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義大利 Bravo 14 天 

 
【雙島奇緣：威尼斯島上飯店住宿二晚 VS.卡不里島上飯店住宿一晚】 

《七大名城 追尋電影場景》邂逅你我的天荒地老~尋找電影中的浪漫愛情 

1. 佛羅倫斯 Florence • 在《窗外有藍天》，欣賞你 

2. 威尼斯 Venice • 在蜿蜒的水巷中演繹《色遇》 

3. 龐貝 Pompei • 《龐貝》重現當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時滅城的的浩劫紀錄 

4. 羅馬西班牙廣場 Piazza di Spagna • 萬種風情的《羅馬假期》 

5. 聖吉米安諾 San Gimignano • 《電影～托斯卡尼豔陽下》 

6. 馬特拉 Matera • 像極了兩千年前的耶路撒冷•電影《受難記》場景 

7. 阿瑪菲海岸 Amalfi • 電影《托斯卡尼豔陽下》拍攝場景 

《五次米其林饗宴》義大利風味理 義網打盡 (2 次紅龍蝦指南餐廳+3 次米其林推餐) 

1. 義大利著名的人氣咖啡《每人一杯咖啡》 

2. 必吃美食是「佛羅倫斯牛排」 

3. 歐洲必吃的百年淬煉～米其林饗宴 

4. 道地義大利美食評鑑~Gambero Rosso 紅龍蝦料理餐廳 

5. 細嚼生活的滋味～安排「義大利慢食得獎餐廳」 

  



 

《四大旅遊主題》從南到北 盡收眼底 

1. 天空之城～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靈感來源 

2. 奧爾恰山谷的麥田、罌粟花與絲柏之路 

3. 耶路撒冷 FU～馬特拉的石頭城（SASSI DI MATERA） 

4. 童話世界的蘑菇小鎮～阿爾貝羅貝洛（ALBEROBELLO） 

《三島奇緣-威尼斯島/卡不里島/彩色島》VS. 《三段快速火車》 

1. 威尼斯+++歐洲之星二等艙+++威諾那 

2. 佛羅倫斯+++法拉利火車二等艙或歐洲之星二等艙+++威尼斯 

3. 拿坡里+++法拉利火車二等艙+++羅馬 

搭乘三段火車，讓您省卻共６０２公里的拉車時間。 

《門票最多》 

1. 西斯汀教堂＋耳機＋導遊執照的解說人員 

2. 圓形競技場＋導遊執照的解說人員 

3. 烏菲茲美術館＋導遊執照的解說人員 

4. 威尼斯玩家專業導遊帶路 

5. 鳳尾船(GONDOLA)－威尼斯貼心安排四人一艘的貢多拉。 

6. 龐貝古城 

7. 卡不里島＋藍洞＋水翼船 

8. 不惜成本的阿瑪菲海岸線－此地因政府環境保護法則，旅行團大車更是不能走，

但我們不惜成本，加派規格車子帶您進入這義大利南方最著名的景觀海岸風景！ 

9. 羅馬夜遊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羅馬 中華航空 CI-075 23：40 — 07：50+1 14：10 

回程 羅馬 → 台北 中華航空 CI-076 11：05 — 05：45+1 12：40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  羅馬機場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機，

航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中華航空 CI075 23:40 / 07:5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4:10 

  



 

第 二 天  羅馬機場-天空之城- 奧爾恰山谷【皮恩札】－西恩納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天空之城》，相信大家都看過，如此絕美的天空之城，原來靈 

感就來自此 Civita di Bagnoregio！白露裡治奧古城（Civita di Bagnoregio）離羅馬只是 

150km，整座城長不足 300 米，寬僅 200 米，建於 2500 年前，位於山的頂端，只靠一條 

狹窄的長橋與外界相連，兩旁為山谷，從遠處看就好像一條橋帶到一座天空中的城堡，因此 

被稱為“天空之城”。據說曾經宮崎駿在清晨時份來到這地，當時因為很大霧，令這城就像

漂浮於半空之中，讓這小說家創作了有關天空之城的故事。接著沿著奧爾恰山谷的絲柏之

路..經典的『托斯卡尼』鄉間田園景緻，好似明信片般的歷歷在目，整個奧斯塔山谷(Val 

d'Orcia)都屬於世界文化遺產景觀！享受一個人的自在，沉浸在兩人的世界又或與三五好友

促膝長談，共享親人間的天倫之樂，抑或是舉杯同慶，就在此刻。 

【下車參觀景點】天空之城、奧爾洽山谷、皮恩札。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羅馬—(126KM 02:00)—天空之城—(84KM 01:30)—皮恩札—(53KM 

