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戀上義境.絕美南北義. 

法拉利高鐵.經典卡布里.威尼斯島上飯店 12 天 

 

行程不是把他填滿就是好行程,也不是只有高價或低價就好，價值遠超過價格的行程才是專業的安

排，我們希望在有限的時間中，經由專業的領隊帶領下，讓您此次旅遊充實，留白一些時間，也許

來杯咖啡，也許嚐嚐義式甜點或冰淇淋，深刻感受南歐浪漫義式風情~ 

 

義大利與眾不同獨特體驗~  

(1) 威尼斯三島縱覽(水晶島+聖馬可島+彩色島.三島全覽) 

(2) ”羅馬假期 ”巡禮~ 梵諦岡博物館+美景夜遊 

(3)  義大利經典雙 OUTLET 盡情雪拼 

(4) 北義絕美浪漫湖區+度假區：西米歐尼湖區+維洛那→浪漫全覽。不再有遺珠之

憾。 

(5) 義大利七大名城 

  ．暢遊閃耀輝煌榮光的永恆之都「羅馬」。（1980/1990 收列世界遺產） 

  ．名牌精品雲集的時尚之都「米蘭」。 

  ．輕鬆遊覽即將消失的浪漫水都「威尼斯」。（1987 收列世界遺產） 

  ．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1982 收列世界遺產） 

  ．有世界七大奇景之稱的比薩斜塔所在地「比薩」。（1987 收列世界遺產） 

  ．羅密歐與茱麗葉浪漫故事背景古城「維洛娜」。（2000 收列世界遺產） 



 (6)中世紀山中古城老鎮 

    ．宮崎駿筆下最為美夢幻的老城「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奧） 

    ．文藝復興時期，最繁榮的奇蹟山城「懸崖之城」。（奧維亞多） 

    ．義大利百塔之城+世界冠軍冰淇淋誕生地 「聖吉米那諾」。 

 

(7)「卡布里島」- 深入藍洞-國家地理雜誌推薦人生 50 個必去之地之一 

 
 

(8)省時且新穎的旅途交通安排☆ 

搭乘義大利最新穎與時尚法拉利列車 ITALO〈或歐洲之星列車〉，目前世界最快速、最新穎火車，

時速平均超過250公里。 

 

 

 

 



(9)豐富多元的美味義式道地美饌：  

【義大利墨魚麵+酥炸海鮮拼盤】【托斯卡尼.豪華丁骨牛排大餐】【南義+羅馬→雙響

海鮮風味料理，再加贈羅馬之夜音樂表演】【義式風情自助料理】 

 

 貼心贈送義大利手工冰淇淋兩球 

 (聖吉米那諾-冠軍冰淇淋!!!) 

義式冰淇淋傳承百年的專業技術與上等原料，搭配著嚴謹的

製程步驟，用雕塑藝術的心情來完成作品，因此，義大利冰

淇淋聞名於世，絕對不是浪得虛名，而是實至名歸，它創造

前所未有的幸福口感，令世人難以忘懷~ 

 長靴國度、巷內小吃美食天堂- 義大利 

☆ 跟著美食-食尚玩家&浩子&阿翔的腳步、一同體驗道地義大利風

味吧！！ 

去到義大利沒品嚐到美食旅遊達人推薦的當地人特色小點嗎？？那就

遜掉囉！旅遊美食不該只是餐餐大餐，讓我們隨著最夯的食尚玩家~

浩角翔起的推薦，一同體驗義大利當地人與各大旅遊書籍都推薦在佛

羅倫斯《翡翠義式香燉牛肚堡》，吃完如此美味，您也可說，我也是義

大利「巷仔內」的專家喔！！ 

※食尚玩家為台灣優質創意旅遊美食節目，並於民國 100 年榮獲第 46

屆金鐘獎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獎-今日就讓我們跟著最佳男主角「浩角

翔起」的腳步，前往一探義式道地美食吧！ 

 

☆ 跟著美食-最夯網路部落客推薦的腳步、一同體驗

道地義大利風味吧！！ 

我們隨著最夯的網路部落客的推薦，一同體驗義大利

當地人與各大旅遊書籍都推薦在義大利當地人都推

薦由 1888 年開幕的《義式油炸三明治》,快來當義大

利「巷仔內」的美食專家吧！！        

 

