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斯汀教堂、龐貝古城、烏菲茲美術館、歐洲之星、扛多拉、羅馬夜遊】 

       義大利 卡不里 阿瑪菲海岸十天(歐洲初體驗－超值團) 
 

 

 

 

 

 

 

 

 

 

 

 

 

 

 

 

 

 

 

 

 

 

 
 

 

 

 

 

 
 

 

 

 

 

 

 

 

 

 

◆ 大好處：選用優質航空，雙城皆有飛行(米蘭和羅馬都有飛喔！)。行程採用不同城

市進出，讓您行程無需走回頭路，讓你旅遊過程輕鬆且深度。 
◆特別安排一晚住宿威尼斯島上一晚◆ 

◆義大利雙島奇緣： 

 (1)歐洲最美麗的畫室－威尼斯聖馬可廣場上的威尼斯大島。 

  (2)卡不里島！絕美的藍洞！ 

◆【聘請當地專業導遊】：(1)羅馬(2)龐貝(3)卡不里(4)佛羅倫斯(5)威尼斯 
【行程特色】：（本行程不進威尼斯水晶玻璃工廠，足足節省半天旅遊時間） 
餐食選擇最多元：全程飯店內美式早餐；午、晚餐則中、西式調配各地方風味。 

參觀永恆之城－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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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安排專屬遊覽巴士入城，省卻搭公車之苦。 

世界七大建築奇景之一－比薩斜塔。     

包含最多門票： 

 ◆【西斯汀教堂＋耳機＋導遊執照的解說人員】－蒐錄了歷代教皇所收藏的龐大藝術品，再加上拉

斐爾和米開朗基羅重要的作品都收藏於此，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寶庫，可是一點也不為過呢

◆【烏菲茲美術館＋導遊執照的解說人員】－享有文藝復興盛名，名列世界三大美術館。 

 ◆【威尼斯玩家專業導遊帶路】－導遊執照的解說人員。 

  ◆【鳳尾船(GONDOLA)】－威尼斯貼心安排六人一艘的扛多拉。 

  ◆【龐貝古城】－傾頹的斷壁殘垣，說明昔日火山爆發的浩劫。 

 ◆【威尼斯+++歐洲之星二等艙+++佛羅倫斯】－搭乘超跑法拉利火車 OR 歐洲之星二等艙更快速火車，

讓您省卻共２５８公里的拉車時間，且本公司也特別多安排一趟車載運您的行李，讓您免除火車

站自行搬運行李不便的問題。  
 ◆【卡不里島＋藍洞＋水翼船】－卡不里島 Isola Di Carpi 藍洞(Grotta Azzurra)一向被譽為世

界七大奇景之一，洞內清泓翠碧的海水因光線折射，洞內的海水會呈現不可思

議的晶藍色，真是讓人身歷其境驚嘆不已！  

 ◆【羅馬夜遊】－晚上羅馬夜景別有一番風味呢!不過一般想要享受這些美麗的夜景市場自費售價 

約要 50 歐元呢!(台幣要 2000 多元哩)只有一個字...貴....。夜晚所有羅馬市內的古蹟都會打上

探照燈，大理石建築在柔和黃色燈光下顯得特別雪白，古城夜晚的氣氛特別好喔。 

◆【"歸來吧!蘇連多"～人間樂土阿瑪菲海岸線】－阿瑪菲海岸位在義大利南部蘇連多半島，呈鋸 

  齒狀的阿瑪菲海岸，有著漂亮的斷崖和細長的沙灘，更有美食美酒和一大片風格各異的豪華別墅

  群。以一首義大利民謠"歸來吧!蘇連多"聞名世界。在古代這裡已是羅馬王公貴族最鍾愛的度假 

勝地。蘇連多也是帕華洛帝（Pavarotti）生前最愛的度假天堂噢！  

PS.＂不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歲以下)須有床位，而且歐洲

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 同房。 

三人房都是雙人房另加一張折疊床或沙發床，也有許多飯店是無法加床，那就必須第三人分出與他人

同房。三人房空間本就不大，加上大行李需要放置，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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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表適用期間：2017 年 10 月 16 日－2018 年 03 月 31 日（每週二出發） 
 城 市 參 考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北／香港 國泰航空 CX-451 1930-2130 （飛行 1小時 45 分) 