01:00)—西恩那 

 

白露裡治奧【天空之城】 

被稱為“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奧是位於義大利拉齊奧大區維泰

博省的一個村莊。白露里治奧的歷史可以追溯至 2500 年之

前，是一座由伊特魯里亞人創建的村莊。由於該村莊孤立于山

頂，與外界隔絕，這裡也被稱作是天空之城。 

 

麥田、罌粟花與絲柏之路 

擁世界遺產的山城皮恩札，是教皇庇護二世(Pope Pius II)的出

生地。小城特別的是可俯瞰奧爾恰山谷綿延不斷的山丘景緻。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 晚餐：義式風味餐 

住宿：PETRIOLO SPA RESORT、GRAND CONTINENTAL SIENA HOTEL、
ROSEWOOD CASTIGLION DEL BOSCO HOTEL 或同級(五星飯店) 



 

第 三 天  西恩納－比薩－佛羅倫斯 

今日接著前往文藝復興時期之重要山城～西恩那。西恩那與佛羅倫斯並列托斯卡尼地區的二

大藝術古都，也是目前僅存的中世紀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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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日時不管是遊客還是義大利人總喜歡聚

集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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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比薩比薩斜塔參觀，以斜塔聞名全

世界的小鎮，從 1 0 世紀以來即備受東方貿易的溫潤，繁榮成富強的海洋國家，和威尼斯及

熱那亞並列互爭地中海霸權。於強勝時期此地１１世紀時所建造〔斜塔〕為世界七大建築奇

景之一，此地也因伽利略誕生地而著名，比薩斜塔日益傾斜，義大利政府正全力挽救中！ 

 

◆備註：若因佛羅倫斯不定期舉辦展覽，若遇展期城區內飯店客滿，則改住往托斯卡納區的

飯店，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下車參觀景點】貝殼廣場、比薩斜塔。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西恩那— (122KM 02:00) — 比薩 —(80KM 01:30) — 佛羅倫斯  

 

中世紀古城-西恩那 

下車沿古城牆走一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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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托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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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廣場三大建築之一「比薩斜塔」 

比薩斜塔是獨立式鐘樓，在工程開始不久後便因地基不均勻和

土層鬆軟而傾斜。與它相鄰的大教堂、洗禮堂、墓園均對 11

至 14 世紀義大利建築藝術有巨大影響，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

化組織評選為世界遺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一星餐廳 晚餐：托斯卡尼牛排佐沙拉 

住宿：AMBASCIATOR HOTEL、NH FIRENZE、BAGLIONI HOTEL、STAR 
MICHELANGELO HOTEL、STAR TUSCANY HOTEL 或同級 



 

第 四 天  佛羅倫斯++【法拉利火車或歐洲之星二等艙】++威尼斯<聖馬可島上飯

店 連泊 2 晚> 

佛羅倫斯為文藝復興發源地，自古就有〔花城〕美稱，名詩人徐志摩依其義大利語發音譯作

〔翡冷翠〕。其中聖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羅倫斯最有名的地標；另外一個重要景點就是『市政

廣場』，或譯成『領主廣場』，結合周圍的『傭兵迴廊』，『烏菲茲美術館』和『維奇歐宮』，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廣場上除了有名的大衛像，另一個目光焦點就是『傭兵迴廊』，是

個半露天的雕塑博物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座珀爾修斯斬女妖美杜莎的青銅像。接著安排

參觀蒐集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創作最完整的烏菲茲美術館。『親眼目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

等大師們的藝術真品。閒暇之餘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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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著名的草本保養品蕾莉歐 L'ERBOLARIO 等等。 

 