 

 

 

 

 

 

 



【住宿體驗無敵升等】 

※ 威尼斯入住島上飯店：SANTA MARINA 或 BONVECCHIATI 或 AMADEUS 或 

PRICIPE 或同級 

 

◆ 【貼心安排】 

(1)特別贈送每位貴賓全程租用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 

    遊的專業解說，並輕鬆拍照，減低外界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就是愛你，蜜月好禮】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泰國航空 TG-635 台北 曼谷 20:10 23:05 

泰國航空 TG-944 曼谷 羅馬 00:01 06:00 

泰國航空 TG-945 羅馬 曼谷 13:55 05:45+1 

泰國航空 TG-634 曼谷 台北 07:10 11:50 

 

 

第 一 天 台北 / 曼谷 

今日帶著快樂的行囊，奔向熱情又浪漫的義大利。南北狹長像靴子一樣的義大利，曾是羅

馬帝國的所在地，在政治、藝術和建築上皆為後代留下不少豐功偉業。中古世紀時的文藝

復興在此萌芽，米開朗基羅等大師在此地留下相當多的藝術瑰寶。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豪華客機 

住宿／豪華客機 

========================================================= 

第 二 天 曼谷 / 羅馬－白露里冶奧 BAGNOREGIO(天空之城)－奧維亞多

ORVIETO(懸崖之城)－比薩 PISA 

 
 

早安！今早前往素有義大利天空之城之稱的～白露里冶奧，之後獨家驅車前往歐洲地形

最奇蹟的城市之一。奧維亞多「懸崖之城」。特地安排搭乘奧維亞多纜車。並前往造訪



托斯卡尼區第二漂亮的哥德式教堂「奧維亞多主教教堂」。今晚入住於義大利比薩區。 
白露里冶奧 

最早是建立於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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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曾經荒廢了幾百年，當地人稱為鬼城，因巳有一段長時間

沒有人居住及與世隔絕，直至日本著名漫畫家宮崎駿到此遊覽後，就以此作為題材，創造了漫畫小

說中的“天空之城”而聞名四方。此城興建在高地上，如大霧時分，遠眺此城彷似是飄浮於半空中

的城市，彷彿置身在空中城堡一樣浪漫。 

奧維亞多 

義大利翁布里亞大區西南部城市，位於火山凝灰岩大山的平頂上。高居於幾乎垂直的凝灰岩懸崖之

上，城牆完全用同一塊石頭建造。此地由於在文藝復興時期各種商會及貿易在此時蓬勃發展。創造

了此托斯塔尼另外一個美麗的山中城市。而壯觀的奧爾雅多主教座堂、亦是您不可錯過的一景。 

【下車參觀】：天空之城～白露里冶奧; 懸崖之城~奧維亞多。 

【門    票】：天空之城入城巴士、奧維亞多纜車。 

【行車距離】：羅馬－124km－白露里冶奧－23km－奧維亞多－195km-比薩 

早餐／豪華客機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義式 PIZZA 風味料理 

住宿／Hotel GALILEI 或 TOWER INN PISA VALDERA HOTEL 同級 

=========================================================  

第 三 天 比薩(世界七大奇景)－FIDENZA DESIGNER OUTLET─米蘭 MILLANO 

 
早餐後前往造訪奇蹟古城－比薩，參觀被列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譽為工程力學奇蹟的比

薩斜塔及受洗堂等。觀光事業相當發達。午後驅車前往FIDENZA DESIGNER OUTLET名牌購

物城。添購歐洲超值得精品紀念物。今晚入住時尚之都「米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F%81%E5%B8%83%E9%87%8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9D%E7%81%B0%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B0%94%E7%BB%B4%E8%80%B6%E6%89%98%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比薩 