 香港／羅馬 國泰航空 CX-293 0030-0635+1（飛行 12 小時 55 分） 

回程 米蘭／香港 國泰航空 CX-234 1210-0640+1（飛行 11 小時 35 分） 

 香港／台北 國泰航空 CX-474 0835-1015 （飛行 1小時 45 分） 

特色旅館：【若遇客滿則以同等級旅館替代之】 
威尼斯～幸福樂章 

一生能有幾次機會呢？威尼斯的夜晚與清晨～ 

來到此地我們特別安排住宿【威尼斯島上飯店一晚：LA GARE HOTEL、BOSCOLO BELLINI HOTEL、

AMADEUS HOTEL】，讓您欣賞到夜晚的威尼斯，華燈初上，說不盡的浪漫、街頭藝人演奏著熟悉旋律

的義大利民謠、有些人悠閒的坐在河畔欣賞黃昏時分的威尼斯、又或悠閒的在聖馬可露天廣場上～ 喝

上一杯咖啡～夜裡的威尼斯，真美！ 

托斯卡納～幸福樂章 

【入住托斯卡納地區的飯店】：WALL ART HOTEL、DATINI HOTEL、WALL ART HOTEL、HOTEL 

NOVOTEL FIRENZE NORD AEROPORTO或同級。  

羅馬～幸福樂章 

【羅馬主題旅館】：NOVOTEL ROMA EUR、IBIS STYLE ROMA EUR HOTEL、IH ROMA Z3或同級。 

【～義～起吃好料】： 
 義大利著名的百年咖啡《每人一杯咖啡》。 

 瑪格麗特 PIZZA，連王妃都驚喜的口味。 

 必吃美食是「佛羅倫斯牛排」。 

 提拉米蘇，Tiramisu，在義大利文裡，有＂帶我走＂的含義，帶走的不只是美味，還有愛和幸福。 

★表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掬弄一把千古不墜的羅馬史蹟，漫步在阿瑪菲蔚藍的海岸線；掇拾一段佛羅倫斯的悠閒時光，悠遊

於莎士比亞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浪漫相遇的唯美城市；拈著一簇沉積千年的火山灰燼，追尋一座滄海桑

田的龐貝古城；揮揮衣袖，帶走一片米蘭的時尚風采，乘坐威尼斯 gondola，享受搖晃錯身的旖旎風光。

義大利，一個無法錯過的城市，以及一趟您無法放過的旅程。 

第 一 天 台北／香港／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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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國泰航空豪華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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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沐浴羅馬帝國的榮光～ 

第 二 天 神鬼戰士羅馬城 ROMA【璀璨永恆之城！羅馬假期，神鬼傳奇夢紀行】      

          【羅馬全日特別配屬個人化專業耳機】 
羅馬有著讓人有時空錯置、回到中古世紀的羅馬舊市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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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保留了原羅馬帝國時代的遺物，

更保存現代「羅馬假期」的風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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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參觀由２０多座美術館所組成的藝術寶庫－★梵諦岡博物館

（西斯汀禮拜堂），欣賞曠世鉅作「創世紀」、終年全球信徒絡繹不絕，雄偉壯麗舉世無雙的

http://www.lagarehotelvenezia.com/en/
http://boscolobellini.hotelinvenice.com/
http://www.amadeushotelvenice.com/
http://www.wallart.it/
http://www.hoteldatini.com/
http://www.wallart.it/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1798-novotel-firenze-nord-aeroporto/index.shtml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1798-novotel-firenze-nord-aeroporto/index.shtml
http://www.novotel.com/it/hotel-9299-novotel-roma-eur/index.shtml
http://www.accorhotels.com/gb/hotel-9301-ibis-styles-roma-eur/index.shtml
http://us.venere.com/ho343937/italy/rome/ih-hotels-roma-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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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大教堂（此地為米開朗基羅構想而成，建築物本身非常吸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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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萬人騷動的◎神鬼傳奇鬥獸場（圓形競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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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來到在天使與魔鬼電影中傳說是羅馬最好喝的咖啡

