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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天  旅  遊 

義大利—絕美雙島、三城連泊、四段高鐵 慢遊 13 日 
(2020 年夏季版) 

義大利是歐洲民族及文化的搖籃，同時也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它－位於歐洲南部，卻又

有著截然不同的南北風光，除了北部阿爾卑斯山區終年積雪、風姿綽約外，南部的西西里島陽

光充足而又清爽宜人，配上阿瑪菲區塊綿長的海岸線，一年四季裡的義大利，任何一個角落都

不會令人失望 ; 除卻這些地理輪廓外，這裡擁有千年藝術古城遺跡，沉澱著義大利千年的歷

史文化以及記憶！但丁曾說過：「通往榮譽的路上，並不鋪滿鮮花。」，而義大利人是自己歷

史的知音，他們敬畏歷史，珍惜歷史的每一個細節。 

晴天旅遊為您用托斯卡納的艷陽鋪滿紙卷，用威尼斯的水做顏料，用飽含故事的羅馬建

築做注釋，量身定製的義大利 13 日甜蜜之旅就是一幅畫～從米蘭開始醞釀情緒，漫步在米蘭

這樣一個混合現代化和悠久歷史的城市，一切都可以開始得很自然，古老的台伯河流穿過羅

馬古城，讓紅瓦屋頂顯得更加明亮、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曾被法皇拿破崙讚美為「歐洲最美的

客廳」靜謐坐落在市中心、住宿位於托斯卡納大區的莊園飯店，渾然天然的調色盤，草波瀲

灩，一不小心就驚艷了時光，這條義大利旅行路線，是我們推薦給您的第 1001 種表達浪漫的

方式。 
 
【行程特色】 
 市場最短拉車時間，四段高鐵串聯義大利的唯一選擇：晴天旅遊全新推出 2020 慢遊

版義大利行程，透過專業規劃四段長段高速鐵路串聯，有別於坊間旅行社所安排的短

段搭乘，我們為您提供了最佳舒適的旅遊體驗，善用高鐵直達市中心的便利性，全程

僅 9 小時拉車時間，讓您擁有更加充裕的悠閒時光，盡情漫步義大利的風華古城！ 
 市場獨家 比薩斜塔登頂：獨家安排比薩斜塔登頂，據說斜塔最近主體健康，還需要

4000 年才會扶正，為此我們特別為您提前預約搶票，抵達後即可體驗行走傾斜塔樓

的奧妙感，享受在地面無法欣賞的奇蹟廣場俯瞰風光喔！ 
 航班雙點進出，行程最順暢：精選外籍航空的航班優勢，由米蘭進、羅馬出，搭配專

業操作經驗所設計出的行車路線，不同坊間單點羅馬進出的行程走法，減少許多不必

要的拉車時間，讓您在各景點的參觀時間更長更加悠閒。 
 市場少有 三古都絕佳飯店位置連泊 2 晚：精心規劃義大利首都—羅馬、文藝復興發

源地—佛羅倫斯、浪漫水都—威尼斯，三城皆連泊兩晚，並嚴選位置鄰近老城精華區

飯店，免除天天換飯店整理行李之苦，讓您可輕鬆遊覽各個知名景點及商家名店街，

走累了就近回房休息片刻，儲存好體力再逛第二回。 
 嚴選住宿－卡布里島+阿瑪菲海岸，輕鬆遊覽南義風光：想以最悠閒方式暢遊南義海

岸區，最佳住宿首選位置就是卡布里島+阿瑪菲海岸了。由此兩地為出發點，遊覽阿

瑪菲海岸線或者是卡布里島都非常方便，且能夠快速應變海岸線多變的氣候變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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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住宿 迷人的托斯卡納，讓田園香伴您入夢：托斯卡納大區坐擁獨特優美的自然