在羅馬帝國時代就已是重要海港，中世紀時期因航海路線的擴張與活躍的貿易活動，而發展成為地

中海西岸之海權強國。回教世界的數學與科學隨之傳入，幾何原理的應用使得藝術家突破當時的限

制，蓋出又高又大的教堂，同時還大量運用圓拱、長柱及迴廊等羅馬式建築元素，形成獨樹一格的

比薩風格 

FIDENZA DESIGNER OUTLET 

FIDENZA OUTLET 坐落於米蘭近郊，優越的地理位置，已成義大利當地人最愛前往的 OUTLET 商

場之一，整理 OUTLET 村採用典型的義大利風格與熱情好客的態度，是購物、美食與文化的完美

結合。購物村提供一系列時尚選擇。設有逾 100 家義大利設計師與國際品牌專賣店，全年提供高達

建議零售價最低至三折的優惠，實在非常划算。 

https://www.fidenzavillage.com/zh-cn/home/ 

【下車參觀】：比薩:比薩斜塔、主教堂、奇蹟廣場、洗禮堂；FIDENZA DESIGNER OUTLET。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DOMINA, NH FIERA, KLIMA,或同級 

=========================================================  

第 四 天 米蘭－西米歐尼湖畔小鎮 SIRMIONE－浪漫愛情之城~維洛娜 VERONA 

今早先來到多摩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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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紐十字拱廊，此拱廊建築呈十字形，是米蘭最繁華的地區。之後 前

往阿爾卑斯山區最美麗的西米歐尼湖泊渡假區－加達湖；爾後我們要去參訪一個浪漫的

城市：愛情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發生地－維洛娜。今晚入住於此區域飯店。 

米蘭 

一座輕易就拋掉沈重歷史包袱的城市。永遠領先世界潮流的服飾，令人目不暇給，深深地吸引著各

地遊客走在米蘭的街道上，觸目所及皆是簡潔的流行線條，前衛的歐洲在此隨時乍現，它的時麾品

味令愛好時尚的族群亦步亦趨。然而它的優雅卻是根植於深厚的過去，一種令人望塵莫及的古典。 

加達湖區之西米歐尼古城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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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與爭趣！閒暇時間您更可自費搭乘遊艇遊湖，欣賞湖濱兩岸美景及許多名人的豪華宅

邸。在碧綠湖水的襯托下，更讓人如痴如醉。 

維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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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莎士比亞筆下「羅

密歐與茱麗葉」故事的背景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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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贈美食】：美食小饌品嘗-米蘭油炸三明治  PS.如遇商家休館，則退餐費 10€/人。 

【下車參觀】：米蘭－哥德式大教堂、斯卡拉歌劇院、艾曼紐十字拱廊；西米歐尼－史卡拉

城堡、加達湖；維諾那－茱麗葉故居、卜納廣場、圓形競技場 

【行車距離】：米蘭~132KM~西米歐尼湖區~31KM~維洛那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蘭油炸三明治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BEST WESTERN CTC VERONA 或 Hotel West Point  或同級 

========================================================= 

第 五 天 維洛娜～威尼斯 VENICE【彩色+玻璃+聖馬可~威尼斯三群島深度漫遊】 

https://www.fidenzavillage.com/zh-cn/home/


【貼心提醒 - 今晚請攜帶過夜包】 
今日驅車前往展開世界最美迷濛水都之城－威尼斯之旅，深入水都威尼斯群島，座落在伊

比利半島旁的亞得里亞海之繁星點點的海中離島，可謂是上天給威尼斯區域最大的禮讚，

一座座的離島，各自有各自美麗的風情， 

首先咱們前往玻璃島“Murano”，前往參觀威尼斯著名的水晶鍛造工藝廠。綺麗的藝法與

帶有歷史典故的百年工藝，保證讓您耳目一新。 

接著咱們貼心為您安排在威尼斯另一抹“彩色”的回憶，乘船前往：彩色島“Burano”。

漫步於五彩繽紛，大小座落不一的彩色世界裡，彷彿童話般迷人，如此獨家祕境，我們只

為您貼心安排。 

爾後我們貼心為您安排前往有著『歐洲會客廳』的聖馬可島“St.Marco”。來到喧擾的聖

馬可廣場，廣場上精緻的聖馬可教堂已然擄獲了您的視覺心靈！『聖馬可翼獅』及『聖者

托達洛』之雙石柱是威尼斯的地標，一如威尼斯的門神。接續來到有著唯美傳說的嘆息橋。

貼心安排搭乘體驗★「貢多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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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聖馬可島 St.marco Island) 

