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嘉年華特輯 威尼斯連泊 2 晚
(適用 2020.2.9 和 2.16 出發

行程週日出發 中華航空 A350 機型直飛羅馬)

行程地圖

● 南歐之靴 三不堅持二沒有
個台灣大的義大利 秋冬晝短夜長 暢遊一趟 每日不趕早回晚 的義式之旅
不再追求世界遺產和米其林的次數
不再追尋打卡就閃的網紅景點
不再追捧人云亦云 用景點多為勝選的表格之旅
沒有天天換飯店 跟團可以不用趕早回晚 飯店連泊 住得有質感 玩得有品味
沒有雜亂無章的行程安排 行程由簡入深有層次 由輕鬆到深度 咀嚼義大利之美
回歸原點 尋求經典
一趟 15 個小時的飛行 義大利之旅可以愜意有深度

8

●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推薦人生必遊 50 景點 義大利四大經典
→ 阿瑪菲海岸公路 專車完整瀏覽阿瑪菲之美 地中海之美 每處蜿蜒都有獨特驚喜
→ 威尼斯浪漫水都 夜枕兩晚水都 威尼斯嘉年華 專船兩趟 宿聖馬可島上
→ 佛羅倫斯連兩晚 詩人筆下的綺麗 文藝復興之雅 宿兩晚 日與夜 獨特寫下專屬回憶
→ 世紀羅馬+梵蒂岡 行程最後連續三晚 國中國 城中城 梵蒂岡收藏 羅馬夜遊寫真 讀唯一
● 由簡入深

世界遺產輕鬆入袋

由北到南 慢慢蒐集

11 處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 食在地 美食是義大利人共通的生活哲學 不追求米其林 要吃得像在地人 舌尖上的驚艷
→ 5 次法式米其林認證 或 義式紅龍蝦美食指南
→ 托斯卡尼 專業安排 Cooking Class 跟著老廚爸爸親手製作義式料理
→ 佛羅倫斯 老饕推薦金碧
輝煌 皇宮丁骨牛排
→ 維諾納 驚艷義式燉小牛膝+義式 Pizza+義式氣泡酒
→ 蘇連多 南義風光遊 品嚐當地 TOP10 推薦餐廳
● 枕質感 全程七晚五星 枕義式奢華 慢遊老城 無與倫比的精彩
→ 羅馬連續 3 晚、2 晚五星 永恆之城 羅馬夜遊寫真 樣樣精采握手中
→ 佛羅倫斯 2 晚五星 入住老城市中心 夜枕景點 日遊經典
→ 威尼斯 2 晚四星 入住聖馬可島上的堅持 威尼斯嘉年華特輯 水都日景、夜景絕不錯過
→ 托斯卡尼 1 晚五星 入住莊園飯店 遊山城 品美酒 學做菜
→ 維諾納 1 晚五星莎翁筆下的經典 陽台上下對看的浪漫 寫一夜的愛情
→ 蘇連多 1 晚五星 阿瑪菲海岸旅程的開始 輕擁南義之美

● 移動美學 班機直飛 景點長距離不擔心 南北義可以銜接的很完美
→ 中華航空 A350 台北→羅馬直飛不中停 全市場唯一不轉機選擇
→ 一趟國內段班機 取代 770 公里拉車距離 縮短距離 安排得宜
→ 一趟法拉利火車之旅 傍晚移動 體驗潮流 縮短距離 玩得聰明
● 知性解說有共鳴 當地合格導遊中文解說 行程知性有內容
→威尼斯 佛羅倫斯 羅馬 梵蒂岡 專業解說領進門 熟悉的語言 進寶山不空手而回
【★表入內參觀或含門票；◎表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無門票】
【表訂住宿五星飯店，如當地遇商展或大型活動客滿，將以別站升等或是退星等價差處理】
第一天 台北→羅馬 <參考航班：CI75 23:40-06:50+1>
晚間搭乘中華航空 A350 直飛不中停班機直飛羅馬 羅馬假期即將開始…
第二天 羅馬機場→3H 龐貝→1.5H 蘇連多
班機剛抵達… 伸伸懶腰 心無比雀躍...嚮往已久的義大利之旅…
今早要先穿越時光 從現代義大利返回羅馬帝國 超過 2000 多年的時光 見識了羅馬人的聰
明絕頂和大自然的冷酷無情..
旅遊書上敘述南義充滿陽光和度假的風情，秋冬少了觀光客的喧囂，多了一份靜謐的優閒，
今晚要入住義大利民謠之地-蘇連多，好好洗滌因時差帶來的疲憊感…
龐貝 Pompei：西元 79 年，因為『維蘇威火山』的爆發，將整座城市埋沒地下兩千年。我們將
帶您參觀考古挖掘出土的★龐貝遺跡(安排當地專業導遊解說)，輕鬆漫步於市內的街道，瞭解
二千年前，富裕的古羅馬市民的生活狀況，以及古代美術的精華，在此還可以遠眺『維蘇威火
山』雄壯景觀。
龐貝遺址，西元 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行程結束之後，專車前往蘇連多
蘇連多 Sorrento：位於半島突出海面的山崖上，依山傍海之旖旎風光和宜人的氣候，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山城景色，還有藍色的海洋，自古便是羅馬王公貴族最鍾愛的暑期渡假及冬季避寒
勝地。著名的義大利民謠〔歸來吧！蘇連多〕
、
〔聖塔露西亞〕
、
〔我的太陽〕等也是源於此地，
造訪這裡特別令人感到溫馨。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龐貝古城簡餐+水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菜單或蘇連多推薦餐廳+酒水
預定飯店：五星級 Grand Hotel La Favorita, Sorrento 或 Hotel Parco dei Principi 或同等級