景色，尤以高低緩坡的丘陵最引人入勝。晴天旅遊特別精選此區的莊園優質飯店，全

世界最美的田園鄉村景致，絕對值得您放慢腳步住宿一晚。 
 義廚教室手作料理+品酒：特別安排一場義廚教室手作料理，並搭配品一杯奇揚地美

酒，領略托斯卡納酒香魅力，用美食交朋友，感受最在地的文化，快來體驗一場義菜

學習饗宴吧！ 
 經典五城安排在地專業中文導遊：於佛羅倫斯、威尼斯、羅馬及龐貝經典五城，特別

聘請當地專業中文導覽人員，用最詳盡的解說帶您深入了解當地人文歷史，讓您入寶

山絕不空手而歸！ 
 多樣化的門票安排，豐富體驗：用心規劃各式票券：龐貝古城、卡布里島船班、藍洞、

羅馬鬥獸場、梵諦岡大教堂及西斯汀禮拜堂套票、比薩斜塔登頂、烏菲茲美術館、威

尼斯道奇宮、威尼斯鳳尾船、威尼斯鐘塔登頂、米蘭大教堂電梯登頂、四段高速火車

（頭等艙），給您最多元的旅遊體驗。 
 經典傳統美饌 佐以 米其林饗宴：用心嚴選在地經典美食，搭配米其林星級精緻料理，

擺脫一般傳統旅行團對於團體餐食的刻板安排，為的就是豐富您的舌尖味蕾，不僅吃

進道地，更要吃進驚喜！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聆聽領隊及導遊的說明事項與盡情地拍照，充

份了解各景點的特色及概況。 
 除了專業服務的隨團領隊，四大名城(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及龐貝)亦聘請當地中

文導遊提供詳細的導覽及解說。 
 每日提供每人一瓶礦泉水；每日午、晚西式餐各贈送一杯佐餐飲料。 
 全程使用五年內歐規大型遊覽巴士，豪華座椅，寬敞舒適。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在地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每間房贈送一台無線網路分享器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on line。 

 
【世界遺產】 
 行程參觀 7 處 UNESCO 景點  羅馬歷史中心及梵諦岡（1980）、佛羅倫斯歷史中心

（1982）、威尼斯（1987）、比薩大教堂廣場（1987）、聖吉米亞諾歷史中心（1990）、
阿瑪菲海岸景觀（1997）、龐貝考古遺址（1997）。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12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羅馬鬥獸場

（7）、聖馬可廣場（26）、龐貝（41）、羅馬萬神殿（51）、佛羅倫斯聖母百花大教堂

（66）、梵諦岡聖彼得大教堂（85）、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89）、梵諦岡博物館（115）、
聖吉米亞諾（205）、米蘭大教堂（245）、卡布里島（303）、比薩斜塔（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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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天 台灣✈杜拜 Dubai【阿聯酋】 
 參考航班：EK-367  2335/0505+1【飛行時間 9 小時 30 分】 

晚餐 ：機上 
住宿 ：機上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前往杜拜，再轉機至義大利北部時尚之

都－米蘭，班機於隔日中午抵達。 
  
第 02 天 杜拜✈米蘭機場 Milan Airport－51km－米蘭【義大利】 
 參考航班：EK-205   0945/1420【飛行時間 6 時 35 分】 

早餐 ：機上      午餐 ：機上       
晚餐 ：米蘭燉牛膝風味料理 
住宿 ：Sina De La Ville 4* 或 Hotel Cavour 4* 或 Hotel Dei Cavalieri 4* 或 
Starhotels Ritz 4* 或 同級 
 
米蘭 Milano 
義大利的經濟及商業中心，也是世界流行時尚之都，米蘭大教堂一帶即為主要的

觀光徒步區，聚集了許多的國際精品名店、歌劇院及美術館等。跟著★專業導遊

的步伐，邂逅米蘭就從★米蘭大教堂（Duomo di Milano）開始吧！遊覽緊鄰教

堂旁－著名的▲艾曼紐二世拱廊（聖十字廣場），高級餐廳與精品名店林立，是

世界旅人到達米蘭必訪的流行盛地，通過拱廊後即▲斯卡拉歌劇院及▲達文西

雕像。隨後安排搭乘★電梯登上教堂頂，米蘭大教堂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有大理

石的詩篇之美稱，於 14 世紀開始興建，歷經 500 多年才竣工。結束後市區觀光

後，保留彈性的自由活動時間給您，您可品一杯道地的義式咖啡、或選擇逛街採

購各式紀念品。(特別備註：米蘭大教堂屬於宗教場所，如遇特殊宗教活動無法

進入，敬請見諒。) 
 

