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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地

目的地

搭乘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

羅馬

CI 075

23：40

07：20+1

米蘭

東岸

國內班機

19：20

20：45

羅馬

台北

CI 076

10：30

05：35+1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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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童話世界

○ 五顆星米其林美食

➤馬特拉－義大利最特別的地下城市、夢幻穴居。

➤美食界最高饗宴：三顆星米其林饗宴

➤阿貝羅貝羅－蘑菇般的房子佈滿山頭，如童話世界般。

➤全套正式義大利一星米其林晚宴料理
WELCOME 雞尾酒會+全套美食餐酒

○絕美海岸線

➤四季飯店一星米其林晚宴

➤阿瑪菲海岸－人生五十大必遊景點之一

➤六次米其林推薦料理

○托斯坎尼山城 深度尋幽探訪

○ 嚴選美食

高塔之城-聖吉米納諾

(

三次隨心所欲、品嚐當地小吃

○ 夢幻天空之城

三次家鄉味中式料理

Bagnoregio 宮崎駿的電影「天空之城」般，遺世獨立且夢幻

○ 囊括義大利11處世界文化遺產全覽
1. 羅馬古城 2. 梵諦岡

3. 龐貝古城

5. 比薩

6. 佛羅倫斯

9. 馬特拉

10. 阿瑪菲海岸

4. 聖吉米納諾

7. 威尼斯&潟湖

8

8. 蘑菇村

♛佛羅倫斯四季兩晚

11.維若納

○ 玩美三島

○威尼斯島五星飯店連泊兩晚

威尼斯島.彩色島.卡布里島

享受威尼斯島貴族奢華，水都日夜浪漫風情。

○羅馬 古城五星飯店連泊兩晚
○ 華航直飛

○維若納 浪漫之都 五星飯店

最新機型 A350 直飛不轉機，
三種舒適艙等可選購。
○ 拖運行李 30 公斤購物免擔心!!
○ 三次鐵道之旅，飆速&省時

擁有托斯坎尼豔陽下美景、享受

法拉利列車搭配義大利國鐵，省下近 800 公里的搭車時間！

義大利鄉間生活情調。

市場最短搭車時間 VS.最多精采景點！
○ 不惜重金安排一段國內班機，義大利東西南北走透透
安排國內段飛機連貫南北，節省 900 公里車程！
○ 貼心提供每人一張義大利 SIM 卡(限 12 歲以上)
※ SIM 卡不敷使用時，將以兩人一台 WIFI 機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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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奇幻童話世界-馬特拉&蘑菇村
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三大主題 奢華五星連泊兩晚
3+1+1 星級米其林饗宴

Day 1

(日)台北

羅馬

今日齊集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羅馬，班機將於次日抵達，祝您機上好眠～睡得香甜，
明天我們將開始這趟【愛不釋手】義大利深情漫遊 14 日的美麗旅程。
午餐：無

夜宿機上

晚餐：無

Day 2

(一) 羅馬→天空之城→莊園

含入門票：

天空之城

行車距離：

羅馬-123KM-天空之城-95KM-莊園
『天空之城~班尼雷吉歐』
現今只有 14 位居民居住的城市，當雲霧繚繞之
時，眺望著天空之城，看起來與日本著名漫畫家
宮崎駿創作的電影「天空之城」，這座即將瀕臨
消失的城市，它的磚磚瓦瓦，不斷呈現中世紀一
段段動人的故事。

✪『托斯坎尼的生活美學』
誠翔帶您深入托斯坎尼的生活美學，入住誠翔特選莊園，欣賞巒巒山丘、麥田、橄欖田與柏樹構成
的田園景色，品嚐一星米其林主廚，用精巧手藝把田園食材幻化成一道道的美食佳餚，搭配餐廳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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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氛圍與美酒，讓您沉醉在托斯坎尼的夢境裡。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誠翔特選精緻莊園

