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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性旅遊−UNESCO'S HERITAGE & NATIONAL PARK~

浪漫⼭城‧地底探險‧天空之城‧義大利11日

＜超越百國＞義大利山城小鎮
＜⾏程特⾊＞
來去托斯卡尼艷陽下住⼀晚。
為宮崎駿創造天空之城的靈感來源，因而聞名四方。
費時⼀百五⼗年修建。
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傑作。
佛羅倫斯兩⼤博物館：學院美術館+烏菲茲美術館中文導覽

★

科托納：

★

天空之城：

★

梵諦岡聖彼得大教堂：

★

西斯汀禮拜堂：

★

★

CP值超高的購物指南

★

費拉拉舊城區(UNESCO 1997）：

★

佛羅倫斯舊城區(UNESCO 1982)：

★

羅馬舊城區(UNESCO 1982)：

★

奧維耶托(UNESCO

＜UNESCO W.H.＞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保留完整的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群，鮮少人造訪的小鎮。
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世界旅人一生必遊的城市。
擁有羅馬競技場與各項古羅馬時代的遺址，經典中的經典城市。
潛力景點 ⾦⾊⼤教堂與超⼤地下城遺址，等你來挖掘。
(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表下車參觀
團

費

)：

近期公布！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出

發

01.

日

臺北

期

◎

2017/11/16、12/7；2018/01/11、2/8、3/8、4/5

香港

杜哈

預計航班：CX565 TPE/HKG 1415/1620+QR 817 HKG/DOH 1835/2305

午後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轉機點(夜宿機上)。
02.

杜哈

米蘭

預計航班：QR123 DOH/MXP 0140/0615

班機抵達後，隨即前往
，這座由達文西參與設計的城堡，讓您可於此感受米蘭現代、
時尚外的古色古香。
世界最大的哥德式教堂、米蘭的象徵，並安排您登上★屋頂，從高處眺望時尚之都米
蘭。
：十字形的迴廊，是⽶蘭最繁華熱鬧的地區，⾼級餐廳與精品名店林⽴，儼然
是米蘭的時尚伸展台。
：傍晚，延著科索柯爾默街閒逛，感受米蘭時尚設計力吧，10 Corso Como，是此
區必逛的店，集結了各種時尚與最新形態的產品，愛好時尚的您決不能錯過！
＜餐食＞早餐: X 午餐：X 晚餐：米蘭精選餐廳
◎斯福爾扎城堡

★米蘭大教堂：

◎艾曼紐二世迴廊

◎科索柯爾默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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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4* Hotel NH Milano Palazzo Moscova 或 4* NH Milano Grand Hotel Verdi 或
4* AC Hotel Milano by Marriott 或同級
03.

米蘭→215km波隆納→50km費拉拉

經常聽⾒，也常常吃的番茄⾁醬麵，就是從波隆納發源的，⼀起於此品嘗最道地的波隆納⾁醬麵吧！
並於波隆納是區觀光包含：
、
、
、
、世界第五大
教堂的
傍晚，前往波隆納北方文藝復興小鎮費拉拉，夜宿費拉拉 Ferara，感受寧靜⼩鎮低調原始的魅力。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波隆納肉醬麵 晚餐：義式料理或飯店主廚料理
＜旅館＞4*Hotel Annunziata或4*Hotel Ferrara或同級
◎波隆納雙塔