◆備註：若訂不到五星飯店，則我們會以四星飯店為主每人退價差 NTD：1000 元。 

◆備註：若住到新城區（MESTRE 梅斯特區：FOUR POINT BY SHERATON、NOVOTEL、

BEST WESTERN、、等系列飯店）則每人可退 NTD：2500 元。 

【含門票參觀景點】 烏菲茲美術館、。佛羅倫斯++威尼斯 快速火車 

【下車參觀景點】天堂之門、聖母百花大教堂、但丁之家、市政廳廣場（領主科西摩廣

場）、維奇歐宮、傭兵迴廊。 

 

烏菲茲美術館 

烏菲茲美術館讓您親眼目睹大師們的真品，其中包括鎮館之寶：波堤

且利的【春】、【維納斯的誕生】達文西的【天使報喜】；米開蘭基

羅的【聖家族】；拉斐爾的【金翅雀的聖母】...等等都是著名的曠世

傑作。 

 

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 

佛羅倫斯。此地為文藝復興發源地，自古就有〔花城〕美稱，以它的

風景如畫確實當之無愧，名詩人徐志摩依其義大利語發音，譯作〔翡

冷翠〕也傳頌一時，如今雖已無昔日繁榮，但在文化藝術上地位依然

重要無比。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 晚餐：搭乘火車、敬請自理 

住宿：住宿於威尼斯島上(或其他威尼斯島上的五星飯店）：LUNA HOTEL BAGLIONI、
CA'SAGREDO、SAN CLEMENTE PALACE、HILTON HOTEL、WESTIN EUROPA & 
REGINA HOTEL、BAUER HOTEL。 



 

第 五 天  威尼斯【貢多拉搖櫓船】 

水都之城－威尼斯有著１７７條的運河及有１１８座小島，而連接島與島橋樑也有４００座

之多，莎士比亞劇中之〔威尼斯商人〕的所在地。搭乘汽船前往有『歐洲會客廳』之稱的聖

馬可廣場。來到喧擾的聖馬可廣場，眼前融合了古典、羅馬、歌德及拜占庭式精緻的聖馬可

教堂已然擄獲了您的視覺心靈！接續來到嘆息橋【聽說戀人們在嘆息橋下接吻就可以天長地

久，其典故來自一九七九年的電影《情定日落橋》(A Little Romance)，在這裡取景男女主

角在橋下接吻呢！】。來到這裡，一定要坐「貢多拉」（Gondola，四人一艘）欣賞運河風

光，悠遊於水都大小河道。接著來到威尼斯最著名－「里奧多橋」（Ponte del Rialto）。大

運河第一名勝，原為一座木橋！此橋橫跨大運河，狀如拱形，在橋上觀景，壯觀之極。 

 

◆備註：若訂不到五星飯店，則我們會以四星飯店為主每人退價差 NTD：1000 元。 

◆備註：若住到新城區（MESTRE 梅斯特區：FOUR POINT BY SHERATON、NOVOTEL、

BEST WESTERN、、等系列飯店）則每人可退 NTD：2500 元。 

【含門票參觀景點】道奇宮、貢多拉(四人一艘)。 

【下車參觀景點】聖馬可廣場、聖馬可教堂、里奧多橋、嘆息橋 

 

威尼斯共和國 

近千年的歷史，在威尼斯這座潟湖上的群島城市留下了令人震

撼與驚艷的美麗城市結構。島與島間的橋梁，串起了這座城市

的旺盛生命力。十字軍東征帶來的機會，讓威尼斯成為海上一

方霸主，為他贏得了亞得里亞海女王稱號。 

 

GONDOLA 鳳尾船 

原為水都威尼斯生活必備交通工具，有錢人家中必備的船隻，

因此裝飾的美侖美奐。為了解決弊端，16 世紀下令一律採用黑

色，且統一大小尺寸，便於船隻交錯及進出碼頭。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 
晚餐：海鮮拼盤＋義大利墨魚麵+

提拉米蘇冰淇淋 

住宿：住宿於威尼斯島上(或其他威尼斯島上的五星飯店）：LUNA HOTEL BAGLIONI、
CA'SAGREDO、SAN CLEMENTE PALACE、HILTON HOTEL、WESTIN 
EUROPA & REGINA HOTEL、BAUER HOTEL。 



