，五鄉地和韋內雷港 Portovenere、帕爾馬

里亞群島 Palmaria、蒂諾島 Tino、提尼托島 Tinetto 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名錄，1999 年被闢為 Parco Nazionale delle Cinque Terre 國家公園。沿途安排搭乘當地區間火車來

往於村落之間，可欣賞到在懸崖峭壁的綿延海岸線及山谷有許多色彩繽紛的房舍，斜坡上綠意

盎然的葡萄園，景色宜人，令人心曠神怡！國家地理雜誌給 Cinque Terre 的評語是，世外桃源。

一直到上個世紀初葉，它依然遠離塵寰，遺世孤立。直到近年才通了火車，作為義大利國家公

園和 UNESCO 頒佈的世界遺產，有著義大利人最引以為傲的海岸風光。海水和奇巧的險峰讓這

五個靜靜躺在利古裏亞海邊山坳中的小漁村有了如詩如畫的心醉。【特別安排】搭乘區間車五

鄉地采風行。奇蹟古城【比薩】，參觀世界七大奇景及週遭名勝！斜而不倒的奇蹟古城 ，已有

八百年以上的歷史了，每年吸引著成千上萬的遊客前往參觀，在美麗如茵的奇蹟廣場上，矗立

著主教堂、洗禮堂與鐘樓斜塔，是以雪白大理石為主建材所建築而成，華麗而雄偉，象徵著比

薩在鼎盛時期，是多麼的繁榮與富裕。 

飯  店 HOTEL GALILEI PISA  或  HOTEL NH CAVALIERI PISA  或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漫遊，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義式風味 

 

 

第十一天 比薩－87 公里－折扣城 The mall Gucci Outlet－86 公里－文藝復興時的輝煌燦爛：

西恩那 Siena－市區觀光（貝殼廣場、平民宮、大教堂）－古城漫步－225 公里－

羅馬 
行  程 義大利最著名的名牌購物城 The mall Gucci Outlet ，見識時尚名流的最愛，在佛羅倫斯的週遭，

最有名的就是散落於各小鄉鎮的名牌 OUTLET。  

文藝復興時期之重要山城【西恩那】讓我們沿古城牆走一段路，帶您進入洋溢著濃厚的中世紀

氣息的古城中心點參觀世界馳名景點。西恩那與佛羅倫斯並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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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日時不管是遊客還是義大利人總喜歡聚集在這裡，您

何不放鬆心情像他們一樣隨興的坐在廣場上，抬頭仰望著托斯卡尼的藍天，偷得浮生半日閒。

市政廳又稱為【平民宮】建於 1297～1342 年，屬於哥德式建築，雄偉的外觀憑添廣場雄偉的氣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cinisello-balsamo/milvz/hoteldetail
https://www.nh-hotels.com/hotel/nh-milano-fiera
http://www.thehubhotel.com/en/index.php
https://www.hotelgalileipisa.it/
https://www.nh-hotels.com/hotel/nh-pisa


勢，內部有一幅馬提尼之大壁畫及收藏許多西耶那派藝術家作品。【大教堂】可說是集雕刻、

繪畫、建築於一身，本來計畫擴建為中世紀義大利最大的教堂，卻因 1348 年的黑死病死亡人

數太多因而作罷；此建堂建於 1136～1382 年間，正面拱門是羅馬式，上方是歌德式，風格獨特

精緻壯麗，外牆以白色、深綠色、粉紅色的大理石相間裝飾得非常美麗。教堂內部為拉丁十字

形分社 3 個中殿，用黑白雙色條紋相間的大理時時注支撐著拱頂，天花板上有藍色的夜空和金

色的繁星。讓大家驚豔的八角形佈道壇支鑲板是描繪基督的生平，是畢薩諾 1265～1268 年間的

作品；而地板上 56 幅的鑲嵌畫，由西耶那派多位藝術家從 1349～1547 年間集體創作，以描繪

舊約聖經故事為主；東側有一座羅馬式的鐘樓，完工於 1313 年，以黑白紋路的大理石相間砌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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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置身於中古世紀的感覺，古今並存，卻能融合的如此和諧～就在西恩那，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感

覺，就等您親身體驗它的風華絕代。 

之後返回羅馬 

飯  店 RADISSON BLU ES.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REMIER HOTEL ROYAL SANTINA  或  

BEST WESTERN PLUS HOTEL UNIVERSO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逛街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情聖音樂餐廳犢牛風味 

 

 