驚喜安排：米蘭大教堂是世界五大教堂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哥德式教堂，其巧

奪天工的美，絕對讓人不忍眨眼，而其屋頂上設有 135 座尖塔雕像，精彩非凡，

晴天旅遊特別安排您搭乘★電梯，登頂欣賞及俯瞰周遭美景。 
 
《貼心提醒》明天將前往威尼斯，不便攜帶大型行李，僅需攜帶輕便衣物，請預

先準備 2 天份的過夜包，大型行李將直接送抵下一站。 
  
第 03 天 米蘭+++（高速火車）+++威尼斯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威尼斯墨魚麵風味料理 

晚餐 ：威尼斯海鮮湯風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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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Hilton Molino Stucky Venice 5* 或 Sina Centurion Palace Hotel 5* 
或 Hotel Metropole 5* 或 San Clemente Palace Kempinski Venice 5* 或 同級 
 
從米蘭火車站搭乘★高速火車前往威尼斯火車站，並隨後換搭★Water Taxi 前

往威尼斯本島。 

 
威尼斯 Venezia【UNESCO，1987】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城市，由 120 個以上的小島、超過 170 條運河及 400 多座大

大小小的橋樑交織形成的水幻迷離世界，內部交通僅能倚賴船隻及徒步而無法

行車。抵達威尼本島後，將搭乘★Water Taxi 前往飯店，隨後由★專業導遊帶領

您參觀▲聖馬可廣場，曾被拿破崙譽為「歐洲最美的客廳」，四周圍繞華麗的建

築及咖啡館，是旅客到訪威尼斯流連之地，▲聖馬可大教堂融合羅馬、拜占庭及

哥德式風格，教堂內以金箔裝飾及鑲嵌畫引人注目，美不勝收。而★道奇宮是昔

日威尼斯共和國歷任總督的居所，擁有精彩絕倫的繪畫及雕飾裝潢，行經▲嘆息

橋，聽聽它的過往低吟，是威尼斯最具浪漫色彩的橋梁之一。 
 
鳳尾船 Gondola 
搭乘★鳳尾船，穿梭於威尼斯大運河及水道之間，一覽水都在筆墨渲染下的華麗

風采。（特別備住：Gondola 為 4 人一艘，如因水位過高或天候因素，鳳尾船停

開退 15 歐元。） 
 
驚喜安排 1：義大利北部為經濟重心，交通繁忙且經常塞車，故我們安排輕裝搭

乘高速火車從米蘭直接前往威尼斯，車行僅約 2.5 小時，讓貴賓避免長途行車之

苦，把最旺盛的體力與精神留在最美的水都威尼斯。 
 
驚喜安排 2：威尼斯為全球旅人嚮往的城市，也是世界著名水都，華麗的建築與

交錯的水道，在晨昏天光水色暈染之下更顯得夢幻迷人，為此我們精選安排連泊

兩晚入住威尼斯的五星飯店，讓您有充分時間感受水都的柔軟時光。 
  
第 04 天 威尼斯 一日慢遊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為不中斷您自由時間，敬請自理 
住宿 ：Hilton Molino Stucky Venice 5* 或 Sina Centurion Palace Hotel 5* 
或 Hotel Metropole 5* 或 San Clemente Palace Kempinski Venice 5* 或 同級 
 
（全日市區參觀） 
今早搭乘★渡船前往▲彩色島 Burano，島上水道穿行，一棟棟彩色亮麗的房子

排列其間，登島遊覽後返回威尼斯午餐。另，特別安排搭乘★電梯登頂★大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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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俯瞰聖馬可廣場及盡覽威尼斯本島與潟湖迷人的風光。午後自由活動，讓您

與珍愛的人攜手駐足威尼斯各景點盡情拍照，留下美好難忘的回憶。（如因水位

過高或天候因素，彩色島無法前往每人退費 10 歐元）。 
晴天推薦：Burano（彩色島）因以紡織蕾絲聞名，故亦被稱為「蕾絲島」，被美

國社群新聞 Buzz Feed 網站票選為「一輩子一定要去的 19 個絕美小鎮」之一，

距威尼斯船程約需 1 小時，島上房子五顏六色極其可愛，是情侶們最愛拍照留

念的地方之一。 
 
驚喜安排：水都威尼斯是每個人的夢想朝聖之地，晴天旅遊特別安排在此停留將

近 1.5 天，並包含您的彈性自由活動時間，讓您可以充分悠遊漫步於水都的浪漫

風情之中。 
  
第 05 天 威尼斯+++（歐洲之星）+++佛羅倫斯－86km－比薩－76km－托斯卡納莊園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比薩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 ：Hotel Relais La Cappuccina 4* 或 Villasanpaolo Spa Hotel 4* 或 
Hotel Il Piccolo Castello 4* 或 Borgo San Luigi 4* 或 同級 
 