 

第 六 天  威尼斯【彩色島】++【歐洲之星二等艙快速火車】++威諾那－米蘭 

今日前往以彩色的建築而聞名的彩色島。而彩色島是在威尼斯本島外瀉湖區其中一個小島。

據說，這裡的建築物刷成彩色的是為了讓漁人在大海遠處可以看到自己的家。雖然彩色島很

小，但值得您花上稍許時間好好的遊覽，彩色島每個相鄰的房子都顏色不同，水巷感覺很

美，另外絲蕾花邊也是這個島特有的。彩色島的義大利語名字是 Burano，最早讓彩色島出

名的並不是這可愛的景致，而是蕾絲。手工蕾絲編織是彩色島的主要產業，所以很多人把它

叫蕾絲島。結束後搭乘歐洲之星快速火車前往威諾那。來到莎士比亞筆下《羅密歐與茱麗

葉》永遠戀情故事發生地－威諾那。威諾那在 13~14 世紀是黃金時期，當時的當權者史卡

利家族，據說就是這裡的世家大族。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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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茱麗葉的故居、保持最完整最古老，且為全義第二大圓形劇場等等都是

它參觀的重點。 

 

【含門票參觀景點】歐洲之星 威尼斯++威諾那。 

【下車參觀景點】彩色島、茱麗葉故居、圓形劇場。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威尼斯++歐洲之星++威諾那—(169KM 02:30)—米蘭 

 

一輩子一定要去的 19 個絕美小鎮之一「彩色島」 

威尼斯是島群所組成的一個城市，其中最著名的除了聖馬可島

外，再來就是北邊的 Burano，也被稱為「彩色島」或是「蕾

絲島」，並被票選為〝最夢幻的 10 座小島〞當然是我們此行

不能錯過的景點囉！ 

 

威諾那 

是位於義大利北部阿迪傑河畔的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羅馬人

統治時期，留下了許多宏偉建築，其中圓形劇場，更是保存完

整，至今仍是夏季歌劇節的主場地。公元 2000 年入選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義式牛膝風味餐 

住宿：DOUBLETREE BY HILTON、CROWNE PLAZA MILAN LINATE、BEST 
WESTERN HOTEL LE FAVAGLIE 或同級 



 

第 七 天  米蘭／巴里（或布林迪西） 

來到米蘭大教堂外觀，教堂內部並非觀光場所，團體無法入內解說，您可以利用自由活動 

時間自行入內參觀，這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擁有 135 座尖塔、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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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篇』來

形容其教堂之美；而艾曼紐迴廊建築呈十字形，是米蘭最繁華熱鬧的地區。下午要前往義大

利的巴里 Bari，它是普利亞 Puglia 省的首府，將從米蘭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往巴里。（若此班

客滿的話，則會改飛往義大利鞋跟的古城－布林迪西）。 

 

◆【領隊帶您在錯綜複雜的街道巷弄中尋幽探訪，發現驚喜】： 

(1) 米蘭有一家 1888 年開創的百年小吃店 Luini-米蘭道地小吃 PanZerotti 義大利餃子，外型類似

台灣韭菜盒造型，外皮有炸甜甜圈的 Q 彈，搭配濃厚的起司、蕃茄內餡，您可以自費親自體驗，趁

熱吃非常美味喔！ 

(2) 米蘭最推薦的冰淇淋(gelato)，三隻鹿冰淇淋(Le Tre Gazzelle)：1954 年成立，來到這您一定要

自費嚐嚐看他開心果口味。吃起來真的很特別，堅果的味道整個在嘴裡散開，讓您吃完真的很開心

呢！還可以享受到冰心沁涼的口感！PS.若遇店家臨時關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含門票參觀景點】國內線機票。 

【下車參觀景點】米蘭大教堂、斯卡拉歌劇院、艾曼紐二世紀念迴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參考航班（國內線班機）：AZ1655 16:55-18:20 AZ1647 

19:20-20:45 

 