◎海神廣場

◎波隆那主廣場

◎公證人宮

★聖白托略大殿

04.費拉拉→119km Barberino Designer Outlet→50km佛羅倫斯

以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群保存完整而入選UNESCO的費拉拉，理所當然參觀的景點以此為主，
包含
：由白⾊⼤理石興建，羅曼式建築的立面，為費拉拉的信仰中心。
為艾斯特希家族的主要基地，經過歲月的痕跡，直到15世紀才由建築師卡爾皮修復並擴建城現
在的樣貌。
酷似兒時電玩超級瑪莉中的城堡，童趣可愛。
午餐後前往
相較於知名的The Mall Outlet專門提供的精品品牌，
Barberino Designer Outlet內的品牌顯得親⺠許多，從登⼭品牌哥倫⽐亞、The North Face、義大利
國⺠必⽤的Bialetti摩卡壺、超人氣小烏龜包......等人氣商品，相較於台灣，價差最高可以到3折，在
此帶回超多戰利品吧！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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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有許多⽂化名⼈誕⽣、活動於此地，⽐較著名的有詩⼈但丁、畫家李奧納多‧達文西、
⽶開朗基羅、政治理論家⾺基維利等。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料理 晚餐: 義式料理
＜旅館＞4*Hotel Balestri 或4* Hotel Brunelleschi或 4*Grand Hotel Baglioni 或同級
費拉拉：

◎費拉拉主教座堂

◎艾斯特希

城堡：

◎市政廳：

◎Barberino

Designer

Outlet：

佛羅倫斯：

05.

佛羅倫斯

上午參觀米開朗基羅創作的經典
所在的
及宗教中心★聖⺟百花
，
、
下午
，親眼目睹文藝復興三傑：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
斐爾，以及波提且利等大師的藝術真品。隨後前往 ，並自由閒逛於充滿文藝氣息的阿諾河對岸
大衛像真跡

教堂

◎喬托鐘樓

★學院美術館(中文導覽)

◎徒步參觀傭兵涼廊、◎領主廣場、◎野豬噴泉

參觀舉世聞名的★烏菲茲美術館(中文導覽)

◎老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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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您可於此採購佛羅倫斯匠人的手做皮鞋、皮件等精美的商品。晚餐享用佛羅倫斯知名的大牛排。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料理 晚餐：佛羅倫斯大牛排餐
＜旅館＞4*Hotel Balestri 或4* Hotel Brunelleschi或 4*Grand Hotel Baglioni 或同級
06.

佛羅倫斯→122km科托納

新聖⺟⼤殿 取名為「新」聖⺟⼤殿的原因在於，13世紀時當地所屬教會決定在舊聖⺟殿的遺址上
興建新的宗座聖殿，也是佛羅倫斯的第一座，由於興建時受到佛羅倫斯許多家族的贊助，聖殿內收藏
的藝術品非常精美，由其以哥德式藝術與早期文藝復興的壁畫最有價值。另外聖殿附屬的修道院，則
有家經營超過三百年的藥妝店，店內的擺設延續了聖殿的建築語彙，是您不可錯過的另⼀個景點。
：托斯卡尼的農產品集散地，來⾃巴薩⽶克醋故鄉，摩德納的醋製品、托斯卡尼的橄欖油、
松露、香料等產品，除此之外，佛羅倫斯人在此享受的各種市場美食也相當美味。
聞名全世界「托斯卡尼艷陽下」電影拍攝地，隨著蜿蜒的⼭路漫漫攀⾼，回頭望向來程的路
上，飽覽托斯卡尼平原景觀的綠，搭配遠⽅的特拉斯門諾湖景的藍，似乎可以理解電影主⾓梅耶斯選
擇於此療癒自我的原因。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料理 晚餐：山城私房料理
＜旅館＞4*Hotel San Luca或4*Hotel San Michele 或同級
★