從威尼斯本島搭乘★Water Taxi 前往威尼斯火車站後換搭★高速火車前往▲佛

羅倫斯火車站，火車抵達後隨即換搭專屬巴士前往▲比薩。 

 
比薩 Pisa 
以不倒的斜塔而聞名於世，這裡同時也是天文學家、數學家、科學家伽利略的故

鄉，他曾在斜塔上進行【自由落體】的實驗。晴天旅遊驚喜安排登上★比薩斜塔

【UNESCO，1987】，俯瞰▲奇蹟廣場及此間的城鎮風光。（特別備註：比薩斜塔

登頂須提前預約且各時段名額有限，逾期報名來不及預訂者或遇團體預約額滿，

將安排現場排隊，若仍客滿無法參觀，則退還門票費用每人 18 歐元；8 歲以下

貴賓囿於規定無法入內參觀，將退還門票費用，敬請見諒。）。 
 
托斯卡納區 Toscana Area 
托斯卡納是一個義大利中部大區，首府為佛羅倫斯。這裡－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

發源地，孕育出了許多傑出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如但丁，波提切利，米開朗基羅，

達·文西，伽利略和普契尼等，最迷人的大區，田園丘陵錯落的景致，這裡就是

前來義大利的遊客們心之所嚮之地。 
 
驚喜安排 1：比薩斜塔高度約 57 公尺，曾因傾斜而封閉，修復後重新開放，安

排登頂讓您可以入內參觀，領略行走於斜塔內部的奧妙，增添旅程奇妙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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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安排 2：住膩了古蹟舊城區嗎？晴天旅遊特別為您安排於一晚住宿於托斯卡

納大區，這裡像佈滿掛在城堡畫布上的風景，忽地躍然走到眼前，寧靜與完美的

結合，仿佛時間都靜止了，大力推薦您一定要放慢腳步住在這兒一晚！ 
第 06 天 托斯卡納莊園－7km－聖吉米亞諾－45km－義廚教室手作料理+酒莊品酒－

29km－佛羅倫斯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義廚教室手作料理+品酒 

晚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 ：Hotel Mercure Firenze Centro 4* 或 Hotel Pierre 4* 或 Hotel Albani 
Firenze 4* 或 Grand Hotel Cavour 4* 或 同級 
 
聖吉米亞諾 San Gimignano 
山城聖吉米亞諾【UNESCO，1990】，這裏高塔林立，享有中世紀的曼哈頓美名．

行車沿途欣賞托斯卡那鄉村風光，遠遠即可看到一座座白色的高塔聳立在綠色

丘陵上的山城之中，如今雖僅存十來座塔樓，但仍不失韻味，參觀▲聖喬凡尼門、

▲人民宮、▲水井廣場，漫步在石頭鋪成的小徑，此山城同時也是義大利著名葡

萄酒、紅酒醋及橄欖油產地唷~ 
 
義廚教室手作料理+酒莊品酒 
來到托斯卡納大區，除了一覽當地大自然風光外，最能夠快速融入當地人生活的

方式就是美食啦~ 晴天旅遊特別為您安排義廚教室手作料理，並搭配品一杯奇

揚地美酒，領略托斯卡納酒香魅力，用美食交朋友，感受最在地的文化，快來體

驗一場義菜學習饗宴吧！ 
 
佛羅倫斯 Firenze 
今晚下榻於文藝復興發源地、徐志摩筆下的翡冷翠－佛羅倫斯【UNESCO，1982】，
並規劃入住於老城區內，讓您可在明日市區導覽觀光前，搶先一窺文藝復興之城