店，也是許許多多觀光客朝聖之地，【★再忙，也要喝杯咖啡喔！】、人潮鼎沸的◎西班牙廣

場將會是您的最愛。在此您可自由選購義大利名品，也可在浪漫的咖啡屋內，享受多采多姿

的羅馬假期。 

【主題欣賞】： 1984 年世界遺產－★梵蒂岡教皇國、★1980 年世界遺產－羅馬 

【行車遊覽】：陣亡將士紀念堂、威尼斯廣場、台伯河、古市集廢墟 

【下車參觀】：圓形競技場、萬神殿、許願池、君士坦丁凱旋門、聖彼得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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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台階。 

【貼心門票安排】： 

西斯汀禮拜堂－欣賞米開朗基羅的最後的審判及令人嘆為觀止的壁畫極品。（每人特別安

排一副耳機接收器）（凡逢星期日西斯汀禮拜堂休館，或遇特別假日休館時，將更改參觀日

期或前往其他博物館參觀或其他門票代替，敬請見諒！）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義式傳統風味餐 

住宿：NOVOTEL ROMA EUR、IBIS STYLE ROMA EUR HOTEL、IH ROMA Z3、HOLIDAY INN EUR PARCO 

DEI MEDICI、SHEROTON GOLF或同級 

         ～人生必去的五十個地方～ 

第 三 天 羅馬－242KM( 3.5 HR.)－龐貝古城 POMPEII【失落沈睡千年的龐貝古城 VS. 

         維蘇威火山】－35km( 1 HR.)－阿瑪菲海岸線『歸來吧!蘇連多～帕華洛帝 

（Pavarotti）生前最愛的度假天堂噢！』－59km( 1.5 HR.)－拿坡里（南義濱 

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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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千年遺跡後將進入旅程中最美麗海岸線，途經著名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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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是您不可錯的旅遊景點，沿途的景色真是美呀！  

◆【"歸來吧!蘇連多"～人間樂土阿瑪菲海岸線】－阿瑪菲海岸位在義大利南部蘇

連多半島，呈鋸齒狀的阿瑪菲海岸，有著漂亮的斷崖和細長的沙灘，更有美食美酒和一大片

風格各異的豪華別墅群。以一首義大利民謠"歸來吧!蘇連多"聞名世界。在古代這裡已是羅

馬王公貴族最鍾愛的度假勝地。蘇連多也是帕華洛帝（Pavarotti）生前最愛的度假天堂噢！

◆【貼心門票安排】  

★龐貝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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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酒

水 

晚餐：Gambero Rosso(紅蝦)義大

利權威指南餐廳－(媲美法國米其

林餐廳) 

住宿：HOTEL ROYAL CONTINENTAL、UNA NAPOLI HOTEL、H2C HOTEL或同級 

            
 

http://www.novotel.com/it/hotel-9299-novotel-roma-eur/index.shtml
http://www.accorhotels.com/gb/hotel-9301-ibis-styles-roma-eur/index.shtml
http://us.venere.com/ho343937/italy/rome/ih-hotels-roma-z3/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rome/romdm/hoteldetail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rome/romdm/hoteldetail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931
http://www.royalcontinentalnaples.com/
http://www.unahotels.it/
http://www.h2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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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充滿地中海風情的小島～ 

第 四 天 拿坡里（南義濱海地區）－卡不里島 CAPRI【絕美的藍洞！】－230km( 3 HR) 