第三天 蘇連多→觀光水翼船 0.5H→卡布里島→觀光水翼船 0.5H→蘇連多→1.5H 阿瑪菲海岸公
路→1.5H 拿坡里
國家地理雜誌一生必遊 50 大美景點之一 阿瑪菲海岸海景路線
被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人生必訪的 50 大景點的阿瑪菲海岸公路，一路蜿蜒 眼前豁然開朗
一片藍突然灑進了眼裡 來不及看先驚嘆了一聲
上帝是不公平的呀...把最棒的陽光撒在地中海 把所有最豐富的色彩私心給了義大利...
少了觀光客的秋冬時節 多點蕭瑟 但這安靜美好都屬於我的..
卡布里島 Capri：在宛如經過藍色墨水浸染的海洋中，浮著白色岩石構成的卡布里島，在透明
的光線和乾燥的空氣烘托下，藍白對比，顯得格外耀眼。
卡布里島向來有『戀之島』美譽，而地中海晴朗的氣候，欣欣向榮的花草和明艷的陽光，更把
這個舞台裝飾的美輪美奐。這裡的陽光下流溢的，是溫暖和快樂，自然和恬靜。
藍洞 Grotta Azzurra：抵達卡布里島大港口之後，若海象許可，我們將換乘★快船前往著名的
『藍洞』
。藍洞是一個長約 53 公尺，寬約 30 公尺，高約 15 公尺的海蝕洞。我們必須再換乘小
船屈著身體進入洞內，體驗曲折的光線將海水變為如夢如幻的深藍世界。
(※因為深受風浪影響，秋冬季進入藍洞的機率約為 2-3 成，若當天無法進入勿失望，將會帶領
團體前往卡布里島上奧古斯都花園參觀，欣賞地中海最美的藍。
若最終因為天候或海象不佳，無法開船出海前往卡布里島，將不再安排其它替代方案，華友直
接退費每位旅客 20 歐元。)
返回蘇連多，享用完午餐之後，搭乘專用巴士暢遊阿瑪菲海岸
阿瑪菲海岸 Amalfi coast：義大利南部擁有滿溢的陽光以及濃厚的南歐風情，而亞平寧山脈在
南端地中海岸的『波西塔諾』
（Positano）和（Salerno）
『莎雷諾』之間，形成美麗而曲折的海
岸線，『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推薦為人生 50 大必遊之一。
沿岸陡峭的山崖，加上常年山上溪流入海時帶來的泥沙堆積，使得這一段海岸線上形成許多美
麗的小市鎮，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波西塔諾』與『阿瑪菲』。這裡充滿了浪漫的奇想，恬靜
的舒展，以及詩意棲居的生活心情，令人陶醉！
阿瑪菲海岸線，西元 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波西塔諾 Positano：這個小鎮充滿地中海的風格，陽光，沙灘，義大利美食，聚集許多外地來
的觀光客來此休閒渡假。沿海的建築密密實實的堆疊在山坡上，白色麵包般的屋頂上，三兩隻
黑白貓慵懶的享受著，一切步調隨著披薩的香味悠然的瀰漫，隨著『托斯卡尼艷陽下』的電影
場景而浪漫起來。雖然遊覽巴士及外車無法駛入山坡小鎮，我們還是可以停留在觀光規劃的景
觀平台，拍下美美的地中海小鎮。