晚餐：一星米其林晚宴

IL Patriarca 或★ ★ ★ ★ 同級

✪如遇莊園飯店客滿，則改住宿托斯坎尼五星山城飯店，於飯店內享用米其林推薦料理
Day 3

(二) 莊園→聖吉米納諾→比薩→佛羅倫斯

含入門票：

聖吉米納諾入城費、比薩入城費

行車距離：

莊園-127KM-聖吉米納-80KM-比薩-84KM-佛羅倫斯

世界文化遺產： 聖吉米納諾、比薩

『聖吉米納諾』

『比薩』

由遠遠的山腳下，即可看到一座座白色的高塔林

1987 年 12 月收入世界遺產名錄，奇蹟廣場內包

立，聳立在綠色丘陵上的山城，這就是托斯坎尼

含了主教堂、受洗堂、鐘樓，堪稱為宗教、建築、

最美的高塔之城。聖吉米納諾曾經是義大利通往

藝術等… … 奇蹟。比薩斜塔是教堂的鐘樓，是廣

法國經商大道上的重要城市，古城裡保存了非常

場的主要名勝之一，此斜塔之所以聞名，是因它

完整的中世紀風貌，大道兩旁的手工藝品店更是

本身的斜度超過了力學上離中心點最大角度而

遊客的最愛。

仍能屹立不墜。

11:00~14:00

遊覽聖吉米納諾&午餐

15:30~19:00

遊覽比薩

Day 4

午餐： 托斯坎尼丁骨牛排料理

Four Season Firenze

晚餐： 義式料理

★ ★ ★ ★ ★ 指定入住

(三) 佛羅倫斯

含入門票： 烏菲茲美術館
世界文化遺產 佛羅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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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斯市區觀光』

『烏菲茲美術館』

市政廳廣場(維奇歐宮)、但丁之家、以及世界上

與大法國奧賽美術館及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並

第三大教堂聖母百花大教堂。教堂自 1296 年起

稱歐洲三大美術館。讓您親眼目睹大師們的真

耗費近 150 年才建造完成，布魯內列斯基設計

品，其中包括鎮館之寶波堤且利的…「春」、「維

的教堂大圓頂巍然聳立市中心成為佛羅倫斯最

納斯的誕生」、達文西的「天使報喜」、米開朗

顯著的地標、南側喬托設計的 82 公尺高之鐘

基羅的「聖家族」
、拉斐爾的「金翅雀的聖母」… 。

塔、吉伯提巧奪天工雕刻的天堂之門。

09:00~18:00

全日遊覽佛羅倫斯、享受悠閒時光&購物樂趣

午餐：中式料理

Four Season Firenze

晚餐：四季飯店晚餐

★ ★ ★ ★ ★ 指定入住

一星米其林料理

Day 5

(四) 佛羅倫斯

威尼斯(彩色島)

含入門票：

法拉利火車票（預計車班：12:54/15:00）、威尼斯計程船

行車距離：

佛羅倫斯-260KM-威尼斯

世界文化遺產： 威尼斯&潟湖區

『威尼斯』
浪漫的水都威尼斯，有著數不進的橋墩與巷弄，
轉個身、回個頭都常會發現驚喜，下午我們將時
間保留給您，讓您隨著心的感覺，探索屬於自己
的威尼斯浪漫。

~11:30
12:54~15:00
16:00~

無晨喚的早晨、悠閒享受飯店豐盛早午餐
搭乘火車飆速前往威尼斯(正確車班請依說明會資料)
CHECK-IN 飯店、享受自由浪漫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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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兩晚住宿於威尼斯本島上旅館，您可以感受夜晚與清晨的氣氛，入夜後的水都威尼斯，是
全歐洲、全世界的觀光客最流連忘返的地方，威尼斯的魅力，在夜晚，它正等著您的探索。

The Bauer L’Hotel

午餐：搭配車班時間。餐食自理

或 Hotel Metropole 或 Danieli
晚餐：烤海鮮盤料理

或★ ★ ★ ★ ★ 同級

Day 6

(五) 威尼斯

含入門票：

道奇宮、威尼斯鐘樓、鳳尾船(四人一艘)

