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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薩丁尼亞島˙科西嘉島˙彩繪村莊夢幻 20 日

( 2016.6.01 修版 )

＜超越百國＞義大利【北義深度之旅】
、梵蒂岡、聖瑪利諾共和國、法國【科西嘉島】
。
＜義大利最美的彩繪村莊＞
★「威尼斯彩色島」－五彩童夢及黃昏下的彩色屋倒影。
★「世外桃源五地漁村」－山坡上色彩鮮豔的彩屋與蔚藍的海灣形成強烈的對比。
★「提努納彩繪小鎮」－鎮上的建築外牆有各式各樣的彩繪，形成特殊的景色。
★「聖瑪利諾」－古典雅致的中古世紀風情。
★「拉斯佩齊亞」－依山勢而建之拉帕洛港灣舊城區之濱海彩屋。
★「巴尼奧雷焦天空之城」：日本著名漫畫家宮崎駿，創造了漫畫小說中的天空之城而聞名四方。
＜綺麗美景＞
★『阿爾卑斯山之最 BOTA/Best of the Alps』多洛米蒂山脈之寇蒂納丹佩佐 Cortina d'Ampezzo，擁有純
潔無瑕的阿爾卑斯山景觀，BOTA 中的 12 處景點，各自有不同區域性，及人文性的差異。
★『斯康得拉國家公園』－安排乘船遊覽這個由火山岩所形成的地形。
＜UNESCO W.H.＞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威尼斯舊城區及其環礁湖。
★洛米蒂山脈－白雲石被陽光及冰雪雨水侵蝕成有如鋸齒、如尖塔、如城堡、如管風琴等形貌。
★托斯卡納〜聖吉米拉諾－保留有十四座完整的高塔，
「美塔城鎮」的美譽非其莫屬。
★托斯卡納〜西恩納－最受歡迎的古鎮之一，古樸的街道與充滿藝術氣息的山城。
★佛羅倫斯歷史中心－世界旅人一生必遊的國度，。
★五地漁村－Cinque Terre，Cinque 是「五」
、Terre 是「地」的意思。
★比薩的中央教堂廣場－11 世紀時所建造斜塔，為世界七大建築奇景之一。
★溫布利亞省最美山城：阿西西聖方濟會，是聖城又有藝術珍寶，吸引旅客紛至沓來。
★舉世無雙的聖彼得大教堂－費時一百五十年修建。
★西斯汀禮拜堂－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傑作。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費