地球上獨一無二的城市！150 條運河、400 餘座橋樑交織的水幻迷離世界，任誰不癡醉！威尼斯美

麗的姿影，如光影歲月般難醒！莎士比亞劇中之〔威尼斯商人〕的所在地，均襯托出威尼斯此一日

益下沈的城市。而其中可看到，最大特色是街上看不到汽車行駛及沒有車聲喧囂，所有的交通工具

完全浮於水面。 

彩色島 Burano Island 

是在威尼斯本島外瀉湖區其中的另一個小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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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彩色島不大，但值得您花上稍許時間好好的遊覽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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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島 Murano Island 

雖然少了聖馬可島的熱鬧與喧囂，但是於本島卻多了一分祥和與寧靜的度假氣息，這裡是至 15 世

紀起，威尼斯的貴族與有錢人的度假勝地，島上的另一個特色，即是那聞名世界流傳百年的玻璃製

造工藝。從 13 世紀開始，此島製造出的玻璃工藝品。就一直為歐洲人所嚮往的商品，同時也為威

尼斯往東方貿易的重要商品。我們特別安排您前往參觀不容錯過的玻璃工藝博物館參觀這流傳好幾

世紀的神奇工藝。 

貢多拉搖櫓船（Gondola，六人一艘） 

威尼斯代表交通工具(六人一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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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最著名而美麗的一座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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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能錯過！！！  

【貼心安排】：包船暢遊威尼斯三島(價值：25 歐元/人)、百年玻璃工藝博物館、彩色島 

【若遇威尼斯漲潮期間無法前往水彩色島，則將改贈送聖馬可鐘樓登頂】 

【下車參觀】：聖馬可教堂、聖馬可廣場、道奇宮、嘆息橋  

【貼心加贈】：貢多拉搖櫓船－威尼斯代表交通工具(六人一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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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風味】： 

墨魚汁義大利麵+酥炸海鮮拼盤－取出新鮮墨魚的墨囊，和入麵條另做成拌麵醬汁，製作醬汁全程

不加水而純以白酒熬製，是威尼斯名菜。再加上烏賊、鮮蝦、鱈魚等新鮮海鮮，裹上麵粉後油炸成



金黃色的外皮，再佐以義式沾醬亦或淋上新鮮檸檬。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威尼斯墨魚麵風味餐 

住宿／: SANTA MARINA 或 BONVECCHIATI 或 AMADEUS 或 PRICIPE或同級 

=========================================================  



第 六 天 威尼斯++法拉利高速列車++花都佛羅倫斯 FLORENCE─托斯卡尼區 

早餐後，特別安排搭乘義大利「法拉利高速列車」，以每小時近 300公里時速，送您前往

『文藝復興，璀璨之城佛羅倫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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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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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利高速列車 

2012 年全新營運，由義大利超跑法拉利汽車公司投資的高速火車，有火紅的車身、流線型子彈車

頭，以每小時近 300 公里時速，送您前往義大利各個城市。更結合了知名品牌『TOD'S』與義大

利百年傢具品牌『Poltrona Frau』負責打造列車內裝，包括豪華車廂以及頂級皮椅配備，既安全

又舒適，讓您親自體驗法拉利的極速快感。 

(註：如遇法拉利列車訂位額滿或停駛，則改搭歐洲之星高速火車取代。) 

佛羅倫斯 

此地為文藝復興發源地，公元前一千年就有人在此定居，凱撒軍於公元前５９年在此建殖民城市，

當年紀念花神芙蘿拉曾在此舉行花神祭，故而得名。自古就有「花城」美稱，以它的風景如畫確實

當之無愧，大文豪徐志摩依其義大利語發音，譯作「翡冷翠」也傳頌一時。麥第奇家族所建立出來

的文藝復興典範，可說是空前絕後，影響所及是西洋文明史的人本主義再次甦醒。 

【加贈美食】：美味品嘗-翡翠義式香燉牛肚堡。PS.如遇商家休館，則退餐費 10€/人。 

【下車參觀】：雕刻廣場、大衛像、聖母百花教堂、聖約翰洗禮堂、維奇奧古橋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翡翠義式香燉牛肚堡 晚餐／托斯卡尼.豪華丁骨牛排大餐 