     －羅馬【特別安排贈送羅馬夜遊】 
今日前往碼頭搭乘★快艇前往世外桃源般人稱『蜜月聖地』，浮在地中海面上世界上最美的

小島：★卡布里島，抵達後換搭乘小船參觀碧藍的水色與夢幻的光影如夢似幻－藍洞，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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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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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風浪太大，船無法出海，是無法退費的。

但我們會更改其他的旅遊方式。此時我們的領隊則會選擇最適宜的方式來代替藍洞的旅遊。） 

PS.我們會依當時的天候狀況由領隊來協調選擇最洽當的旅遊方式：（我們會採用投票的方

式，少數服從多數，若有不周詳之處，敬請見諒！），結束後專車前往羅馬。 

替代方案如下： 
（◎替代方案一）：用「此景只應天上有」來形容「藍洞」（Grotta Azzurra）真的一點都不

誇張！那種晶瑩剔透的藍我們稱為「上帝調好的藍」，有幸身歷其境看過一次實屬開心。據

說能幸運進入洞內窺探「上帝調好的藍」的機率只有三成，因為春天和秋天風浪大加上水位

高，很難進入窄小的洞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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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次是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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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可以從旁看到藍洞洞口

的樣子！此時您一定會深深覺得搭巴士來真是明智的抉擇，要是搭船的話，此刻應該已經暈

到不行了吧！ 

（◎替代方案二）：又或我們也可以選擇另外一種旅遊方式，那就是安排公車上到安娜卡布

里島，之後在安娜卡布里島處搭乘纜椅，俯瞰拿坡里灣，欣賞美麗的海岸線。 

（◎替代方案三）：又或造訪義大利卡布里島不可不去的景點，是位於山頂的聖米迦勒別墅

(Villa San Michele)，由此眺望山下迷人的港灣海景，無不令人迷醉。 

（◎替代方案四）：又或當前往卡不里島的大船真的因為風浪太高，安全考量，因此而無法 

開船。在此情況之下，則我們會更改前往義大利本島的卡塞達皇宮和加上拿坡里的市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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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馬夜遊路線之旅】：  

來到◎聖天使橋＆聖天使古堡（神祕殺手藏身之處及湯姆漢克斯找到由此通往梵蒂岡的祕密

通道）、羅馬熱門觀光景點◎納佛納廣場（湯姆漢克斯救起被五花大綁丟入水池中差一點被

淹死的米蘭樞機主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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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尼尼設計的四河噴泉可說為納佛納廣場的古典巴洛克之美，讓這座廣

場獲得羅馬最美麗的廣場雅稱）、羅馬人稱為大蛋糕的◎維托.艾曼紐二世紀念堂、萬人騷動

的◎圓形競技場。 

Ps.冬天太陽下山的早，而我們的領隊會利用最適宜的時間來帶領貴賓領略羅馬的美景。 

【貼心門票安排】：  

★水翼船★藍洞（洞內清泓翠碧）。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酒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NOVOTEL ROMA EUR、IBIS STYLE ROMA EUR HOTEL、IH ROMA Z3、HOLIDAY INN EUR PARCO 

DEI MEDICI、SHEROTON GOLF或同級 

 

 

 

http://www.novotel.com/it/hotel-9299-novotel-roma-eur/index.shtml
http://www.accorhotels.com/gb/hotel-9301-ibis-styles-roma-eur/index.shtml
http://us.venere.com/ho343937/italy/rome/ih-hotels-roma-z3/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rome/romdm/hoteldetail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rome/romdm/hoteldetail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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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斯，已於西元 198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第 五 天 羅馬－274KM(3.5 HR.)－佛羅倫斯【托斯卡納地區】 
     今日驅車前往佛羅倫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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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聖母百花大教堂，它是佛羅倫斯最