出發日期

NTD

商務艙追加

NTD

單人房追加

2016/09/

訂金

NTD

報名截止日

NTD
出發前 30 天

三、以下航班為參考航班，以最後說明會資料為準。
01. 臺北香港米蘭 Milan
CX5483 2110/2255+CX233 0100+1/0735+1 (16h25m)
今日飛往義大利的西北方大城〜米蘭，是米蘭省的省會和倫巴第大區的首府。此義大利精選深度之旅，
讓旅程充滿期待與驚喜，能探索真正的義大利。夜宿機上。
02. 米蘭→4.5h科爾蒂丹佩佐→20m米蘇利納湖 (多洛米蒂山脈黃昏美景)
上午抵達後，專車前往科爾蒂丹佩佐(海拔 1,224 公尺)，位於阿爾卑斯山群山環抱的山谷地帶，是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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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最佳的冬季滑雪場，曾主辦過 1956 年冬季奧運會，附近的山脈皆是因風、雪、雨，所雕鑿出的
白雲石嶙峋崢嶸的山貌，那山彷彿擎天而起，氣勢逼人，是多洛米蒂山得天獨厚的休閒勝地。悠閒的
漫步於山中度假小鎮，山景配搭 18 世紀的教堂及 19 世紀的鐘樓之景觀，法國礦物學家探勘者的紀念
像，並於波坷瞭望台 Pocol Belvedere (海拔 1,539 公尺)，俯瞰科爾蒂丹佩佐的小鎮風光。收工之前再射
影黃昏美景，此白雲石有「碳酸氫鈣鎂」成分，會因光線而變化色彩，當日出日落投射下，岩石幻化
成粉紅、玫瑰紅或火焰紅，山色瑰麗之人間仙境而感動不已。
＜旅館＞Hotel Misurina 4*+湖畔的旅館
03. 米蘇利納湖
早餐後，前往米蘇利納湖，傾心醉倒於大自然的壯美，對山水景色讚歎不絕，位於多洛米蒂峽穀間，
是阿爾卑斯山中最美麗的湖泊之一，湖的對面的海拔高度在 2400 公尺到 2600 公尺的山峰，及傳說故
事中的國王山山峰，傳說故事中的皇后山山峰，群山倒映在湛藍如鏡的湖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曾發生激烈的戰鬥，所以這裡又稱戰地山峰，湖邊的鐵車輪塑像，說明那時期陣亡者的紀念。美國著
名作家海明威曾在附近住過，代表小說《永別了，武器》是以這裡為背景展開故事情節，這部小說後
來被改編成電影，叫《戰地春夢》。下午★搭纜車上山，而纜車路線之下也一條有名的登山步道，稱
為「高空小徑 Alte vie」
，纜車終點站叫做 Col de Varda，此處海拔 2115m，比湖面高約 360 公尺，視野
開闊，瞭望高大險峻的山峰，只見岩石裸露，崩塌隨處，山腳下則是綠樹連片，水面如鏡，或是草坪
隨坡地起伏，馬群和牛群散落期間，高山的陽剛美和草坡的柔和美在這一地區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旅館＞Hotel Misurina 4*+湖畔的旅館
04. 米蘇利納湖→2.5h水都威尼斯 Venice (安排島上老城區旅館，享受著輕鬆攝影之旅)
上午專車前往威尼斯是南歐迷人亮麗的陽光、海水、島嶼，加上中世紀國威鼎盛時期興築的各種優美
建築，把威尼斯粧點成獨一無二「水都」
，有著「亞得裡亞海尊貴的女王」
、
「誕生於浪濤中的維納斯」
、
「地中海最閃亮的珍珠」等等稱號。下午，搭乘汽船前往布拉諾島(Burano) 又叫彩色島，因為島上的
房子都是色彩繽紛的，因當地漁民擔心捕魚回家找不到路？晚餐於彩色島餐廳，品嘗海鮮，當然美麗
夕陽下的房舍倒影，都是彩色的就像畫一樣。(今晚入住老城區，請僅攜小行李)
＜旅館＞STARHOTELS SPLENDID VENICE 4* 老城區近聖馬可廣場
05. 水都威尼斯 Venice→貢朵拉運河→3h聖瑪利諾 St.Marino (聖馬利諾共和國Republic of San Marino)
上午於世界最美又迷濛之城－威尼斯，有 177 條的運河及有 118 座小島，橋樑有 400 座之多，莎士比
亞劇中之威尼斯商人的所在地，最大特色是浮於水面的交通工具。上午，並體驗著★「貢朵拉」