米蘭大教堂 

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教堂像米蘭大教堂一樣擁有這麼多尖塔。

這些尖塔沿著教堂邊緣排列，覆蓋了整個屋頂，彷彿一頂王

冠。天氣晴朗時，從教堂屋頂可以看到米蘭最高的摩天樓，甚

至是北邊的阿爾卑斯山脈，可說是米蘭最具特色的一處景點！ 

 

艾曼紐二世紀念迴廊 

修建於 1865 年到 1877 年之間，這座覆蓋個玻璃與鑄鐵的建築

是當時 19 世紀流行的設計，而拱廊街還連接著米蘭著名的兩大

地標:米蘭大教堂和史卡拉歌劇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人氣餐廳 

住宿：NICOLAUS HOTEL、ALBERGO DELLE NAZIONI HOTEL、HI HOTEL BARI 或
同級 



 

第 八 天  巴里－阿爾貝羅貝洛【童話蘑菇村】－馬特拉－巴斯利卡塔區 

今日前往已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所保護的阿爾貝羅貝洛村，地中海的天空總是 

特別藍，將土盧里(Trulli)白色牆面襯得格外雪白，在熱情陽光的陪伴下，終於看到整片的

「土盧里」--阿爾貝羅貝洛小鎮。"Alberobello"被稱為「天堂小鎮」，這裏保存著 1000 多

座石頂屋，是世界上真正的「石頂屋之家」，1996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踏入這個

小鎮，沿街密密麻麻都是圓頂石屋，使用大片的石頭，圓錐形狀的屋頂以瀝青覆蓋，創造出

無比奇妙、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築特色。此外屋頂上都有各種的文字和圖案。有的圖案是天主

教的象徵、有的是其他世俗之作。而馬特拉(Matera)可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鎮之一，散布

在喀斯特山谷間的沙西石屋(Sassi)最為聞名，是地中海地區保存最為良好、面積最大的人類

穴居建築群。這種石穴居源於史前時代人類的居住方式，被推斷這裡可能是義大利人們最早

定居的地點之一，也是世界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備註：若遇餐廳客滿則改至其他地方吃米其林一星。 

【下車參觀景點】蘑菇村、馬特拉、Sassi 石屋。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巴里—(66KM 01:00)—蘑菇村—(68KM 01:30)—馬特拉—(122KM 

01:30)—巴斯利卡塔區 

 

童話蘑菇村-阿爾貝羅貝洛 

土盧里的建築風格，是利用方形的石灰石圍成圓形的房舍，裡面

無柱無樑，堆砌至一定高度後再用片狀石灰石板往上疊砌，逐步

收窄封頂，成了圓錐狀的尖頂，而石板之間無需任何黏合劑，下

雨也不會漏水，於圓頂周邊做一小小水槽，下雨時將其收集於自

家專為儲存雨水建造的水井；聽說住土盧里的房子，不僅很堅

固、乾燥還冬暖夏涼，聽起來就覺得很不錯。 

 

令人時空錯亂的洞窟民居村—馬特拉 

一群為逃離戰亂的人，來此建城，惡劣的環境下，在山裡挖出一

座座的石洞窟，20 世紀時，這裡曾是義大利人眼中的國家恥

辱，鹹魚翻身式的在觀光產業帶動下，這裡成為世人眼中的亮眼

美景。電影的拍攝加持下，帶動了整個城市的改變，但不變的是

這邊獨特的洞穴居民村莊建築特色。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一星餐廳 晚餐：Gambero Rosso 紅蝦認證傳統建築
「SASSI」餐廳 

住宿：九重葛飯店、GRANDE ALBERGO POTENZA HOTEL 或同級四星旅館。 



 