有名的地標。風景明信片決對少不了它；另外一個重要景點就是◎『市政廣場』piazza della  

          signoria，或譯成『領主廣場』，結合周圍的◎『傭兵迴廊』 Loggia dei Lanzi，『烏菲 

          茲美術館』 Galleria degli Uffizi 和◎『維奇歐宮』 Palazzo Vecchio，成為絕對不能 

          錯過的王牌景點。廣場上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有名的大衛像，不過它不是最原始原件，另一 

          個目光焦點就是『傭兵迴廊』，它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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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eo) 斬女妖美杜莎(Medusa) 的青銅像。除此之外我們特別安排參觀蒐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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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蝦之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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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各自找尋滿足，跟著團體旅行，也可以這麼的，自由自在。 

佛羅倫斯，已於西元 198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佛羅倫斯自由活動時，行程小建議如下：】 

（以下的行程小建議都必須是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之下才能參與的活動。） 

(1) 小猪噴泉－摸金猪，許願～會重遊佛羅倫斯，並且帶來好運喔！ 

(2) 維奇歐橋(Pont Vecchio)：Vecchio 義大利文文義為「古老」的意思，故又名為老橋。

也是電影《香水》中，葛奴乙在又臭又髒的魚市場出生，而其市場的場景，就是在老橋上搭

建拍攝的。 

(3) 佛羅倫斯街頭必嚐美食：發掘佛羅倫斯巷弄美食～建議您可以自費品嚐～牛肚包（若遇 

店家臨時關門請諸位貴賓多多見諒！） 

【下車參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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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門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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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逢烏菲茲美術館休館，或遇訂位額滿，將改參觀與烏菲茲美

術館齊名，珍藏有米開朗基羅名作「大衛」真跡等諸多雕刻原作之學院美術館代替，敬請見

諒！）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托斯卡納牛排佐沙拉+酒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HOTEL NOVOTEL FIRENZE NORD AEROPORTO、NIL HOTEL、WALL ART HOTEL、DATINI HOTEL、

HILTON METROPOLE HOTEL或同級 

～義大利山城小鎮、世外桃源、世界遺產之旅～ 

第 六 天 佛羅倫斯【托斯卡納地區】－98 KM(1.5HR.)－比薩－115 KM(1.5HR.)－THE  

MALL OUTLET【逛街購物趣】－53 KM(1HR.)－托斯卡納地區 
          今日專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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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 The Mall OUTLET，這是一個綜合品牌 

的 OUTLET。有 Gucci、YSL、Giorgio Armani、Salvatore Ferragamo、Bottega Veneta、 

Valentino、La Perla、Tod’s、Fendi、Balenciaga、Burberry..等各大品牌。在此可以讓 

您儘情享受暢快購物的樂趣。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托斯卡尼地方料理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HOTEL NOVOTEL FIRENZE NORD AEROPORTO、NIL HOTEL、WALL ART HOTEL、DATINI HOTEL、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1798-novotel-firenze-nord-aeroporto/index.shtml
http://www.nilhotel.it/index_uk.html
http://www.wallart.it/
http://www.hoteldatini.com/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italy/hilton-florence-metropole-hotel-FLRHFHI/index.html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1798-novotel-firenze-nord-aeroporto/index.shtml
http://www.nilhotel.it/index_uk.html
http://www.wallart.it/
http://www.hoteldati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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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TON METROPOLE HOTEL或同級 

～波光粼粼，宛如一座海上皇宮～ 

第 七 天 佛羅倫斯【托斯卡納地區】－+++超跑法拉利火車或歐洲之星二等艙火車之旅 

         （又稱義大利國鐵 FRECCIA「箭」系列火車）+++－威尼斯 VENEZIA【貢多拉搖 

          櫓船漫遊、世紀愛戀水上之城】【升等威尼斯島上飯店 1 晚】 
今日隨著領隊的腳步前往火車站，搭乘★超跑法拉利火車或歐洲之星快速火車（又稱義大利 

國鐵 FRECCIA「箭」系列火車）前往水都－威尼斯。抵達後前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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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遊客極多，必須遠離中心點，才能領略威尼斯的味道。 