（四
人一艘）
，欣賞運河風光，悠遊於水都大小河道。隨著來到威尼斯最著名而美麗的一座橋－「裡奧多
橋」
，原是座木橋橫跨大運河，狀如拱形，在橋上觀景，壯觀之極。隨後，前往有『歐洲會客廳』之
稱的聖馬可廣場，拍攝道奇宮，是總督府的意思，是威尼斯的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的官邸。續到喧擾的
聖馬可廣場，您的視覺心靈融合了古典、羅馬、歌德及拜占庭式精緻的聖馬可教堂！續到嘆息橋，1979
年的電影《情定日落橋 A Little Romance》之場景。下午，專車前往建於西元四世紀由一位叫馬利諾的
基督徒石匠始建〜聖馬利諾共和國（世界上最小的民主共和國），位於義大利境內，面積僅有 61 平
方公里，人口兩萬多，座落於迪達諾山頂。
＜旅館＞HOTEL SAN MARINO 4* 近城門區與舊城
06. 聖瑪利諾 St.Marino→3.5h 拉斯佩齊亞
早餐後，參觀建於西元四世紀由一位叫馬利諾的基督徒石匠始建〜聖馬利諾共和國（世界上最小的民
主共和國），位於義大利境內，面積僅有 61 平方公里，人口兩萬多，座落於迪達諾山頂。欣賞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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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氣勢的城門、新哥德式建築之行政宮，是聖馬利諾共和國官廳的建築物、自由廣場及聖瑪利諾教堂
等名勝；漫步於城內之古典雅致的中古世紀風情石板路上，及主要的鼓古軍事用途的羅卡塔、切斯塔、
蒙塔爾塔、令人發思古之幽情！隨後，前往位於義大利利古裡亞大區東南端，是拉斯佩齊亞省的首府
〜拉斯佩齊亞。
＜旅館＞4* 港灣舊城區
07. 拉斯佩齊亞→2h五地漁村(安排海路、火車)→2h聖吉米尼亞諾 San Gimignano「美塔城鎮」
今日將安排由海上與火車方式徹底的旅遊於義大利西北海岸之五地漁村 Cinque Terre，是五個中世紀
的古老漁村的組合，因早期的漁民能在幾無平地的惡劣情況下，胼手胝足的開墾出小村落與田園，房
子都須蓋在山坡上，漁村的房子重重疊疊的蓋在斜坡上，房子的特色都塗粉色系及獨具一格的彩色房
屋，與世隔絕，彷彿世外桃源，保留原始之美。將造訪：半月形海灘的蒙特羅梭，橘色的遮陽傘與海
水就如蔚藍海岸般清澈透藍之美景，在五地中規模最大。最具魅力的維納劄，最具義大利古風的漁村
與港口，色彩鮮豔的房屋沿著山坡層疊而上，與青翠的山丘及蔚藍的海灣形成強烈的對比，組合成一
幅美麗的圖畫。柯尼亞，五座村莊當中最小也最高，孤絶的矗立在海岬上，並參與★“愛之小徑”Via
dell'Amore 的行列。瑪納羅拉，是受到遊客喜愛的村莊，佇立於特殊地質構造的岩石上。裡奧瑪究雷，
於西元八世紀由一群躲避宗教迫害的希臘人建立的村莊。隨後前往托斯卡納。
＜旅遊新知＞【托斯卡納地區 Toscana】
：風景優美，步調輕鬆，與世無爭的浪漫與豐富的藝術氣息，
是天才達文西的出生的地區。安排深度的托斯卡納鄉村景色，才有重遊的價值，數十座的山城小鎮，
各具特色，很值得慢慢欣賞。而代表性的塔城〜聖吉米拉諾，在全盛時期共興建了七十二座高塔，目
前還保留有十四座完整的高塔，
「美塔城鎮」的美譽非其莫屬。
＜旅館＞Relais Cappuccina 4* 義式莊園旅館
08. 聖吉米尼亞諾→1h西恩納
聖吉米尼亞諾是托斯卡納區錫耶納省的城牆環繞之中世紀小城，整城都是中世紀建築，尤其是城外數
公里就可看見的塔樓聞名，此外還出產白葡萄酒。聖吉米尼亞諾保留了14座不同高度的塔樓，是著名
的國際符號，上午，欣賞主要的★前主教座堂Collegiata和Sant'Agostino 教堂，收藏利文藝復興主要藝
術家的許多作品。漫步於老城區的水井廣場、主教座堂廣場、Pecori廣場和delle Erbe廣場。午餐後，
來到被丘陵及葡萄園所圍繞的古城〜西恩納。西恩納是托斯卡納地區數十座著名小城鎮中，最受歡迎