阿瑪菲鎮 Amalfi Town：該鎮位於一個深谷的谷口，被壯觀的懸崖及海岸景色包圍。這裡曾是
阿瑪菲航海共和國的首都，是公元 839 年至大約 1200 年間在地中海的重要的貿易重鎮。
阿瑪菲於 6 世紀第一次被提及，因強大航海勢力而獲得了重要地位，他們由國內向外進行穀物、
海鹽、奴隸、甚至木材貿易，以獲得埃及和敘利亞剛鑄造好的黃金，從而可以購買拜占庭帝國
的絲綢並再賣到西方。在 8 及 9 世紀，當地中海貿易復甦的時候，在威尼斯還在初期發展階段，
阿瑪菲與基達（鄰近阿瑪菲）分享義大利東面的貿易。9 世紀的阿瑪菲僅次威尼斯，是西歐唯
一介入東方貿易的國家，與北非的穆斯林也有貿易關係。
在 1135 年和 1137 年，阿瑪菲被比薩奪取，並迅速降低其重要性，但是它的航海法典 Tavole
Amalfitane 直至 1570 年前仍為地中海內其它人所知。在 1343 年下城區的一大部分被海嘯摧毀
而失去重要性，而現時阿瑪菲鎮已成為知名的渡假勝地。
阿瑪菲有一種優閒，漫步於舊城區，伴著摩爾建築風格的異國風情，看著聖安德烈大教堂，品
嚐義大利特有的黃澄澄檸檬酒，漫步至海邊，秋冬的靜謐之美深印腦海。
▲因冬季天氣難預測，如遇天氣因素影響路況或是落石造成路況坍方，考量團體安全和班機時
間，阿瑪菲公路將會調整參觀路線，敬請理解。
之後專車前往拿坡里住宿一晚
▲因冬季航班因應天氣或是載客狀況會延誤或是取消，如遇隔天參考班機取消，沒有更好替代
航班，行程保留調整至當天晚班機飛往米蘭並住宿一晚，當天晚餐則退餐費自理。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蘇連多米其林推薦餐廳+酒水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酒水
預定飯店：四星級 Renaissance Naples 或 Starhotels Terminus 或同等級
第四天 拿坡里 國內航班[參考班次 AZ1286：10:35-11:55] 米蘭→2H 維諾納
用過早餐，早上要向被美麗帶有異國風情的南義說再見啦..
領隊說南北義的風格完全不同調…等等要搭乘國內段班機飛往流行時尚之都-米蘭...
真的像書上說的，大街上男女各個穿著有型 像是走在伸展台上嗎?
我倒是期待看到米蘭大教堂，小時候看了江國香織版本的<冷靜與熱情之間>，對米蘭多少
有一點浪漫的幻想…
早餐後前往拿坡里國際機場，搭乘國內班機前往時尚之都-米蘭
米蘭 Milano：是義大利流行及商業中心，也是經濟心臟中樞。步行參觀雄偉壯觀、雕工精細
的哥德式◎米蘭大教堂外觀(教堂內部不是觀光場所，團體無法入內解說，可以利用自由活動
時間入內參觀)。華友獨家安排★米蘭大教堂入內門票及★屋頂登頂電梯套票，充份感受哥德
式教堂建築的極致之美。接著穿越華麗的購物商場◎艾曼紐二世拱廊，參觀與巴黎歌劇院齊名
的◎史卡拉歌劇院外觀。

隨後保留自由活動的時間，可以閒逛最富盛名的『艾曼紐二世大道』以及『蒙提拿破崙大街』
或是來杯義大利咖啡和冰淇淋，感受時尚之都的魅力。
傍晚前往浪漫之城-維諾納 並住宿一晚。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中式料理或配合班機 退餐費 20 歐方便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酒水
預定飯店：五星級 Due Torri Hotel 或 Splendido Bay SPA Resort 或 Grand Hotel Terme 或同等級

第五天 維諾納→1.5H 威尼斯連泊兩晚
電影<給茱麗葉的信>讓我深信 True Love, Never too late…
到了代表愛情的城市，維諾納讓我相遇了茱麗葉，說聲 Hi，希望得到庇佑，讓我跟真愛永
遠都不要離太遠..
傍晚，前進到威尼斯，延續了維諾納浪漫的氛圍，水都又多了一份神秘感….電影的場景全
出現在眼前，天呀..義大利換一個城市就完全不一樣，心根本來不及消化這樣的美…
早餐後前往代表愛情的故鄉~維諾納..
維諾納 Verona：迷漫著中世紀貴族的高雅氣息，漫步在「莎士比亞」的劇本中，接觸茱麗葉
的悲情。〈羅密歐與茱麗葉〉聞名於世，故事主場的舊城中心擁有許多古羅馬時代的遺蹟。
上午帶您參觀◎舊城堡與◎史卡利雷傑橋，這座橋樑與城堡連成一體宛如一座堅固的城塞。
跨越瓦紅色的橋樑，由橋的對岸拍攝全景，同時可以欣賞美輪美奐的維諾納風光，感受 1979
年電影『情定日落橋』的場景。隨後步行進入古城區參觀知名的古蹟如：◎阿雷那競技場、◎
百草廣場、◎史卡利雷傑宅邸和◎茱莉葉之家。
維諾納，西元 200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行程結束後前往威尼斯， 搭船前往聖馬可島區的飯店，感受威尼斯的夜，那是另外一種迷人地
風情，不可錯過。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燉小牛膝＋義式氣泡酒
晚餐：威尼斯聖彼得魚風味餐+酒水
預定飯店：四星級 Splendid Starhotel 或 Monaco Hotel Venice 同等級
▲威尼斯聖馬可島上五星飯店選擇有限，如遇飯店額滿，為讓旅遊時間不打折，充分感受威尼
斯日與夜的經典之美，將以島上四星替代，每人退星等價差 1000 元。
第六天 威尼斯一整天 體驗一年一度威尼斯嘉年華
國家地理雜誌推薦一生必遊 50 大景點之一 威尼斯浪漫水都
被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人生必訪的 50 大景點的威尼斯，大概就是這城市總是帶著神秘感
和沒落貴族的氣質...
水都~ 有陰鬱和浪漫 有邪惡和清純 有吵雜和寧靜 有髒亂和華麗，被列入人生必訪 是因