第 九 天  巴斯利卡塔區－龐貝古城－卡布里島 

今日專車前往參觀羅馬帝國時期建築遺跡－龐貝古城，此城於公元７９年因維蘇威火山爆

發，遭大量火山岩灰所覆蓋而被埋在地下，一直到１７４８年才被挖掘出來，實為保存最完

整的古蹟之一，其規模更是驚人，至今有１／３仍在挖掘中，當您參觀此地廢墟之時，必能

讓人臆想當時１９００年前人們的生活及難得一見的城市景觀，彷彿穿越時光隧道，重回兩

千年前的時空，體驗古城風光！隨後前往碼頭搭乘快艇前往世外桃源般人稱『蜜月聖地』卡

不里島。坐在船上眺望著遠方，變化莫測的夕陽，海上豪華的帆船，配上寧靜的地中海，此

等美景，人生夫復何求？ 

◆備註：若島上飯店客滿，則改住到拿坡里地區的五星飯店 GRAND HOTEL PARKER’S 

HOTEL、RAITO HOTEL 或同級。 

【含門票參觀景點】龐貝、卡布里島水翼船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巴斯利卡塔區—(132KM 02:00)—龐貝—(27KM 00:40)—卡布里島 

 

失落千年的文明古城—龐貝 

西元 79 年 8 月 24 日，維蘇威火山瞬間爆發，被埋於火山灰、

火山轢之下。經過 1700 年的漫長歲月，18 世紀後葉這座長眠

地底的古城才被挖掘而重見天日。棋盤狀的街道、神殿、浴

池、住宅又歷歷重現。 

 

入住票選全球十大性感小島之一的蜜月首選卡不里島

熱愛這裡的名人很多，瑞典王妃維多麗亞也常常來此渡假，湯

姆克魯斯第二次結婚的蜜月在卡不里島渡過（好浪漫啊！）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 晚餐：南義景觀餐廳 

住宿：REGINA CRISTINA、GATTO BIANTO、LA PALMA、SAN FELICE、HOTEL LA 
RESIDENZA 或同級四星旅館。 



 

第 十 天  卡不里島【絕美藍洞】—阿瑪菲海岸線（南義濱海地區） 

清晨的地中海、寧靜中不失華麗。浮在地中海海面上世界上最美的小島：卡不里島，讓我們

搭乘小船參觀碧藍的水色與夢幻的光影如夢似幻－藍洞，進入這個水邊山洞，彷彿來到世外

桃源，必能遺忘現實生活的塵囂。返回港口之後，安排前往卡不里小鎮 

，烏伯特二世廣場日夜瀰漫著熱鬧氣氛，到處可見別出心裁的個性小店，以及咖啡小館位於

維托艾曼紐大道上，尤其是由古斯都花園，眺望美得令人窒息的地中海美景，更可驚豔卡不

里島之美。結束卡不里之旅後搭船前往最美麗海岸線。接著將進入旅程中最美麗海岸線，著

名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將其列名為「人生必去的五十個地方」之一的「阿瑪菲海岸區」。

沿線都是斷崖絕壁綿延的阿瑪菲海岸線，搭配白色別墅及浪花拍岸景觀襯托出南義海岸特有

風光，沿途的景色真是美呀！ 

◆備註：因為春天和秋天風浪大加上水位高，很難進入窄小的洞口，據說能幸運進入藍洞內

的機率只有三成；而冬天或許進的了洞內，不過缺乏陽光的照射之下，看到的可能不是

「藍」洞，而是「黑」洞。若遇風浪太大，船無法出海，是無法退費的，但領隊會依當時的

天候狀況，協調選擇最洽當的代替旅遊方式（採用投票的方式，少數服從多數，若有不周詳

之處，敬請見諒！）。  

替代方案如下：  

◎替代方案一：搭巴士從旁遠望藍洞洞口 

搭乘卡不里巴士直接來到藍洞站牌，再走個五分鐘下階梯，就是藍洞洞口了！雖然無法坐船

進入洞口，但可以從旁看到藍洞洞口的樣子！  

◎替代方案二：安娜卡不里島之旅  

安排公車上到安娜卡不里島，之後搭乘纜椅，俯瞰拿坡里灣，欣賞美麗的海岸線。  

◎替代方案三：卡不里島上旅遊  

造訪卡不里島不可不去的景點，位於山頂的聖米迦勒別墅，由此眺望山下迷人的港灣海景，

無不令人迷醉。  

◎替代方案四：義大利本島卡塞達皇宮+拿坡里市區觀光  

安全考量下，若前往卡不里島的大船真的因為風浪太高而無法開船，則更改前往義大利本島

的卡塞達皇宮及拿坡里市區觀光。（若採用了方案四則代表是無法上到卡不里島上的，實屬

因風浪太高，安全第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含門票參觀景點】水翼船、藍洞。 

【下車參觀景點】阿瑪菲海岸線。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卡布里島—(海岸線船班)—(26KM 01:00)—阿瑪菲海岸線 