的古鎮之一，古樸的街道與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參觀市中心最美的扇形貝殼廣場、其旁102公尺高
的鐘樓是義大利第二高的中世紀塔樓、市政廳及★西恩納主座教堂等景點，古老悠美的建築，讓您彷
彿穿越時光回到中古世紀，今日下榻的莊園旅館。
＜旅館＞Hotel Tenuta Di Ricavo 4* 義式莊園旅館
09. 西恩納→巴尼奧雷焦 Bagnoregio《天空之城》→阿西西 Assisi
★巴尼奧雷焦：義大利最新熱門景點。最早是建立於2500前的山城，位於山的的頂端，靠狹窄的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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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西西：溫布利亞省最美山城之一，中世紀古城暨聖方濟修道會聖地，座落於山丘頂上的阿西西全鎮
圍繞著完整的古城垣，宛如自1182年聖方濟出生後密封到現在幾乎未曾有任何改變，每年吸引每數百
萬朝聖者與觀光客湧入這個三千居民的小鎮。★聖方濟教堂，淡紅色大理石在陽光照耀下顯得瑰麗奪
目，欣賞最著名的喬托所繪製之28幅聖方濟生平的濕壁畫，將聖方濟的故事栩栩如生呈現在眼前。小
小的一座山城，擁有十多間教堂，友善的神父與修士處處可見。走在巷弄之中，給人時光倒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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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新知＞阿西西是聖者聖方濟（San Francesco）的誕生地且為聖方濟大教堂的所在地，整個城鎮
和平寧靜，洋溢著近乎聖城的氣息。
＜旅館＞Hotel Assisi 4*
10. 阿西西→1.5h佛羅倫斯 Florence / Firenze人文薈萃的美麗殿堂
早餐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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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烏菲茲美術館、學院美術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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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多納太羅等。午
餐後，參觀★宗教中心聖母百花大教堂，莊嚴的穹頂，旁側之巨大主教座堂有著極為美麗的喬托鐘樓，
及佛羅倫斯聖若望洗禮堂，在其青銅大門之中，還有一扇黃金的「天國之門」引領著人們的卑微。隨
後，自由閒逛於充滿文藝氣息的佛羅倫斯市區，黃昏之際，於觀景城堡(Forte Belvedere)欣賞佛羅倫斯
市中心的美景，阿諾河河谷風景的景觀。
＜旅館＞Hotel Brunelleschi 5* 老城區近聖母百花大教堂
11. 佛羅倫斯 Florence→1.5h比薩 Pisa
上午市區觀光，首先造訪全歐洲最美麗的橋樑之一、天主聖三橋(Ponte Santa Trinità)、是佛羅倫斯跨越
阿諾河的石灰岩橋樑，興建於文藝復興時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橢圓型拱橋，長32公尺，相鄰的兩座
橋樑是東側的老橋和西側的卡瑞拉橋（Ponte alla Carraia）
。參觀★舉世聞名的烏菲茲美術館(中文導覽)，
親眼目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大師們的藝術真品，及★學院美術館(中文導覽)，隨後，前往以斜塔
聞名全世界的小鎮，從10世紀以來即備受東方貿易的溫潤，繁榮成富強的海洋國家，和威尼斯及熱那