為它同時有兩面、它同時有太多面...
待上整天，電影中的場景都複習了一遍，從大運河看著來往的船隻..義大利 還有多少面貌?
●威尼斯嘉年華 (Carnival Venice) 2020.0214~0225
威尼斯嘉年華會以各式各樣精美製作的面具而聞名於世。活動期間人們會喬裝成不同的角色，
身著華麗的服飾搭配色彩繽紛的面具。無論是貴族、平民或者遊客，都可以藉由面具來隱藏自
己身份，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之下，盡情享受歡樂的節慶。
◆威尼斯就要這樣玩，夜晚、清晨與白天，通通不缺席的溫暖回憶
．旅行水都，不切割成下午來，隔天上午離去。
．冬天晝短夜長，靠海的威尼斯溫度低、海風強，彩色島(Burano 島)店家多數不開，
感受不似夏天，故把旅遊時間放在最重要的聖馬可區，景點和自由活動時間都兼顧。
．聖馬可島上徒步活動範圍並不大，也不必徒留兩天一直在自由活動，除了購物還是購物。
驚豔法國皇帝「拿破侖」的水都之旅
從水面上看威尼斯，“美”是唯一讓人驚豔的共同形容詞，繁華落盡的亞得里亞海飛獅
威尼斯 Venezia：是世界上少數可以稱得上獨一無二的城市，曾經雄霸一時也歷經滄桑。
暢遊聞名遐邇的威尼斯聖馬可島，漫步於大、小運河畔。
帶您參觀有“歐洲最美麗的客廳”美稱的◎聖馬可廣場、★道奇宮及嘆息橋(安排中文專業導遊
解說)、◎聖馬可大教堂、◎鐘樓等等…
(※因聖馬可教堂排隊人潮無法預知，旅遊時間寶貴，為了珍貴的旅遊時間不花在排隊上，導
遊將以教堂外部解說為主，可以利用自由活動時間再自行入內參觀，敬請理解。)
隨後安排搭乘★鳳尾船(6 人一艘船)，俗稱貢多拉(Gondola)。華友獨家安排一組專業樂師伴隨
全團，遊船同時聆唱義大利民謠，為水巷行舟的樂趣加分。浪漫的水都加上拉丁情人的迷人歌
聲，絕對是不可錯失的威尼斯體驗喔！
(※若遇淹水水位過高船停開。則更改成參觀西元 1912 年啟用的威尼斯新鐘樓門票，搭乘快速
電梯登上塔頂，居高臨下盡覽威尼斯群島與潟湖迷人的風光)
午餐後可以漫遊水都，盡情體驗嘉年華風情，充滿神秘魅力的面具和華服，彷彿回到最繁榮的
威尼斯共和國，找尋威尼斯容貌下的形與色，值得的體驗!!!
威尼斯與其潟湖，西元 198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經典墨魚麵)+酒水 晚餐：威尼斯嘉年華體驗 敬請自理

預定飯店：四星級 Splendid Starhotel 或 Monaco Hotel Venice 同等級

第七天 威尼斯→搭乘快速火車 頭等艙[預定班次：10:00-12:09]→佛羅倫斯連泊兩晚
從電影中認識了佛羅倫斯、從佛羅倫斯了解了文藝復興、從文藝復興感受到一個城市的價
值來自於它深不可測的底蘊..
這城市..產出大批的文青和藝術人才，昔日繁華不減，歲月俱增更顯出魅力..
在徐志摩先生筆下的翡冷翠連住 2 晚，古城區的日和夜，散步成了浪漫的代名詞…
早餐後搭乘★高速火車頭等艙，舒適的前往文藝復興之都。
▲參考火車時刻：威尼斯 10:00 發車，12:09 抵達佛羅倫斯。
◆佛羅倫斯就要這樣玩，黃昏、夜晚、清晨與白天，通通不缺席的溫暖回憶
．旅行文藝復興之都，不切割成下午來，隔天上午離去。
．充分安排 1.5 天，從城市導覽到個人自由活動時間，行程豐富有層次。
．華友堅持不安排前往 The mall、outlet 去購物抽傭金，讓您在老城區內各自找尋滿足自己旅
遊的方式，跟著團體旅行也可以這麼的自由自在。
龐大而美麗的文藝復興遺跡，精彩而豐富，呈現 15 世紀西方世界藝術與文化的覺醒，完美的
世界藝術首府風情之旅，文藝復興之行展開。
佛羅倫斯 Firenze：又稱翡冷翠，是義大利中部托斯卡尼大區和佛羅倫斯省的首府，是該地區
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以及主要的歷史、文化和商業中心。
佛羅倫斯曾經長期處於美第奇家族(Medici)控制之下，並曾一度是義大利統一後的首都（1865
－1871 年）。佛羅倫斯被認為是文藝復興運動的誕生地，藝術與建築的搖籃之一，擁有眾多的
歷史建築，和藏品豐富的博物館（諸如烏菲茲美術館、學院美術館、巴傑羅美術館、碧提宮內
的帕拉提那美術館等..）
。歷史上有許多文化名人誕生，比較著名的有詩人但丁、畫家李奧納多·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科學家伽利略、政治理論家馬基維利、雕塑家多納太羅等。
午餐後保留在古城區自由活動的時間，佛羅倫斯是適合散步的城市，沿著亞諾河漫步、漫步在
歷史古城街道上，細細品味歷史的痕跡、或是享受午後購物和喝咖啡的時光。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熱茶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酒水
預定飯店：古城區五星級 Hotel Savoy 或 Helvetia & Bristol Firenze 或 St. Regis Firenze 或同等級
▲住宿古城區飯店體驗佛羅倫斯的日與夜之美，一直是華友的堅持，古城區飯店隔音效果較弱，
敬請理解並見諒。