第十二天 羅馬－市區觀光－梵諦岡教皇國－特別安排～聖彼得大教堂入內－羅馬/桃園國

際機場 
行  程 全日參觀擁有 2,500 年歷史，自古以來一直是歷代王朝的國都，綻放傲人光芒的城市的「永恆

之城」羅馬歷史名勝。 屬於羅馬的榮耀與驕傲的萬神殿是羅馬古典建築唯一保存完善的一座，

莊嚴且肅穆；許願池是羅馬最耀眼的噴泉；天主教勝地～梵諦岡教皇國內的聖彼得大教堂費時

一百五十年才建成，更是舉世無雙的。【聖彼得大教堂】是位於梵蒂岡的天主教宗座聖殿，建

於 1506 年至 1626 年，為天主教會重要的象徵之一。作為最傑出的文藝復興建築和世界上最大

的教堂，其佔地 23,000 平方公尺，可容納超過六萬人，教堂中央是直徑 42 公尺的穹窿，頂高

約 138 公尺，前方則為聖伯多祿廣場與協和大道。雖然並不是所有天主教教堂的「母堂」、亦

非羅馬主教（教宗）的主教座堂，聖伯多祿大殿仍被視為是天主教會最神聖的地點。【梵諦岡

教皇國】又稱做梵諦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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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會最高領袖教宗的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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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朗條約》確定

為主權國家，接受聖座（也是一個國際公認主權實體）的直接統治，實施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城內建築物於 198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電影『神鬼戰士』中故事發生的場景：【鬥獸場】又稱作羅馬鬥獸場、羅馬大角鬥場、羅馬圓

形競技場、科洛西姆或哥羅塞姆；原名弗萊文圓形劇場，（拉丁語：Anfiteatro Flavio / Amphitheatrvm 

falvvm）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形角鬥場，建於公元 72～82 年間，現僅存遺蹟位於現今義大利

羅馬市的中心，羅馬競技場是卵形的圓形劇場，也是目前最大的圓形劇場，使用材料包括洞石、

凝灰岩及磚飾面的混凝土，憑藉著現在的遺跡，想像它昔日的輝煌面貌；西側的【君士坦丁凱

旋門】是位於羅馬的一座凱旋門，位於羅馬競技場與帕拉蒂尼山之間，君士坦丁凱旋門是為了

紀念君士坦丁一世於 312 年 10 月 28 日的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中大獲全勝而建立的，君士坦丁凱

旋門也是羅馬現存的凱旋門中年代最晚的一座。【古羅馬廢墟】位於鬥獸場之旁，是昔日古羅

馬帝國的中心，是現存世界最大面積的古羅馬廢墟，建有無數的宮殿和建築群，現在卻隻剩下

頹垣敗瓦，一片荒涼。附近還有一座君士坦丁大帝的凱旋門，巴黎的凱旋門即按此仿製，其雕

刻工藝十分精巧，宛如一座露天博物館呈現在您眼前。【西班牙台階】是位於義大利羅馬的一

座戶外階梯，與西班牙廣場相聯接，而山上天主聖三教堂（Trinità dei Monti，由法國波旁王朝

的國王所資助建造）就位在西班牙階梯的頂端，西班牙階梯無疑是全歐洲最長與最寬的階梯，

總共有 135 階，是法國的波旁王朝使用法國外交官（Étienne Gueffier）的遺產（20,000 斯庫多）

資助梵蒂岡資金，在 1723 年～1725 年間建造完成的，它是羅馬購物的天堂，是電影羅馬假期

中著名的場景，更因為這裡是西班牙大使館而得名，廣場周圍名店街，咖啡館林立。感受這個

https://www.radissonhotels.com/en-us/hotels/radisson-blu-rome
https://www.hotelroyalsantina.com/
https://www.hoteluniverso.com/


由現代與過去歷史交織成的軌跡，所造就的永恆之都－羅馬，領略古都的魅力所在。【萬神廟】

又稱萬神殿、潘提翁神殿，位於今義大利羅馬，古羅馬時期的宗教建築，後改建成一座教堂。

公元 609 年東羅馬帝國皇帝將萬神廟獻給教宗波尼法爵四世，後者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

教堂（Santa Maria ad Martyres），這也是今天萬神廟的正式名稱。由於其完美的古典幾何比例被

米開朗基羅譽為「天使的設計」。【許願池】是一座位於義大利羅馬的噴泉，也是羅馬最大的巴

洛克風格噴泉，高 25.6 公尺，寬 19.8 公尺。特雷維噴泉也是羅馬市著名的景點，遊客通常會在

此地許願。【威尼斯廣場（忠烈祠）】是位於義大利羅馬的一個廣場，因為附近的威尼斯宮（Palazzo 

Venezia）而得名。 

安排貴賓專屬特許遊覽巴士入羅馬城觀光！羅馬政府規定團體需於中央車站轉搭觀光

公車入古城，以避空汙破壞古蹟及交通阻塞，若團體要搭專用巴士，需事先申請及購買

特許證方可入城，貼心事先申請購買特許證，讓貴賓省卻搭轉搭觀光公車之苦。 
傍晚讓我們揮手與這個千年古城說 BYE BYE，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中停德里），

結束愉快的義大利之行。  

貼心建議：  

1.今天的行程，於羅馬市區走路時間較多，建議您穿雙輕便的鞋子。  

2.參觀聖彼得教堂，請注意您的服裝，請勿穿露肩、涼鞋、短褲，裙長需過膝。  

飯  店 機上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機上簡餐 

 

 

第十三天 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無論這是不是你心中的義大利，相同的旅程，為每一位旅人們留下了豐富多變的感受，永恆的

義大利，期待著你再次的到訪 

飯  店 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X      晚餐：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