 

「此景只應天上有」藍洞 

卡不里島的海岸多懸崖峭壁，並有多座海蝕洞，藍洞就是其中

之一，用「此景只應天上有」來形容一點都不誇張！由於光線

原因，那種晶瑩剔透的藍我們稱為「上帝調好的藍」。這裡在

古代可能是羅馬帝國皇帝的個人泳池和入浴場所。 

 

Ciao！Bella 阿瑪菲海岸線（Amalfi） 

義大利南方最著名的景觀海岸，被美國國家地理權威評選為一

輩子一定要去的 50 個地方之一。阿瑪菲海岸在 1997 年被列入

世界遺產。這處綿延約 40 公里長的斷崖絕壁海岸線，被許多旅

遊書譽為全世界最美的海岸線、人生必訪的 50 處景點之一。甚

至在 1999 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更將它與希臘愛琴海

諸島並稱「人間天堂」(Paradise found)。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 晚餐：南義西式風味餐 

住宿：GRAND HOTEL PARKER’S HOTEL、RAITO HOTEL、GRAND HOTEL LA 
PACE、 PARCO DEI PRINCIPI 或同級(五星飯店) 

 

  



 

第十一天 南義阿瑪菲海岸地區－拿坡里++【超跑法拉利火車或歐洲之星二等艙更

快速火車】++羅馬【城市夜遊】 

今日搭乘歐洲之星二等艙（或法拉利火車）快速火車前往首都羅馬。抵達後展開浪漫的『羅

馬假期』，來到萬人騷動的神鬼傳奇鬥獸場（圓形競技場）、君士坦丁凱旋門。晚餐後利用

『華燈初上』的羅馬夜晚的浪漫氣氛，古城也慢慢呈現出一種獨特迷人的浪漫氣息，精心設

計的探照燈光，展現了這些古建築的高昂氣魄，似乎向人們再次炫耀昔日羅馬帝國那不可一

世的權威和傲慢。我們特別推薦一個震撼人心的藝術之旅，一個不可錯過的精神享受，及一

個了解羅馬的最好機會。 

◆典藏安排【羅馬夜遊路線之旅】：來到聖天使橋＆聖天使古堡、羅馬熱門觀光景點納佛納廣

場、貝尼尼設計的四河噴泉『恆河、普拉特河、多瑙河與尼羅河』與埃及方尖碑、萬人騷動

的圓形競技場。 

◆備註：夏天太陽下山的晚，而領隊會利用最適宜的時間來帶領貴賓領略羅馬的美景。 

◆備註：若遇餐廳客滿則改至其他地方吃米其林一星。 

【含門票參觀景點】拿坡里++羅馬快速火車、圓形競技場。 

【下車參觀景點】君士坦丁凱旋門、聖天使古堡、四河噴泉廣場。 

 

羅馬競技場 

2007 年 7 月 7 日，全球一億民眾網路票選評出世界新七大奇

景，名單在葡萄牙里斯本揭曉。義大利的古羅馬競技場和中國

的萬里長城、約旦的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約熱內盧基督像、秘

魯的馬丘比丘、墨西哥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金字塔、以及印度

的泰姬陵並列，成為新世界七大奇景。 

 

典藏羅馬假期夜遊 

走訪羅馬熱門觀光景點：聖天使橋＆聖天使古堡、羅納佛納廣

場，貝尼尼設計的四河噴泉『恆河、普拉特河、多瑙河與尼羅

河』與埃及方尖碑…等等。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一星餐廳 
晚餐：古意盎然、時空交

錯的歷史餐廳 

住宿：CROWNE PLAZA ST.PETER HOTEL、 H 10 ROMA CITTA 、MARRIOTT 
PARK、A.ROMA LIFESTYLE HOTE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羅馬【西斯汀禮拜堂、梵諦岡博物館】 