住宿／Datini HOTEL 或 Wall ART HOTEL 同級  

=========================================================  



第 七 天 托斯卡尼區─聖吉米那諾 SAN GIMIGNANAO(百塔之城) ─THE MALL OUTLET

城─羅馬 

早安！今日展開托斯卡尼山城之旅前往托斯卡尼之中最美的山城～聖吉米那諾。托斯卡尼

地區一座最美且高塔林立迷人的中古世紀小鎮─聖吉米那諾，此地已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並擁有「百塔之城」的美譽，抵達後前往奇斯特納廣場參觀，您也可觀看到美麗

的托斯卡尼莊園景色，並品嘗最美味的義大利冠軍冰淇淋。爾後專車前往名牌折扣城～The 

mall Outlet！坐落在風光秀美的托斯卡納鄉間。在這個優雅精緻的建築空間中，諸多世

界精選品牌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展現在您面前，其中薈萃的商品種類包括男裝、女裝、童裝、

配飾、香水、鞋類和家居用品，您可以在這些商店間自由徜徉，流連忘返。今晚入主義大

利首都「羅馬」。 
聖吉米那諾 

一座座紅磚玉石般所堆砌出的高塔，宛若中古世紀的摩天樓，吸引著所有人的目光。走過中古世紀

城堡棋佈的古老山城，聖吉米那諾像是顆綴在托斯卡尼上最亮眼的一棵寶石。 

【貼心贈送】：冠軍冰淇淋 2 球。 

PS.義大利冰淇淋是最有名的，然而義大利最具代表性的更是位處聖吉米那諾的冠軍冰淇淋，我們

於最到味的城鎮提供您最道地的美食體驗喔。(如遇商家休息我們將以佛羅倫斯有機冰淇淋或許願

池旁的冰淇淋做為替代。) 

【下車參觀】： Ｇucci Outlet 名牌折扣城。聖吉米那諾～奇斯特納廣場、大教堂。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ERGIFE PALACE 或 BLACK HOTEL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ROME EAST 或同級旅館 

=========================================================  

第 八 天  羅馬－龐貝古城 POMPEII【失落沈睡千年的龐貝古城 VS.維蘇威火山】 

        －南義美景濱海旅館 

今日前往參觀羅馬帝國時期建築遺跡－★龐貝古城，其規模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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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古城風光，結束千年遺跡後 

龐貝古城 

此城於西元 79 年 8 月 24 日因維蘇威火山爆發，遭大量火山岩灰所覆蓋，直至近代方被挖掘出來，

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構造完全與當時相符的城市，實為保存最完整的古蹟之一，也為 2000 年前羅

馬帝國的繁華輝煌歷史做一見證。置身於千年古蹟與感受龐貝人的智慧，於市集廣場上遙望依然高

聳的維蘇威火山，夕陽西下景緻萬千。 

【門    票】：龐貝古城；蘇連多古鎮 

【行車距離】：羅馬－255 KM－龐貝古城－60KM－蘇連多－10KM－南義濱海區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南義風味料理 晚餐／南義風味料理 

住宿／ HOTEL HERMITAGE 或同級飯店 

=========================================================  

http://www.themall.it/


第 九 天  南義美景濱海旅館－蘇連多－羅馬 
今日早餐後前往碼頭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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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驚豔卡不里島之美。（若遇風浪

太大，船無法出海，是無法退費的。但我們會更改參觀奧古斯都花園，來代替藍洞的旅遊。）

午後返回義大利首都-羅馬。 

  

卡布里島 

陽光、海洋、島嶼、小巷弄編織了南義大利的風情，位於拿坡里灣外，被稱為「地中海之珠」。相

傳羅馬皇帝提比略在西元 27 年退位後選擇到此定居，過著享樂的生活，從此卡布里島就成了歡樂

代名詞。卡布里島島上山勢起伏，建築依山而居，加上氣候溫和、海岸優美， 成為歐美人士休養

勝地和蜜月熱門點。 

若遇風浪太大，無法乘船登入藍洞，則改搭乘纜車(或另安排巴士)登上卡布里島奧古斯都花園服覽

卡布里港灣景色。 

【門    票】： 卡布里島來回船票+藍洞船票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Ergife Palace 或 NH Midas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Rome East 或同級旅館 