第八天 佛羅倫斯一整天
國家地理雜誌推薦一生必遊 50 大景點之一/佛羅倫斯
辻仁成版本的<冷靜與熱情之間>的佛羅倫斯…帶了那麼點愛情的憂傷
佛羅倫斯連住兩晚 用漫步認識你 用雙眼好好看清你 在冷靜與熱情之間 我愛上了你…
早上在當地專業導遊的陪同下，參觀歐洲三大美術館之一的★烏菲茲美術館(預約入內)。來到
文藝復興之都的佛羅倫斯，不親眼目睹『波堤且利』的〈春〉
、
〈維納斯的誕生〉
、
『達文西』的
〈聖告〉、『米開朗基羅』的〈聖家堂〉等真品，就等於是入寶山空手而回。
隨後參觀◎聖母百花大教堂、雕刻巧奪天工的◎天堂之門、◎市政廳廣場及大理石雕像群、
◎但丁之家和◎小豬噴泉都是不可錯過的。
(※聖母百花大教堂內部非觀光場所，隨時會因為宗教儀式關閉，為了珍貴的旅遊時間不花在
排隊上，導遊將以教堂外部解說為主，可以利用自由活動時間再自行入內參觀。)
佛羅倫斯，西元 198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午餐後保留在古城區自由活動的時間，在離開佛羅倫斯之前，好好看看這令人迷戀的城市，詩
人筆下的美、電影場景中令人陶醉的每個角度，走過留下的足跡，都是彌足珍貴的回憶。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佛羅倫斯百年皇宮丁骨牛排+酒水
預定飯店：古城區五星級 Hotel Savoy 或 Helvetia & Bristol Firenze 或 St. Regis Firenze 或同等級
第九天 佛羅倫斯→1.5H→比薩→1.5H 聖吉米那諾 宿托斯卡尼莊園飯店
國家地理雜誌推薦一生必遊 50 大景點之一/托斯卡尼
『托斯卡尼』一直被譽為是義大利最美的地區，這裡有田園，有古城，有藝術，上帝豐盛
了這塊大地。在『托斯卡尼』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這裡不受時間影響的景象和生活方式，
令人著實的嚮往呀！我要過得像在生活的義大利人，享受時光、享受慢、享受美酒佳餚…
La vita è bella
比薩 Pisa：是義大利中部名城，紡織、製革業和商業較發達，同時也是著名的文教中心，有 1813
年由拿破崙創建的比薩高等師範大學，比薩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16 世紀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伽利略·伽利萊即出生於此，更於比薩斜塔推翻亞里斯
多德的自由落體論。
比薩興建於公元前 1 世紀的古城，原為厄特路麗亞人的重要城市，公元前 2 世紀被羅馬人占領，
並在古羅馬時期得到大規模的開拓。中世紀時，熱那亞的領土都在沿河一帶，不斷遭受薩拉森
人竄犯蹂躪。被逐出家鄉的人們成群結夥逃到比薩逃難，這樣就促使比薩發展壯大，成為義大
利中部重要的海上共和國，後來，比薩在與佛羅倫斯的對抗中不斷削弱，地位急劇下降。1406
年被佛羅倫斯擊敗後併入該城邦。1860 年成為義大利王國比薩省的省會。
將步行參觀被美麗大理石柱包圍的◎斜塔(鐘樓)，趕快發揮創造力拍下可愛逗趣的照片吧。另
外名列為羅馬式建築佳作的◎大教堂與◎洗禮堂，到此也是不容錯過。