來到這裡，一定要坐坐那名為★「貢多拉」（Gondola，六人一艘）的小船，欣賞運河風光， 

悠遊於水都大小河道，享受一段浪漫的時光。結束後您有些些許的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恣 

意的擁抱整個威尼斯風光、坐在百年咖啡館外聽著老樂手們互相飆琴較勁，發掘這座取之不 

盡的秘密花園，找尋威尼斯陽光下的形與色。您也可以在「歐洲最美麗的客廳～聖馬可廣場 

上」，自由參觀，並可以漫步於大、小運河畔旁的名店街 LV、Prada、Gucci、Bottega Veneta、… 

等各大名牌商品『應有盡有』，以及極富『威尼斯特色的紀念品』店，『琳瑯滿目』，再次享 

受購物的樂趣，輕鬆容易！  

【下車參觀】：聖馬可大廣場、聖馬可大教堂、歎息橋、道奇宮。 

【貼心門票安排】： 

★GONDOLA（鳳尾船六人一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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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絕弊端，共和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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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跑法拉利火車或歐洲之星二等艙火車之旅（又稱義大利國鐵 FRECCIA「箭」系列火車）

 （約 2小時）－高速行駛，讓您靜靜的欣賞窗外景緻，亦能省去拉載時間（約 4.5 小時）

【威尼斯玩家帶路】： 

◎專業中文導遊+特別配屬個人化專業耳機帶您深入領略威尼斯的美。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搭乘火車、敬請自理 晚餐：玩家導遊帶您品嚐當地美食

(海鮮拼盤＋義大利墨魚麵+提拉米

蘇)  

住宿：LA GARE HOTEL、BOSCOLO BELLINI HOTEL、AMADEUS HOTEL、HOTEL CARLTON ON THE GRAND 

CANAL、ALBERGO ALL ANGELO 或同級(住宿威尼斯島上的飯店)。若改住到新城區（MESTRE

梅斯特區：B4、NOVOTEL、ANTONY、、等系列飯店）則每人可退價差１０００元。 

～引領時尚，流行神殿～ 

第 八 天 威尼斯－117km(1.5HR)－威諾那－169km(2.5HR)－米蘭【市區觀光～莊嚴聳立 

         的主教堂＋頂尖世界名牌正在呼喚您！】 
今日專車來到莎士比亞筆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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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往米蘭，先來到◎米蘭 

大教堂這是米蘭的市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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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人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篇』來形容其教堂之 

美。◎艾曼紐迴廊，此拱廊建築呈十字形，是米蘭最繁華熱鬧的地區。 

【下車參觀】：米蘭大教堂、斯卡拉歌劇院、艾曼紐二世紀念迴廊、茱麗葉故居、圓形競技

場。 

【貼心小叮嚀】：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italy/hilton-florence-metropole-hotel-FLRHFHI/index.html
http://www.lagarehotelvenezia.com/en/
http://boscolobellini.hotelinvenice.com/
http://www.amadeushotelvenice.com/
http://www.carltongrandcanal.com/
http://www.carltongrandcanal.com/
http://www.allangelo.it/e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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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心在廣場上一些黑人強行給你係上紅絲帶，並強行給你鴿子糧食喔!之後他們會向旅客

  索取費用喔，千萬小心！ 

(2)進入歐洲的所有教堂參觀皆不能穿過於暴露的衣服，短褲、短裙和露肩的衣服都是不被

   允許的且入內時會有嚴格的安檢。也請注意進入教堂內拍照時不能使用閃光燈和三腳架

   且也不能在教堂內講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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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司勾芡

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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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DOUBLETREE BY HILTON、HUB HOTEL、AC HOTEL或同級 

第 九 天 米蘭／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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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十 天 香港／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義大利深度十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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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italy/doubletree-by-hilton-hotel-milan-MILDTDI/index.html
http://www.thehubhotel.com/en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milmi-ac-hotel-mila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