世界文化遺產： 威尼斯&潟湖區

『總督府(道奇宮)+嘆息橋』

『聖馬可大教堂』

總督府(Palazzo Ducale）又名道奇宮，是威尼

原教堂在九世紀末開始建造，為了擺放聖馬可的

斯歷代總督的寓所，同時也是最高法院、警察與

遺骨(據說是由埃及偷運到威尼斯的聖馬可遺

其他市府機關的所在建築，有哥德式的尖拱門、 骸)，1807 起它成為天主教威尼斯總教區的主座
拜占庭式的白色城垛邊飾和伊斯蘭風格的粉紅

教堂，同時是威尼斯宗主教的駐地。教堂壯觀鍍

色幾何外牆圖案，歷經多位建築師的打造裝修才

金嵌鑲畫讓它有「黃金教堂」的暱稱，也是義大

形成今天的樣貌。

利拜占庭建築的代表作。

『鳳尾船』

『威尼斯鐘樓』

原為水都威尼斯生活必備交通工具，有錢人家中

誠翔貼心地包含了各位搭乘電 梯上 鐘 樓 的 費

必備的船隻，因此裝飾的美輪美奐，為了統一及

用，搭乘高速電梯，登上鐘樓，俯瞰威尼斯全景，

杜絕弊端，共和國於 16 世紀下令一律採用黑

樓高 100m，居高臨下，可以盡覽威尼斯本島及

色，且統一大小尺寸，便於船隻交錯及進出碼

潟湖迷人的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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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特別安排四人一艘船，一嘗浪漫行舟的宿
願，感受浪漫拉丁的情懷。
✪若遇威尼斯鳳尾船停開(15 歐元)或鐘樓整修(費用 5 歐元) ，則現場退回費用。

09:00~18:00

遊覽威尼斯&享受自由時光

The Bauer L’Hotel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或 Hotel Metropole 或 Danieli
晚餐：烤羊排料理

Day 7

(六)威尼斯

或★ ★ ★ ★ ★ 同級

帕多瓦→維若納

含入門票：

義鐵車票、威尼斯計程船

行車距離：

威尼斯-38KM-帕多瓦-88KM-維若納

世界文化遺產： 威尼斯&潟湖區、維諾納
『彩色島』
這是威尼斯潟湖群島中，最為多彩多姿，島上人
口稠密，水道運河綿密，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色彩
繽紛，一棟棟彩色亮麗的房子，以鮮豔的顏色為
主：桃紅色、亮黃色、粉藍色、粉綠色、淡紫色、
鮮紅色… .，就好像是宇宙中的藝術大師灑落了
顏料在這個島上。

✪彩色島為贈送行程，若因天候或水位安全上無法前往，將不另外退費。

『維若納』

『茱麗葉的故居』

茱麗葉故居所在地，是莎士比亞筆下「羅密歐與

緬懷感受莎翁筆下動人的愛情故事，入故居時先

茱麗葉」裡的發源地。維諾納是一個非常美麗的

經過一道拱廊，壁面上貼滿了全世界各觀光客及

古城，在義大利數千個城鎮中可以用最浪漫來形

情侶愛的宣言，浪漫的你，也讓她為你們作愛情

容。

的見證。

10:30~12:30

搭船前往彩色島遊覽(島上停留約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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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火車前往帕多瓦
14:00~19:30

遊覽維若納&晚餐

Due Torri Hotel 或 Villa del Quar

午餐：享受自由時光。餐食自理

或 Villa Amistà 或 Villa
晚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Day 8
含入門票：
行車距離：

(日) 維若納→米蘭

Franceschi 或 ★ ★ ★ ★ ★ 同級

東海岸機場

米蘭教堂登頂電梯、米蘭至東海岸城市國內經濟艙機票(預計航班:19:20/20:45
或 20:55/22:20)、
維諾納-160KM-米蘭

『米蘭』

『米蘭大教堂』

領導世界服飾流行的展示與設計中心、頂級名牌

則是世界最大的哥德式建築經典之作，並為歐洲

商品匯聚的國際時尚都會。也是倫巴底區域的首

第三大的米蘭大教堂， 135 支尖塔是哥德式建

府，有著不少偉大的建築，例如:史卡拉歌劇院， 築最美的表現，誠翔貼心地包含了各位搭乘電梯
與巴黎歌劇院、維也納國家音樂廳並列歐洲三大

上教堂屋頂的費用，並讓您體驗哥德藝術的精心

的劇院。

設計。

✪今日午餐我們將享用米其林最高星等-三顆星料理，提醒貴賓們務必穿著正式服裝，以展現國
人西方國際禮儀，同時體驗一個優雅的美食饗宴。如遇三星米其林餐廳休假或客滿，將改至二星米
其林餐廳享用等值價位餐點替代，並再升等一餐米其林一星料理補償，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2:00~14:00

三星米其林午餐

15:00~19:00

遊覽米蘭&晚餐

午餐：三星米其林料理

Hotel Parco Dei Principi Bari

晚餐：中式料理或發餐費 10 歐

Day 9
行車距離：

或 ★ ★ ★ ★ 同級

(一) 巴里→蘑菇村→馬特拉
巴里-75KM-阿貝羅貝羅(蘑菇村)-70KM-馬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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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 阿貝羅貝羅、馬特拉