羅馬是您不可錯過的偉大歷史名城，也是世界各地對歷史文明有興趣遊客尋古探幽的好地

方。此地還有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文化、藝術瑰寶，以及天主教教廷所在－梵蒂岡。接續

參觀藝術寶庫－梵諦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欣賞曠世鉅作「創世紀」，又緊接著走到鎮

館之寶拉斐爾畫室，文藝復興三巨頭中的拉斐爾在梵蒂岡待了長達 10 年的時間，這些都是

您不可錯過的。雄偉壯麗的－聖彼得大教堂，進入教堂即可看見放置在中央的教宗祭壇，而

祭壇下方則為聖彼得之墓，僅供人祭拜瞻仰但非教徒不可進入，祭壇右手邊為聖彼得青銅

像，此銅像常年受信徒的親吻及觸摸，更顯得金碧輝煌。接續來到心靈活水許願池、萬神之

廟萬神殿『西元 118 年哈德連皇帝所建！』、接續來到傳說是羅馬最好喝的咖啡店再忙，也

要喝杯咖啡喔！最後來到的西班牙廣場您可自由選購名品，也可在浪漫的咖啡屋內享受多采

多姿的羅馬假期。 

【含門票參觀景點】 西斯汀禮拜堂、梵諦岡博物館 

【下車參觀景點】聖彼得大教堂(聖彼得大教堂為免門票，如遇教宗臨時舉辦宗教活動無

法入內，則改為外部廣場參觀)、萬神殿、許願池、西班牙台階。 

【行車遊覽】陣亡將士紀念堂、威尼斯廣場、台伯河、古市集廢墟 

 

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 

為天主教會最高權力機構聖座的所在地，也是天主教會最高領

袖教宗的駐地所在；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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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神殿 

主體呈圓形，頂部覆蓋著直徑達 43.3 米的穹頂，是自建成後到

1436 年間最大的穹頂。穹頂的最高點也是 43.3 米，頂部有一

個直徑 8.9 米的圓形大洞，用於採光。這個洞也是萬神廟唯一

的採光點，這樣以來光線從頂部泄下，會隨著太陽的移動而改

變光線的角度，給予人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義大利慢食得獎+Gambero Rosso 紅蝦

權威指南雙獎餐廳 

住宿：CROWNE PLAZA ST.PETER HOTEL、 H 10 ROMA CITTA 、MARRIOTT 
PARK、A.ROMA LIFESTYLE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羅馬機場桃園機場 

今日整理行裝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中華航空 CI07611:05 / 05:45+1 預計飛行時間 12:40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十四天  桃園機場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義大利深度 14 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

有不便，敬請見諒。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

必「主動」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足

單人房差價；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及保證 

 

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晚餐含飲料一杯。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1. 多樣景觀：阿瑪菲海岸線、托斯卡尼絕美風光 

2. 悠久歷史：羅馬、維諾那、米蘭、威尼斯、比薩、佛羅倫斯、西恩那、龐貝 

3. 義式品味：特別安排人氣咖啡館義式咖啡品嘗 

4. 歷史小鎮：天空之城、馬特拉、阿爾貝羅貝洛、西恩那 

5. 包含門票：西斯汀禮拜堂、梵諦岡博物館、圓形競技場、烏菲茲美術館、道奇宮、鳳尾船

Gondola(4 人一艘)、龐貝古城、卡布里島藍洞+水翼船、阿瑪菲海岸線、羅馬夜遊 

6. 貼心交通：一段國內線航班(米蘭/巴里)、三段快速火車(維諾那-威尼斯、威尼斯-佛羅倫斯、拿坡

里-羅馬)。 

7. 精選住宿：威尼斯島上五星連泊二晚、托斯卡尼五星莊園旅館、卡布里島上 

8. 豐富美食：8 次米其林饗宴(或 Gambero Rosso 紅蝦料理)、義式牛膝風味餐、托斯卡尼牛排、

傳統建築 Sassi 餐廳風味餐、海鮮拼盤+墨魚麵、南義景觀餐廳、古意盎然、時空交

錯歷史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