的浪漫夜色。 
 
驚喜安排：佛羅倫斯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也是中世紀重要的文化、商業中

心，城區不大，卻擁有眾多的歷史建築、雕像和藏品豐富的博物館，徒步即可走

訪。特別安排近連泊兩晚在此，讓您可以深入走進花之城的街巷及廣場，細細品

味，感受文藝復興之都的迷人韻味。 
  
第 07 天 佛羅倫斯 一日慢遊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經典一公斤丁骨牛排（兩人共享）       

晚餐 ：為不中斷您自由時間，敬請自理 
住宿 ：Hotel Mercure Firenze Centro 4* 或 Hotel Pierre 4* 或 Hotel Albani 
Firenze 4* 或 Grand Hotel Cavour 4*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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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斯 Firenze（市區觀光） 
世界上沒有一個都市像佛羅倫斯【UNESCO，1982】一樣擁有數量如此驚人的著

名藝術作品及建築物。由★專業中文導遊帶領您參觀★烏菲茲美術館，細嚐達文

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大師級藝術真品，見證波提切利筆下女神【維納斯的誕

生】，感染文藝復興的浪漫。並參觀以全世界最美麗的圓頂、細緻的浮雕及銅雕

門著稱於世的▲聖母百花大教堂。後續遊覽▲但丁之家、▲老橋、▲金豬廣場、

▲領主廣場。 
 
自由活動時間 Free Time 
保留午後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悠閒散步於花城，親炙歐洲文藝復興的輝煌，或

選擇自由前往採購各類紀念品；或隨意地穿梭在巷弄小店間，看是否能尋寶買到

喜歡的皮件商品；或恣意地享受浪漫歐洲街道的咖啡飄香。 
 
晴天推薦：聖母百花大教堂建於 1296 年，外部以色調深淺不同的白、綠和粉紅

色大理石塊鋪砌而成，色彩斑斕而和諧，擁有最美麗的圓頂，連米開朗基羅都自

嘆不如：「我可以建一個比它大的圓頂，卻不可能比它更美」。 
  
第 08 天 佛羅倫斯+++（歐洲之星）+++拿坡里－26km－龐貝－26km－拿坡里－（水翼船）

－卡布里島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龐貝風味料理       

晚餐 ：卡布里島風味料理 
住宿 ：Hotel Villa San Felice 4* 或 Hotel Gatto Bianco 4* 或 Hotel Regina 
Cristina 4* 或 Hotel la Residence 4* 或 Hotel Mamela 4* 或 同級 
 
從佛羅倫斯火車站搭乘★高速火車前往拿坡里火車站後，與專屬遊覽車會合後

驅車前往★龐貝。 

 
龐貝 Pompeii 
探訪★龐貝古城【UNESCO，1997】，這個一度被火山掩埋的城市，西元 79 年因

維蘇威火山爆發，大量火山岩灰掩埋了整座龐貝城，直至近代才被挖掘出來，故

保存相當完整。踏入古城，時間彷彿就停留在火山爆發的一刻，藍天白雲下千年

古蹟靜止，在時間的洪流中慢慢變成記憶，而遙望那依然高聳的維蘇威火山，留

給旅人無限的想像。 
 
卡布里島 Capri Island 
位於拿坡里灣南部，屬於蘇連多半島外的小島之一，自羅馬共和國時代以來就以

風景秀麗聞名，我們將搭乘渡輪前往▲卡布里島，又稱為戀人之島，世界旅客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A3%E4%B8%8D%E5%8B%92%E6%96%AF%E6%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85%B1%E5%92%8C%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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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蜜月小島，碧海藍天、白色房子，充斥著浪漫的氣息。登島後隨著★專業導

遊的步伐，徜徉在湛藍的海天一色景致中。 
 
 
驚喜安排 1：龐貝古城完整保留了古羅馬帝國人民的生活景況，由於龐貝古城的

出土，讓時間倒流，才能夠使我們親眼見到當時的歌劇院、酒館、澡堂、妓院、

水道橋、角鬥士訓練中心等，感受到昔日的繁華奢糜及古羅馬帝國的強盛與進

步。 
 
驚喜安排 2：卡布里島距離義大利本土約 5 公里，由石灰岩形成，白色的懸崖延

綿不絕，陽光炫耀大地，明艷動人，浪漫有如希臘愛琴海島嶼，據說古羅馬奧古

斯都大帝非常喜歡卡布里島的驚人美景，為了得到它，用好幾倍的土地換取，在

島上度假了整整十年，至今仍是一個連歐洲人都憧憬的度假勝地。 
 
驚喜安排 3：義大利地形南北狹長，往返交通繁忙且主幹道經常塞車，故我們特

別規劃輕裝搭乘長段高速火車從佛羅倫斯直接前往拿坡里，車行僅約 2.5 小時，

讓貴賓避免長途行車之苦。 
  
第 09 天 卡布里島－（水翼船）－蘇連多－阿瑪菲海岸線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南義風味料理 