(※比薩斜塔開放付費登塔，考量時間和個人體力、懼高症狀，華友不包含此費用。若您有計
劃自費登塔，可事先上網預約，一圓登塔的夢想。)
比薩奇蹟廣場，西元 198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聖吉米那諾 San Gimignano：被譽為美塔之城，形容為獨特的托斯卡尼『曼哈頓』景觀。樓塔
成群，聳立天際，宛如一幅絕世之畫。這裡觀光客知道的不多，也因此而有遺世獨立的感覺。
帶您參觀：◎聖喬凡尼門、◎ 水井廣場、◎主教堂廣場和◎要塞區...，若體力許可，您可以在
自由活動時間自費登上市立博物館最高的古塔，體驗登高覽勝的心境。這裡生產的 VERNACCIA
白葡萄酒，也是『米開朗基羅』偏愛的美酒。
聖吉米那諾，西元 199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義式風味料理+酒水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酒水
預定飯店：五星 La Bagnaia(Siena)或 Il Castelfalfi - TUI BLUE SELECTION 或同等級
第十天 托斯卡尼莊園飯店→1.5H 奧爾恰山谷＋皮恩札→3H 羅馬連續三晚
國家地理雜誌推薦一生必遊 50 大景點之一/托斯卡尼
今天就要離開托斯卡尼了….旅程是一直移動的精彩…即使再依依不捨..
但我記得 義大利人教我的哲學…. Dolce far Niente (無所事事的美好)
今天興奮的要自己洗手作羹湯，早餐後前往烹飪學校，午餐要享用自作自受的義式料理…
接著要進入整個行程最高潮的部分，今晚，我們要進入羅馬帝國故事的開始…
早餐後前往托斯卡尼區親切而宜人的小鎮『皮恩札』，我們特別精心規劃行車路線，帶您深入
托斯卡尼最美的『奧爾恰山谷』。
奧爾恰山谷 Val d'Orcia：位於義大利托斯卡尼大區，從 Siena 以南的山丘延伸到 Monte Amiata。
整個區域丘陵起伏、絲柏夾道、牧草地綿延不絕，其間不時還穿插一些山谷和風景如畫的小莊
園。這樣絕妙淨美的自然大地景觀，從中古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到現代的攝影作品，一直
不斷地傳達，讓各地的旅人心嚮往。
奧爾恰山谷，西元 200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皮恩札 Pienza：一座從 15 世紀保留下來的古老小城，歷史上還曾經出現過一位教皇，精巧的
村鎮裡滿是石造的街道、矮牆。而經典的『托斯卡尼』鄉間田園景緻，好比明信片真實般的歷
歷在目。葡萄園與橄欖林、絲柏與石屋，構出一幅幅融合的畫面。參觀◎市政廳及廣場、◎庇
護二世教皇宮、◎主教堂等景點。
主座教堂後方可以欣賞到托斯卡尼田園綿延的風光，讓人流連忘返。經典的托斯卡尼美景，華
友旅行真情推薦。

皮恩札，西元 199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獨家>手做義式料理 Cooking Class 午餐前跟著廚藝老師從零開始體驗手做美味，也許只是很
普通的家常料理，自己攪和麵粉，揉捏麵團，醒麵後再手製成麵條，過程很開心，享用起來很
安心。義大利廚師不講究很艱澀的料理手法，只是用心傳承老媽媽的經驗與智慧。
如果義大利預計一輩子只能來一次，能想像你曾經在托斯卡尼手做美味佳餚嗎?
山城行程結束之後，將前往永恆之都-羅馬
羅馬 Roma：是義大利首都及全國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
古羅馬文明的發祥地，因建城歷史悠久並保存大量古蹟而被暱稱為「永恆之城」。羅馬建於台
伯河下游平原地的七座小山丘上，市中心面積有 1200 多平方公里，同時是全世界天主教會的
中樞，擁有 700 多座教堂與修道院、市內的梵蒂岡城是羅馬主教即天主教會教宗及聖座的駐地。
羅馬與佛羅倫斯同為義大利文藝復興中心，現今仍保存有相當豐富的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貌。
▲羅馬第一晚重點→羅馬夜遊+夜拍寫真▲
晚餐後，車水馬龍的羅馬漸漸安靜下來，古城也慢慢呈現出一種獨特迷人的浪漫氣息，精心設
計的探照燈光，展現了這些古建築的高昂氣魄，似乎在向現在的人們，再次炫耀昔日羅馬帝國
那不可一世的權威和傲慢。
華友認真這一趟震撼人心的藝術之旅，一個不可錯過的精神享受，一個更瞭解羅馬的最好機會。
安排專業導遊與攝影師，將您在羅馬的美好時分，化作值得珍藏的永恆相片。
◆羅馬夜景迷人原因
(引發潮流也無懼同業抄襲，請來羅馬城內唯一最厲害的攝影導遊。)
2000 年為了迎接千禧年的到來，羅馬市政府撥款在古城遺址區打上探照燈，從此『羅馬夜
景』讓遊客驚豔不已，沒玩過夜遊就感受不到羅馬的永恆。
◆華友四大真情推薦羅馬夜景寫真遊的原因
(1).利用晚上不塞車時間，派遣特許入城證的專用車服務，臨近景點，漫遊享受夜景。
(2).全程安排“當地專業中文導遊”詳細導覽解說，不是只讓“台灣領隊”簡單介紹。
(3).夜遊內容就是要補充無法白天行程無法走到的重要景點，讓您了解更多的羅馬。
(4).為了加強羅馬夜遊的美好回憶和自帶相機畫數不夠高的可能性，我們貼心安排專業攝影
師，攜帶最先進超高畫素的相機，輔助專業補光燈與大型腳架，在導覽解說後分組拍照，邊
玩邊拍、邊拍邊玩，合計超過 40 張珍貴清晰的夜景寫真照送給您。
★不說不知道的秘密
由於白天羅馬古城內無法隨意停車，太多景點您只能行車經過，倚著車窗空拍。
跟著華友不會出現這種遺憾，夜遊行程將視時間及交通情況，規劃白天無法走到的重要景
點。比如有：羅馬市政廳及廣場，看看「米開朗基羅」獨門建築藝術的精髓。