：

中央市場

科托納：

07.科爾托納→108km天空之城→23km奧維耶托

世界100大瀕臨消失之地。最早是建立於2500前的⼭城，位於⼭的的頂端，靠狹窄的⻑
橋與外界相連，遠處看就好像⼀條橋連結到⼀座天空中的城堡，此城與世隔絕了幾百年當地⼈稱為⿁
城，直至日本著名漫畫家宮崎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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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戰略、避難等等的需求，從古文明的伊特拉斯坎文明時代便開始興建，目前為
⽌發現的洞⽳多達1200個，洞⽳的功能包羅萬象，從儲⽔、採石場、磨坊、酒窖、製油廠、甚至小
廣場等，我們將參訪其中⼀個洞⽳，掀開地下城的神秘面紗。奧維耶托也是UNESCO的候選名單。
：與佛羅倫斯的聖⺟百花教堂其名，為義⼤利最美的兩座歌德式教堂，也是城市
內唯一沒有被含括在地下城的建築，為當地人信仰的中心，正立面閃亮的金色，將教堂點綴的精緻又
高雅。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料理 晚餐：義式料理
＜旅館＞4*Grand Hotel Italia Orvieto或4*Palazzo piccolomini或4*La Badia di Orvieto或同級
★天空之城：

★奧維耶托地下城

★奧維耶托主教座堂

08.

奧維耶托→120km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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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尼在羅⾺留下的⼤型規劃案，為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大的法西斯建築群，
我們將深入此區參觀
：以羅馬競技場為靈感興建的現代建築，
建築外觀比例
均衡，融合了古典建築與會與現代建築幾何造型的極佳典範、遠望
……等法
西斯建築群
競技場的看臺使用三層的混凝土，每層有80個拱，最上層則是50公尺高的實牆，將
體驗古羅⾺舉⾏⼈獸表演的地⽅，傳說中⼈獸博⾾的競技場。
參觀競技場後，漫步於羅馬最著名之
周遭，享受著購買名牌雲集的精品街、另參觀
。晚餐安排至羅馬在地美食集散地越台伯河區，一嘗羅馬人最愛的披薩店。
＜餐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料理 晚餐：羅馬道地披薩餐
＜旅館＞5*Hotel Ambasciatori Palace 或 5*Grand Hotel Palace 或同級
◎羅馬萬國博覽會區：

◎義大利文化宮

◎大會堂

◎帕拉羅托馬提卡體育館

★羅馬競技場：

◎西班牙臺階

◎許

願池

09.

羅馬(梵諦岡)

今日造訪全球天主教徒的聖地，是世界最迷你之國家−教皇國梵諦岡，參觀費時⼀百五⼗年修建，雄
偉壯麗、舉世無雙的
，其銅像、雕刻、彩石⾺賽克壁畫，無⼀不是超凡⼊聖的藝術結
晶，造訪
，一覽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傑作。
下午自由活動，您可漫步於羅馬市區，與當地⼈⼀樣⾛進咖啡店，站在吧檯來杯香醇的Espresso，亦
或是有任何漏掉的購買清單，就在今天下午完成吧！晚間安排傳統豐盛且獨特之義式風味餐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料理 晚餐：義式料理
＜旅館＞5*Hotel Ambasciatori Palace 或 5*Grand Hotel Palace 或同級
★聖彼得大教堂

★西斯汀禮拜堂

10.

羅馬

杜哈

參考航班：QR 132 FCO/DOH 1630/2355

今早離開飯店後，前往◎
與◎
羅馬假期拍攝地點◎真理之⼝、另獨家安排秘密景
點◎ ，此處為騎⼠團⻑的別墅，從⼤門的鑰匙孔遠望，可看⾒構圖⽐例完美的聖彼得⼤教堂圓
頂。
午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退稅相關事宜，與熱情的義⼤利說再⾒，踏上返鄉的歸途。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料理 晚餐：機上
納沃納廣場

萬神殿、

鑰匙口

香港
班機經香港轉機、晚間返抵國門，結束此趟的義大利之旅，我們下次⾒囉！

11.杜哈

台灣

參考航班：QR 818 DOH/HKG 0225/1445+CX470 HKG/TPE 174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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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圖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訂金 50,000
3. 截止報名日期：出發日 45 天前

⾏者無疆旅⾏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區建國北路⼀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陳奕綸 蔡雅安
連絡電話：02-2500-0585
⾏者無疆旅⾏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FB 粉絲專頁連結 / Google+連結 / Youtube 影片連結
Line@ ID : @spirittour / 微信 ID : spirit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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