『蘑菇村』

『馬特拉』

阿貝羅貝羅是個人口不到一萬人的小村落，被列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馬特拉，此

為世界文化遺產，為的就是這裡保存的 1400 多

地以散布在喀斯特山谷間的沙西石屋而聞名，是

幢造型獨特的傳統建築 Trulli (土魯利)，除了有

地中海地區保存最為良好、面積最大的人類穴居

一整片的圓椎狀屋頂聚集的小村莊，像蘑菇一般

建築群。此城著名的沙西石屋，分為南北二大區

的佈滿整座山坡，宛如童話世界的村落，獨一無

域，團員們漫步在這石屋群的步道間，感受最新

二的景觀被稱為蘑菇村。

電影「賓漢」的壯闊場景，彷彿回到 2000 年前
聖城耶路撒冷的氛圍。

10:00~14:00

參觀阿貝羅貝羅&午餐

15:00~19:30

遊覽馬特拉&晚餐

20:00

CHECK-IN 飯店

Palazzo Gattini ★ ★ ★ ★ ★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或Viceconte 或 Corte San Pietro
晚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或★ ★ ★ ★ 同級飯店並退差價

✪ 由於馬特拉地區特色五星飯店房間數皆不多，若飯店房間數不足需外宿其他四星飯店，將提前
通知並退回每間房差價新台幣 1000 元正，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Day 10

(二)馬特拉→龐貝→阿瑪菲

含入門票：

龐貝古城

行車距離：

馬特拉-230KM-龐貝-48KM-阿瑪菲

世界文化遺產： 龐貝、阿瑪菲海岸

第 11 頁，共 16 頁

『龐貝』
一座消失了 1700 年的城市，西元 79 年 8 月 24 『阿瑪菲海岸』
日，因維蘇威火山爆發，它被火山灰深深地埋

這條被 Discovery 頻道譽為人生必遊 50 大景點

藏在地底，這座在西元前 7~8 世紀即已經開發

之一的阿瑪菲海岸，此海岸擁有熱情的艷陽及濃

的城市，於 18 世紀的後葉才又被人發崛並重現

厚的南歐風情，沿岸陡峭的山崖形成美麗而曲折

於世人的眼前，帶著您進入時光的隧道，參觀

的海岸線，充滿了浪漫的奇想與恬靜的舒展以及

龐貝古城的智慧，棋盤式設計的道路、神殿、

詩意棲居的生活心情令人陶醉。

浴池、有錢人的別墅區、圓型的劇場等。
『阿瑪菲鎮』
我們將在阿瑪菲鎮停留，讓各位貴賓逛逛最美麗
阿瑪菲海岸的主要城市『阿瑪菲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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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城市座落於山坡上，前有翠
綠的海灣，後有檸檬園，充滿東方的氣息。

12:00~15:30
16:30

遊覽龐貝古城&午餐
CHECK-IN 飯店享受悠閒

✪為把握藍洞參觀機會，領隊可視當時狀況調配南義行程先後順序及船班時間，不影響行程為主。
Hotel Cetus 或 Lloyd’s Baia

午餐：南義料理

Hotel 或 Hotel Club Due Torri 或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Day 11

(三) 阿瑪菲→碼頭

★ ★ ★ ★ 同級飯店

卡布里島

拿坡里

羅馬

含入門票：

卡布里船套票(含藍洞)、法拉利火車票（預定搭乘班次：16:25/17:35）

行車距離：

飯店-32KM-碼頭-船程約 30MIN-布里島-船程約 60MIN-碼頭-226KM-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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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洞』

『卡布里島』

長 53 公尺、寬 30 公尺、高 15 公尺的海蝕洞，

宛如藍色墨水浸染的海洋中，浮現著白色岩石

需換乘小船，得屈彎著身體進入洞內，體驗和欣

構成的卡布里島，在透明的光線和乾燥的空氣

賞海水因光線折射產生千變萬化的美景，將海水

烘托下，藍白對比，顯得格外耀眼。地中海晴

變為如夢如幻的深藍世界。✪藍洞如因天候潮水

朗的氣候，欣欣向榮的花草和明艷的陽光，更

無法進入、以搭船環島或安那卡布里纜車替代行

把這個舞台裝飾的美輪美奐。

程，若再因風浪大無法出海則每人退 20 歐元。
『羅馬古蹟巡禮』
晚餐後，在羅馬的浪漫氣氛中，古建築的高昂氣
魄在燈光的襯托之下，向人們再次炫耀昔日羅馬
帝國那不可一世的權威和傲慢。特別安排搭車前
往聖天使古堡、威尼斯廣場、聖彼得大教堂廣
場、聖天使橋、鬥獸場，享受一個浪漫的羅馬假
期。