晚餐 ：阿瑪菲風味料理 
住宿 ：Hotel Lloyd’s Baia Amalfi coast 4* 或 Hotel Cetus amalfi coast 4* 
或 Hotel Marmorata 4* 或 Hotel Miramalfi Amalfi 4* 或 同級 
 
藍洞 Blue Cave 
卡布里島的海岸多懸崖峭壁，並有多座海蝕洞，★藍洞就是其中之一且洞穴為石

灰岩地形，洞窟內側深 54 米，高 15 米。由於在光線與海水折射之下導致其海

水顏色變幻莫測，帶有一種湛藍色的美，因此被稱為藍洞。（特別備註：若因天

候因素無法參觀藍洞，則另安排環島行程替代 ; 若風浪過大，導致無法出海，

則每人退費 20 歐元。） 
 
（特別備註：藍洞、卡布里島導覽及阿瑪菲海岸線行程將視天候、船班時間及藍

洞開放情形調整；如本日船班時間過晚或無參觀藍洞，將改提早搭船至蘇連多並

搭車前往阿瑪菲。） 
 
蘇連多 Sorrento 
位在南義大利那不勒斯海灣邊的知名度假小鎮， 從此處前往卡布里島或是阿瑪

菲等渡假勝地皆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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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菲海岸線 Amalfi Coast 
▲阿瑪菲海岸線【UNESCO，1997】，這條被 Discovery 頻道譽為人生必遊 50 大

景點之一的海岸線，它－擁有熱情的艷陽及濃厚的南歐風情，沿岸陡峭的山崖加

上常年由山上溪流入海時帶來的泥沙堆積，讓這裏的海岸線美麗而曲折。 
 
晴天推薦 1：卡布里島距離義大利本土約 5 公里，由石灰岩形成，白色的懸崖延

綿不絕，陽光炫耀大地，明艷動人，浪漫有如希臘愛琴海島嶼，據說古羅馬奧古

斯都大帝非常喜歡卡布里島的驚人美景，為了得到它，用好幾倍的土地換取，在

島上度假了整整十年，至今仍是一個連歐洲人都憧憬的度假勝地。 
 
晴天推薦 2：阿瑪菲海岸線是義大利南部蘇連多半島南側的一段海岸，綿延 40
多公里，因盛產檸檬，特產許多檸檬製品如檸檬酒、檸檬橄欖油、檸檬糖、檸檬

香皂等，故亦被稱為檸檬海岸線。1997 年以其崎嶇的地形、如畫的美景、城鎮

的獨特和多樣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第 10 天 阿瑪菲海岸線－拿坡里+++（高速火車）+++羅馬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米其林一星料理 

晚餐 ：龍蝦義大利麵風味料理 
住宿 ：Hotel Bernini Bristol 5* 或 Palazzo Naiadi The Dedica Anthology 5*
或 同級 
 
拿坡里 Napoli 
驅車前往◎拿坡里（或稱為「那不勒斯），同時也是南義的第一大城，沿路秀麗

風光從海岸延伸到小山丘的那不勒斯市街，湛藍海水讓那不勒斯擁有海角樂園

的美名，義大利有一句美麗的諺語：「見那不勒斯，死而無憾。」從▲火車站搭

車直抵▲羅馬。 
 
羅馬 Roma 
特別安排由當地★專業導遊帶您遊覽★鬥獸場，西元 72 年動工，動用 4 萬奴隸，

歷時 8 年完成，見證了羅馬帝國全盛期的國力，亦是世界性的重要文化遺產。 
 
羅馬夜遊 Roma Night Tour 
羅馬【UNESCO，1980】是西方文明發展的起源，古老帝國的中心，也是千年古

城，古跡俯拾即是，處處皆景，您可在明日市區導覽觀光前，搶先一窺羅馬古城

的奇幻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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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安排：羅馬建城歷史已有 2700 多年，市區面積廣大，保有大量古跡及名勝，