想看看白天根本無法靠近的古羅馬政治中心嗎？有太多想要讓您知道的故事及好多精彩的
景點~鬥獸場、米氏大石階、市政廳、羅馬古市集、圖拉真皇帝柱、忠烈祠…等等。
(※考量到體力和隔天豐富的行程，可能無法全數前往，但是還是要讓您比其它人看到更多
羅馬的精彩。)
(※夜遊和拍照景點將視天氣、光線和交通狀況由攝影師當天選擇。)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托斯卡尼山城 浪漫手做義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預定飯店：古城區五星級 Hotel Sofitel Rome Villa Borghese 或 Hotel de la Ville Rome 或 Rocco
Forte Hotel De Russie, Rome 或 Hotel Palazzo Naiadi 或同等級
第十一天
羅馬一整天 (羅馬圓形競技場+真理之口)
凱薩大帝至理名言：我來 我看 我征服 (Veni, Vendi, Veci)，羅馬是來到義大利最重要的行
程，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後面璀璨的歐洲文明的延伸。羅馬是個必須要用腳認識的城市，
任何旅客都要用相同的方式好好看看它的容顏…古城區一磚一瓦，每塊石頭都有故事，它
們看著人類世界的變化，但它們…卻沒有改變…
羅馬圓形競技場 Colosseo：又譯作羅馬鬥獸場，原名弗萊文圓形劇場，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
形角鬥場，建於公元 72 年-82 年間，現僅存遺蹟位於現今羅馬市中心。羅馬競技場估計可以容
納五萬至八萬名觀眾，平均觀眾約六萬五千人。競技場用來進行角鬥士的比賽、海戰表演、處
決、重要戰役的歷史重演、以及演出以羅馬神話為基礎的戲劇。在中世紀前期已不再將羅馬競
技場用在娛樂用途，後來用作住宅、工作坊、聖職人員宿舍、防禦工事、採石場以及基督教聖
地等用途。
競技場中有部份因為地震以及盜石賊的破壞而受損，不過仍然是羅馬帝國的代表性建築物，義
大利版本的 5 歐分硬幣上面就是以羅馬競技場為主題，也列名在中古世界七大奇蹟及世界新七
大奇蹟中。
今日在當地中文導遊的陪同下參觀★羅馬競技場(事先預約不讓旅客排隊久候)，是羅馬歷代皇
帝和富有的市民，將角鬥士的生死搏擊和野獸互相廝殺搬上舞臺，藉以爭取民心，是瞭解 2000
年前羅馬人生活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之一。另外知名的羅馬古蹟遺址◎古市集廢墟，◎君士坦
丁凱旋門等等，也是此行必遊之地。
羅馬歷史區遺址，西元 198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之後前往電影『羅馬假期』影片中最受歡迎的場景◎真理之口，更是華友首創的安排，現今成
為台灣團旅客指定必遊之地。