=========================================================  



第 十 天 羅馬【經典名片巡禮+永恆之都】+【璀璨經典羅馬夜遊】 

今日展開經典名片『羅馬假期』巡禮，觀看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車行經過艾曼紐二世紀念

堂，氣勢磅礡雄偉的造型和大理石閃耀的光芒，讓羅馬其他同型建築物相形失色。 

感受被天主雙手環抱的感動，羅馬永恆的象徵曾上演人獸搏鬥的圓形競技場，君士坦丁凱

旋門，爾後進行市區觀光：電影場景之一的許願池。之後在電影羅馬假期中的場景－西班

牙台階，擁有自己的時光，漫步於台階前的購物大街；您更可於露天咖啡座品嚐 CAPUCCINO，

觀賞著街上衣著光鮮熱情的人群。遨遊屬於您的羅馬假期中。 

今晚展開迷人的夜遊『羅馬』，於此您將融入羅馬假期的世界，美麗的夜色帶您進入這傳奇

之夜。 

今晚貼心領隊將帶您夜訪迷人的羅馬之夜 

 

在金色燈光襯托下，羅馬的夜景是全世界觀光客目光焦點，也是大家的最愛！它以柔和古典優美的

英姿，屹立在空中以最醒目的角度，等候您來按下您的相機，捕捉最浪漫的倩影。 

羅馬 

羅馬的精神即大就是美，帝國遺跡無不顯示這個特點。對羅馬的讚嘆與驚異必須親身站在它的腳下

才能體會那股震撼，在這石柱與雕像到處林立的古都，什麼是「不朽」，何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羅馬都活生生地在告訴你：這是人類曾經擁有過的文明最大的驕傲。 

鬥獸場&凱旋門 

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形角鬥場，也是古羅馬帝國標誌性的建築物之一。鬥獸場是古羅馬舉行人獸

表演的地方，參加的角鬥士要與一隻牲畜搏鬥直到一方死亡為止，也有人與人之間的搏鬥。建於公

元 72 年~82 年間，現僅存遺蹟位於現今義大利羅馬市的中心；著實為世界一奇景遺蹟，也是旅遊

義大利的觀光客必造訪之地。 

聖彼得大教堂 

論面積、論宗教地位、論收藏的藝術品的質量，聖彼得大教堂在全世界都排第一。幾位在建築或藝

術史下留下大師名號者都曾參與聖彼得大教堂的興建，例如拉斐爾、米蘭朗基羅、貝尼尼、波洛米

尼等，聖彼得大教堂集合了眾多建築天才的風格於一體，在宗教的神聖性外，它的藝術性也是很有



看頭的。內外的雕刻、彩石馬賽克壁畫，無一不是超凡入勝的藝術結晶。 

梵諦崗博物館 

最早是建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宮邸，館內所收藏的珍貴瑰寶，都是來自義大利歷代教皇的費心收

集。 

【加贈好禮】：羅馬寫真夜遊 

【下車參觀】：許願池、西班牙台階、萬神殿、圓形競技場、君士坦丁凱旋門 

【入內參觀】：聖彼得大教堂、梵諦岡博物館 

【行車距離】：羅馬市區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義式風情自助料理 晚餐／義式海鮮大餐+托斯卡尼紅酒

暢飲+羅馬音樂之夜表演 

住宿／ERGIFE PALACE 或 BLACK HOTEL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ROME EAST 或同級旅館 

========================================================= 

第十一天  羅馬 / 曼谷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但想必已在每一個旅人心中已留下深深的烙痕，整理行裝

揮別義大利，結束此次之旅。隨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台灣，夜宿

機上。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豪華客機 晚餐／豪華客機 

住宿／豪華客機 

========================================================= 

第十二天  曼谷 / 台北 

義大利之行除了優美的景色，團體旅行中的種種經歷、團友們旅程上的相互照顧扶持、領

隊處處的貼心安排，更豐富了我的這次旅程。旅行中美好回憶，往往能留在心中一輩子！

義大利之行-匆忙、美麗、熱鬧，可以回憶、可以多留！班機於今日返抵國門，在家人親友

的歡迎簇擁下，愉快地結束了此次義大利之旅。 

早餐：機上輕食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 

【上述資料僅供現階段參考，正確行程順序及內容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