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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卡布里島、法拉利列車、天空之城美食 11 日遊 

綜覽托斯卡納三大名城、卡布里、羅馬夜遊、雙旗艦國際美食饗宴 

 

＊使用航班之參考資料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時間 

去程 新加坡航空  SQ879 台北(桃園) 新加坡 17:45-22:10 （約飛行 4 小時 40 分) 

 新加坡航空  SQ366 新加坡 羅馬 01:15-07:50+1（約飛行 12 小時 40 分） 

回程 新加坡航空  SQ367 米蘭 新加坡 12:00-06:00+1（約飛行 11 小時 50 分） 

 新加坡航空  SQ876 新加坡 台北(桃園) 08:20-13:20 （約飛行 4 小時 35 分）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 110 歐元，及簽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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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天 台北／新加坡／羅馬 Rome(義大利)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帶著快樂的行囊，奔向熱情又浪漫的義大利，永恆之城羅馬正向您呼喚！走在羅馬，輕易看見頹傾

的牆垣、從歷史中走出來的廢墟、一不小心就撞到的教堂，強盛的羅馬帝國之都至今仍刻意包裝出典雅，而且難掩昔日磅礡的

氣勢。到處可見的噴泉、廣場、教堂和廢墟都帶著歷史軌跡的建築、絢麗的櫥窗和設計感十足的商品，隨你喜歡羅馬的那一環，

都可從容進入。夜宿機上於隔日抵達。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

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餐食： （早餐）X（午餐）X（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 夜宿機上 
 

第 02 天 羅馬Rome～(255km)～龐貝古城～(60km)～阿瑪菲海岸線～(51km)～蘇連多 

 

班機抵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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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兩千年前的時空，體驗古城風光，

結束千年遺跡後，前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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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錯過的旅遊景點，沿途的景色真是美呀！今晚入住於國家雜誌推薦旅遊勝地：蘇連多。 

【特別推薦】阿瑪菲海岸線（世界文化遺產）鋸齒狀的特殊地形海岸線，沿途的白色住屋襯托出美麗的層次感，美國國家地理

雜誌強烈推薦人生必去的 50大景點。 

【下車參觀照像】阿瑪菲海岸區。 

【門票入內參觀】龐貝古城。 

餐食： （早餐）機上（午餐）義式風味料理（晚餐）蘇連多海鮮餐〈含酒水〉 

住宿： Towers Hotel Stabiae Sorrento Coast 或 HOTEL HERMITAGE 或同級飯店 
 

第 03 天 蘇連多~跨海渡輪~卡布里島~跨海渡輪~拿坡里～(252km)～－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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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由奧古斯都花園，眺望美得令人窒息的地中海美景，更可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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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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驅車返回義大利之榮耀首都-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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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入內參觀】卡布里島船票、藍洞、羅馬寫真夜遊。 

餐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卡布里島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SHERATON 或 SHERATON GOLF 或 H10 ROMA CITTA HOTEL 或 NH MIDAS 或 NH VILLA CARPEGNA HOTEL 或同級 

四星 SUPERIOR FIRST CLASS 
 

第 04 天 羅馬 ROME  

 

羅馬是歐洲最偉大的古都城市，2700 年前吃母狼奶長大的雙胞胎兄弟，在台伯河左岸山丘上定居建城，竟然成就了橫跨歐、

亞、非三洲的羅馬帝國。在歷經璀璨光揮的黃金歲月後，難敵歷史的宿命步入衰敗的黑暗時期。十六世紀，羅馬教皇號召歐洲

最頂尖的藝術家來到羅馬，用鬼斧神工的技藝，讓羅馬再度站上世界舞台。 

 

【當地風味】：GAMBERO ROSSO (紅龍蝦)義大利權威指南餐廳，義大利本身就是美食天堂擁有自己的美食評鑑文化，(紅龍蝦)

義大利權威指南媲美、等同於法國的米其林推薦料理，一趟知性的義大利之旅，除了道地的鄉間美味，我們更堅持要給您最原

汁原味的義大利美食體驗。 

【下車參觀照像】聖彼大教堂、君士坦丁凱旋門、萬神殿、許願池、西班牙廣場。 

【門票入內參觀】梵蒂岡博物館(遇休館則改退門票每人15 歐元)。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餐）紅龍蝦義大利權威指南餐廳 