午餐之後來到◎西班牙台階，保留自由活動時間約 3 個小時，您可以自由選購義大利名品，也
可以在浪漫的知名咖啡屋與百年茶店享受多采多姿的羅馬假期、也可以自由漫步在台伯河河畔，
購票參觀聖天使古堡，依循知名的好萊塢電影情節，來一趟『魔鬼與天使』場景之旅。
另類的羅馬假期，因為您而精彩可期，小小的花點心思，羅馬就是這麼令人感到美好~
▲羅馬第二晚重點→羅馬之夜▲
義大利紅龍蝦 Gambero Rosso 或法國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薦餐廳晚宴
今晚精心安排位於羅馬城內，深受當地人喜愛的餐廳，來一趟美食晚宴，外有古城獨特迷人的
浪漫氣息，內有精心設計的溫柔燈光，震撼人心的永恆之城，不可錯過的一場在地風味饗宴。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義式麵食分享餐+酒水 晚餐：紅龍蝦美食指南或是米其林推薦+酒水
預定飯店：古城區五星級 Hotel Sofitel Rome Villa Borghese 或 Hotel de la Ville Rome 或 Rocco
Forte Hotel De Russie, Rome 或 Hotel Palazzo Naiadi 或同等級
第十二天
羅馬一整天 (梵諦岡之旅+古城區景點)
<我真是何其有幸，生於「米開朗基羅」的時代>「拉斐爾」曾經如此感嘆的說。文藝復興
三大巨傑，大師中的大師「米開朗基羅」在羅馬的遺作。一趟博大精深的文藝故事之旅，
讓人歎為觀止，無以形容。
<主阿，請不要在我死後判我有罪>，曠世之作，連當時的教皇都為之動容。
在 16 世紀的藝術殿堂上，看著栩栩如生的巨作，聽著如癡的故事，喘息間盡是不可思議…
梵諦岡 Status Civitatis Vaticanae：是位於羅馬西北角高地的內陸城邦國家（國中國），為天主
教會最高權力機構聖座的所在地、天主教會最高領袖教宗的駐地、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
心，亦為世界領土面積最小的國家，國土面積 0.44 平方公里。
其前身為教宗國，自 1929 年起以《拉特蘭條約》確定為主權國家，實施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在中文專業導遊的陪同解說下前往天主教勝地『教皇國』
，安排參觀著名的★梵諦岡博物館(事
先預約不讓旅客排隊久候 1~2 個小時)；其中★拉斐爾畫室與★西斯汀禮拜堂內「米開朗基羅」
大師所繪的<最後審判>，以及令人嘆為觀止的天頂壁畫群~來到梵諦岡不入內，絕對是您此行
與此生最大的遺憾。
隨後參觀費時一百七十多年興建的★聖彼得大教堂，文藝復興時期知名的無數大師都參與其中，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無價的藝術寶庫宮殿。
(※梵諦岡博物館及聖彼得大教堂有其特殊性，若臨時因接待外賓或是彌撒活動封閉禁入，將
盡可能改其它時段參觀，或是改其它羅馬境内的博物館或是教堂替代，尚祈見諒。)
梵諦岡，西元 1984 年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入世界文化遺產。

午餐後沿著『羅馬假期』影片中，女主角『奧戴麗‧赫本』的腳步，漫步古城區經典場景：女
主角在◎許願池剪了舉世聞名的髮型『奧戴麗‧赫本』頭，原來拍片的理髮店已經不存在，現在
卻是多了好多的冰淇淋店。許完願之後，請您品嚐★義大利冰淇淋，小小貼心都是期待給您甜
美的『羅馬假期』。
隨後羅馬古蹟續攤前往◎萬神殿，此為古羅馬時期重要的建築成就之一。公元 609 年拜占廷皇
帝將萬神廟獻給羅馬教皇卜尼法斯四世，後者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Santa Maria ad
Martyres），這也是今天萬神殿
的正式名稱。
午後要請您喝羅馬知名★金盃咖啡，陣陣飄來的咖啡香味，喝上現做的香醇義式咖啡，午後精
神抖擻，到羅馬旅行再怎麼匆忙，也要跟您喝一杯咖啡。
行程結束後前往鄰近羅馬機場的飯店並享用晚餐，今日早點休息，以方便明日一早至機場進行
購買物品退稅事宜。
早餐：飯店西式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酒水
預定飯店：四星級 Marriott Park Rome 或 Sheraton Parco de' Medici Rome 或 A.Roma Lifestyle
Hotel 或同等級
第十三天
羅馬→台北 <參考航班：CI76 10:30-05:35+1>
清晨起床、吃完簡便的早餐、到機場退完稅之後，等待著登機廣播…
心是滿的，像裝滿紀念品的行李一樣，裝載著滿滿的美好回憶，義大利的美難用一個字或
是一句話來形容，在羅馬的許願池，投了一枚硬幣許了願，期待有天再重返義大利….行程
未完待續..
離別時刻，專車前往羅馬機場辦理貨物退稅，準備搭機返回台北
早餐：飯店西式或餐盒(配合班機)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X
第十四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桃園機場，十四天的夢即將結束，華友很開心陪您完成人生必遊清單之一，
希望這趟旅程讓您一生難忘，並期待下次的相見。
※以上補充說明，敬請知悉與體諒。
【本公司依法可因不可抗力因素保有調整行程內容及順序之權利，實際行程以現場操作為主。】
【教堂實際上並非參觀景點隨時可能因為有活動而關閉謝絕參觀，身為地球村民請理性認知。】
【火車移動會以法拉利私鐵為主，如遇班次縮班、罷工或是時間不合適，將以義大利國鐵替代。】
【行程所列餐廳若遇客滿或休息，華友將改安排到其它城市之同等級餐廳替代，敬請見諒。】
【行程所列法式米其林認證餐廳如客滿或休息，華友將改義式紅龍蝦評鑑餐廳或五星飯店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