值得花較多時間遊覽，特別安排住宿羅馬市中心五星級飯店連泊兩晚，讓您有充

分時間悠閒領略古城迷人韻味。 
  

 
第 11 天 羅馬 一日慢遊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為不中斷您自由時間，敬請自理 
住宿 ：Hotel Bernini Bristol 5* 或 Palazzo Naiadi The Dedica Anthology 5*
或 同級 
 
由★專業導遊帶領您走訪永恆之城，參觀★梵諦岡博物館及★西斯汀小教堂，歷

代教宗費心蒐羅的古羅馬重要藝術品、文藝復興時期及現代宗教的藝術珍品。▲

聖彼得廣場、與▲聖彼得大教堂為梵諦岡教廷的主要教堂大殿，世界最大教堂，

經歷了 12 位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期名建築師之手，其中米開朗基羅所設計的圓

形屋頂更為梵諦岡的重要地標，教堂內華麗的大理石裝飾美不勝收。（特別備註：

聖彼得大教堂屬於宗教場所，如遇特殊宗教活動而導致無法進入，敬請見諒）。 
 
著名之▲許願池，為旅客必遊的羅馬景點，傳說背向池成功投擲 1 次 1 枚錢幣

在特萊維噴泉，將能夠再度返回羅馬，隨後徒步續往▲萬神殿，神殿初建於西元

前 27 年，經過 2 千多年的洗禮仍保持原貌，是現存古羅馬建築中保存最完整的

遺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純石製成的建築物，而不容錯過的▲四河噴泉在那

沃納廣場上，由設計師貝尼尼設計建於 1651 年，刻有當時人們所知四大洲的四

條大河，造型精美，是巴洛克藝術高峰期的代表作。 
 
彈性自由活動 Free Time 
為您保留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選擇前往參觀▲西班牙廣場，廣場中的▲破船噴

泉、▲西班牙台階等著名景點，此區域四周匯集了商店、馬車和賣花攤販，熱鬧

繁華，在此逛街攤購紀念品、或拍一些網美照，好好地享受屬於您的羅馬假期。 
 
驚喜安排 1：參觀梵諦岡博物館將由中文專業導遊帶您欣賞諸多藝術珍品，其中

尤以一代大師米開朗基羅的創世鉅作【創世紀】與【最後的審判】最令人嘆為觀

止，整幅壁畫場面宏大、氣勢恢宏、人物眾多，場景令人震撼不容錯過。 
 
驚喜安排 2：羅馬市觀光資源豐富，惟大多數的團體旅遊行程安排倉促，無法讓

旅客盡情遊覽，殊為可惜。晴天旅遊安排讓您今天下午在羅馬市區自由活動，且

嚴選飯店就位於市中心，您隨時可以逛街或休息，慢慢享受悠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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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羅馬－31km－羅馬機場杜拜【阿聯酋】 
 參考航班：EK-98   1525/2325【飛行時間 6 時 00 分】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機上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機場辦理登機及退稅手續，並搭機經杜拜返回台灣。（貼心叮

嚀：因羅馬機場退稅機制日趨繁瑣，故須提早前往機場辦理；另，今日為方便辦

理登機前相關手續，午餐敬請自理。） 
 

第 13 天 杜拜台灣 
 參考航班：EK-366  0435/1650【飛行時間 8 小時 15 分】 

 
班機於今日傍晚返抵，帶回無數的感動與滿滿的照片，結束豐富、甜蜜而難忘的

【義大利 慢遊 13 日】旅程。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

◎標示為行車參觀。 
 

航班參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時間 

台北—杜拜 TPE/DXB 阿聯酋 EK-367   2335/0505+1 9:30 

杜拜—米蘭 DXB/MXP 阿聯酋 EK-205   0945/1420 6:35 

羅馬—杜拜 FCO/DXB 阿聯酋 EK-098   1525/2325 6:00 

杜拜—台北 DXB/TPE 阿聯酋 EK-366   0435/1650 8:15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