住宿： NH MIDAS HOTEL 或 Sheraton Roma Hotel 或 H10 ROME 同級旅館 
 

第 05 天 羅馬～(126km)～白露里冶奧～(186km)～聖吉米安諾 

 

早安！義大利！一趟精彩羅馬帝國史、文藝復興美麗歲月，地球旅人一生中必將朝聖的國度－義大利！即將豐盛您此行的精彩

記憶！永恒之旅從素有義大利天空之城之稱的～白露里冶奧開始。於此享用過午餐後繼續驅車前往托斯卡尼地區一座最美且高

塔林立迷人的中古世紀小鎮─聖吉米安諾，此地已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並擁有「美塔之城」的美譽，抵達後前往奇斯

特納廣場參觀。晚間入住於托斯卡尼區。 

 

【下車參觀照像】天空之城：白露里冶奧; 聖吉米安諾─奇斯特納廣場、大教堂。 

餐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托斯卡尼義式烤雞餐 

住宿： STARHOTELS VESPUCCI, WALL ART HOTEL 或同級區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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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 天 托斯卡尼區─折扣城 The mall Gucci Outlet─比薩 PISA─托斯卡尼區 

 

早餐後前往托斯卡納地區，同時亦為義大利境內最大的著名之OUTLET-THE MALL，此地共有三大間GUCCI，故又被稱為GUCCI 

OUTLE、還有PRADA館、TOD、GIORGIOARMANI、FENDI、BV、等共約20品牌。每個品牌分館，更不時祭出流血促銷，買滿額 

一樣可以退稅，讓您大大的省下來到歐洲購買名牌慾望的荷包。爾後造訪奇蹟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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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晚間入住於義大利最美的托斯卡尼區。 

 

【下車參觀照像】The Mall Gucci Outlet；比薩－比薩斜塔、主教堂、奇蹟廣場、洗禮堂。 

餐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 貼心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STARHOTELS VESPUCCI, WALL ART HOTEL 或同級區飯店 
 

第 07 天 佛羅倫斯+++法拉利高速火車(約 2 小時)+++威尼斯 

 

早安！義大利最美文藝復興！早餐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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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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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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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您前往世界最美迷濛水都之城－威尼斯

今晚入住於此區域飯店。 

【務實的安排】 法拉利車廠與法國鐵路公司及義大利皮件品牌 TODS 合作，在義大利推出「法拉利高速列車」，名為 ITALO

的新型高鐵列車，有火紅的車身、流線的外型，一共 5輛可以跟法拉利超跑媲美的火車，以時速 300 公里的最高速，穿梭義大

利大城，絕對是無法令人抗拒的紅色誘惑全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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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風味】托斯卡納燒烤丁骨牛排－之所以有名，第一是牛種的關係：選擇名叫Chianina 的當地種白底褐斑肉牛，牛隻在托

斯卡納的山谷中自然放養，而非人工圈養，宰殺後冷藏數日使肉質軟化，不同於我們習見的冷凍牛肉而是「冷藏熟成」的牛肉；

再者是做法：現切現烤是傳統的嚴格要求，一塊標準的牛排大約是二指節的厚度，切下後直接上明火的鐵架烤，底下的木材通

常是葡萄藤或栗木，因為火力很強，鎖住肉汁確保肉質鮮嫩，牛排的外層焦香但內裡還是生的，而最後再灑上鹽和黑胡椒略略

引味，帶出牛肉本身的美味；牛排香味撲鼻，肉質軟嫩。 

【下車參觀照像】佛羅倫斯~雕刻廣場、大衛像、聖母百花教堂、聖約翰洗禮堂、維奇奧古橋。 

【門票入內參觀】烏菲茲美術館。 

餐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托斯卡納燒烤丁骨牛排(含酒水) （晚餐）道地義式風味料理 