09:00~10:00

搭船前往卡布里島(船班需視當日實際航班為準)

10:00~14:00

遊覽卡布里島

14:30~15:30

搭船前往拿波里(船班需視當日實際航班為準)

16:25~17:35

搭乘火車前往羅馬

19:00~22:30

晚餐&夜遊羅馬。(夜遊時間將因季節不同而做微調)

午餐：享受自由時光。餐食自理

Westin Hotel 或 VIA VENETTO
或 Hotel D'Inghilterra

晚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Day 12

或★ ★ ★ ★ ★ 同級

(四)羅馬

含入門票： 梵諦岡、鬥獸場
世界文化遺產 梵諦岡、羅馬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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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諦岡博物館』

『聖彼得大教堂』

藏有現今世界上最珍貴的歷史文物精華的博物

是梵蒂岡教廷的主要教堂大殿，此大教堂共經歷

館，館內收藏有古羅馬的重要藝術品、文藝復

了十二位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期名建築家之

興時期及現代宗教的藝術珍品。一系列歷任教

手，其中米開朗基羅所設計的圓形屋頂更為梵諦

皇的藝術收藏，以及鼎鼎大名的西斯汀禮拜

岡的重要地標，教堂內巴洛克式大理石豪華裝飾

堂、拉斐爾陳列畫室，欣賞一代大師米開朗基

也是特色，聖彼得大教堂稱得上是幾代建築師的

羅特別為教皇創作的，嘆為觀止的壁畫極品創

嘔心瀝血之作。

世紀與最後的審判，和繪畫天才拉斐爾的雅典
學院。

『萬神殿』

『許願池』

這座古羅馬時期的宗教建築建成的教堂，是古羅

世界各國旅客必遊的羅馬景點，傳說投擲一枚

馬時期重要的建築成就之一。公元 609 年拜占廷

錢幣在特萊維噴泉，他們以後將會再度返回到

皇帝將萬神廟獻給羅馬教宗卜尼法斯四世，後者

羅馬。電影劇情，據說如果人們投擲兩枚錢幣

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這也是今

在特萊維噴泉的話，將會遇到新的愛情故

天萬神廟的正式名稱。

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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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獸場』

『君士坦丁凱旋門』

這座在 2007 年 7 月 7 日於葡萄牙里斯本揭曉

為了紀念君士坦丁一世於 312 年 10 月 28 日的

世界新七大奇景名單之一的全球著名景點，仿

戰役中大獲全勝而建立的。君士坦丁凱旋門也

佛重回到 2000 年前的古羅馬時代，整個鬥獸場

是羅馬現存的凱旋門中最新的一座。

最多可容納 5 萬人，卻因入場設計周到而不會
出現擁堵混亂，即使是現在的大型體育場依然
沿用。
『西班牙階梯』
西班牙廣場相聯接，階梯的頂端是法國波旁王
朝的國王所資助建造山上天主聖三教堂，西班
牙階梯無疑是全歐洲最長與最寬的階梯，總共
有 135 階，是羅馬最熱鬧的景點與購物區。

09:00~18:00

遊覽梵諦岡、羅馬古城巡禮

Westin Hotel 或 VIA VENETTO

午餐：中式料理

或 Hotel D'Inghilterra
晚餐：龍蝦義大利麵

Day 13

(五) 羅馬

11:30~05:45

Day 14

或★ ★ ★ ★ ★ 同級

台北

搭機返回台灣

(六)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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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機平安飛抵台北，帶著美麗難忘的回憶結束此次【愛不釋手】義大利深情漫遊14天，期待下次能
有再為您服務的機會。如果您在行程中紀錄了相片或遊記，歡迎回娘家參加分享活動喔！
注意事項：
1.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雙人房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價 32,000
元。我們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2. 由於可能依航班及旅館取得順序，因而調整行程、飯店或住宿地點安排，誠翔保留調整行程順序、
同等級飯店安排之權利，但以不影響暨有行程內容為原則。
3. 旅遊時間預計表為參考時間，領隊可視團體行進及操作狀況自行調整作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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