住宿： LA GARE HOTEL 或BOSCOLO BELLINI HOTEL 或AMADEUS HOTEL, ALL`ANGELO,CAVALLETTO E DOGE, SANTA 

MARINA, HOTEL PRINCIPE or similar 若改住到新城區（MESTRE 梅斯特區：B4、NOVOTEL、ANTONY同等系列飯店）

則每人可退價差１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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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天 威尼斯 VENICE【浪漫貢多拉遊船】－維洛納 VERONA 

 

今日驅車前往展開世界最美迷濛水都之城－威尼斯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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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上的磚造鐘樓是威尼

斯的地標，其面海處則立有二根高聳入天的石柱，分別雄踞著威尼斯的守護神－『聖馬可翼獅』及『聖者托達洛』，一如威尼

斯的門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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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特別安排搭乘體驗「貢多拉」（Gondola，六人一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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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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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贈送】昔日威尼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鳳尾搖櫓船 GONDOLA，今日已成為威尼斯浪漫的表徵；一般市售自費行程（35

歐元，約合台幣 1200 元）的搖櫓船 GONDOLA活動，誠心贈送您絕不能錯過擁抱浪漫的機會，絕對令您的義大利之行於浪漫

水都留下永難磨滅的回憶。 

【當地風味】墨魚汁義大利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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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炸海鮮拼盤－烏賊、鮮蝦、小魚等新鮮海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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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照像】聖馬可教堂、聖馬可廣場、道奇宮、嘆息橋。 

餐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義式墨魚麵+酥炸海鮮拼盤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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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9 天 威尼斯～(115km)～維洛娜～(43km)～湖區～(139km)～米蘭 MILAN 

 

今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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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進入阿爾卑斯山區最美麗的西米歐尼

湖泊渡假區－加達湖；-爾後前往展開義大利流行之都－米蘭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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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贈送】義大利手工冰淇淋兩球 

【加贈好禮】湖區遊船。註：若遇天候狀況不佳、遊船停駛，每人退費 10 歐元，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照像】維諾那－茱麗葉故居、卜納廣場、圓形競技場。西米歐尼湖區－史卡拉城堡、加達湖。米蘭－哥德式大教堂、

斯卡拉歌劇院、艾曼紐十字拱廊。 

餐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湖區景觀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Hotel Domina Milano Fiera 或 同級飯店。PS.如遇世博期間房間難以取得，則以50KM 外的飯店預訂， 敬請見諒。 
 



 

國內國外觀光旅行．專業商展參團旅行．大陸商務來台代辦．國內外機票訂房．大陸居民依親加簽  

<< 另有中國/港澳/日本/韓國/島嶼系列/泰國/馬來西亞等各國行程~家庭/員工旅遊~歡迎來電洽詢 >> 

業務承辦人：(02)7728-8688李宜勳 (分機：13)      

第 10 天 米蘭／新加坡／台北 

 

別離義大利！自由的心於胸中燃起，窗外無限街景，心在義大利也在家鄉！今日整理行裝，帶著滿滿的回憶，專車前往米蘭國

際機場，搭機揮別義大利飛返國門，夜宿機上。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 夜宿機上 
 

 

第 11 天 台北 

 

當思緒還充滿著難忘的回憶，已飛抵溫暖的家。短暫的揮別，是再聚的開始！期待再次同遊，共享歡樂。 

餐食： （早餐）機上輕食（午餐）X （晚餐）X 

住宿： X 
 

【行程備註】 

1.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因此部份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

必備之暖氣設備，無冷氣設備，敬請知悉。  

2. 許多以歐式建築為主房間大小不一，團體房均由飯店主導安排，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貴客了解。 

3. 因大床房型數量有限，若遇旅遊旺季期間，有時遇飯店無法提供或將兩張單人床合併為一張大床替代，敬請見諒。  

4. 因歐洲一年度有許多大小展覽，有時需要 1 個月前或更早確認飯店入住人數，如遇展期或成團較慢時上述飯店客滿，我們將

以同等級同性質飯店替代，尚請貴客瞭解。  

5.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

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

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符

合口味及方便攜帶的副食品或點心備用，如餅乾、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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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