亞並列互爭地中海霸權，於強勝時期此地，此地也因伽利略誕生地而著名，參觀古跡以中央教堂廣場
為中心，包括主教座堂、洗禮堂，以及最為著名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比薩斜塔。
＜旅館＞Abitare Tower Plaza 5* 渡假休閒旅館，可欣賞比薩斜塔美景
12. 比薩→30m利弗諾〜4h巴斯提亞→2.5h皮亞納【法屬 科西嘉島】
船班於 08:00 出發前往法屬柯西嘉島，在地中海諸島中僅次於西西里及薩丁尼亞島，為第三大島。科
西嘉島，風光多姿，色彩對比鮮明：有藍色的無垠的大海，有綠色的高大的柏樹，褐色的是熱那亞人
留下的城樓，而紅色的是那一個個小小的海灣。它那大自然使您可以在幾公里的行程中見到變化多姿
的各種風光，從高山到天然的沙灘，再到濱海的岩石。盡情享受這裏湛藍色的溫暖海水、成片的銀蓮
花和珊瑚形成的高地吧！隨後，途中造訪 「法國最美的小村莊 Les plus beaux villages de la France」〜
皮亞納 Piana，位於斯康朵拉半島，小村莊配搭斑岩多石地貌與茂密的灌木叢林極為美色。
＜旅館＞Hotel Capo 4*
13. 皮亞納〜20m斯康朵拉保護區 〜2h阿賈西歐Ajaccio
上午前往 (UNESCO 1983)的斯康朵拉保護區，安排★乘船遊覽，由火山岩所形成的地形，加上風與海
水的侵蝕切割而造就獨特景緻，此保護區有兩個入口，船將由Elpa Nera進入，探訪斯康朵拉半島之陡
峭鐵血色懸崖及海水岩洞，奇特巨岩矗立於海中景觀，兩側的美景是紅色沙灘和海灣，及天空中飛翔
著海鷗、鸕鷀和海鷹，清澈的海水，星星點點的小島，連同險峻的岩洞構成了海洋生物的富饒家園。
隨後，前往柯西嘉島西岸的最大城市，拜訪震撼西歐歷史之法國傳奇人物拿破崙故鄉，位於法國科西
嘉島西岸，是科西嘉島的首府，是拿破崙•波拿巴一世的出生地。首先造訪拿破崙出生的舊居Bonaparte
Museum，陳列拿破崙家族的資料，裝潢擺設，他出生的房間，他從法國回來小住過的房間，擺設其
他關於拿破崙的史實及光榮記錄，已設為拿破崙紀念館。市中心矗立著拿破崙雕像。
＜旅館＞市中心新旅館 BEST WESTERN AJACCIO AMIRAU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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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賈西歐→2.5h 波尼法西歐〜50m聖特蕾莎S 【薩丁尼亞島】
上午前往波尼法西歐港口搭船，欣賞島嶼沿岸的優美沙灘、與險峻的斷崖呈現在眼簾，此港口為防衛
性的古城，隨處可見白色石灰岩懸崖的白牆建築，別具特色。船班於波尼法西歐14:00出發前往薩丁
尼亞島最北端的聖特蕾莎。下午，沿途欣賞翡翠海岸Costa Smeralda，豪宅林立宛若，阿拉伯大富豪阿
格甘夫人、英國皇室等各國之名人富豪，因其美麗的大海、白沙灘而慕名前來！
＜旅館＞渡假式新旅館 4*
15. 聖特蕾莎→2h30m阿加洛
早餐後，專車行經地中海美麗景緻的羅莎島和美麗的彩色屋稱著的薩爾度城堡。隨後，前往濱海港都–
阿加洛，素有「小巴塞隆納」之稱，漫遊於舊市區之西班牙式的建築，包括融合哥德式以及文藝復興
式建築的聖方濟教堂、古城牆及奇威卡廣場，並於郊區欣賞薩丁尼亞島最著名的海灣沿岸的大自然景
色，峽灣的奇岩怪石。
＜旅館＞Hotel Punta Negra 4* 傳統的薩丁尼亞渡假式風格
16. 阿加洛→4.5h卡利亞里 Cagliari
上午前往薩丁尼亞島首府〜卡利亞里，建城於西元前七百年，數不盡的海灘，一個可以隱世的世外桃
源。下午，參觀卡利亞裡著名的度假勝地，有著數不盡的美麗海灘，可謂隱世的世外桃源，漫步在西
班牙風味的中世紀區街道，卡斯特洛區之房舍皆成波形瓦屋頂、粉紅色與黃褐色的牆，營造出年代久
遠的氣息，及欣賞頗具歷史性的古堡壘，而高聳的城牆隔絕外在的紛擾，城門旁有兩座中世紀的白色
高塔圍住。
＜旅館＞Hotel Margherita 4*市中心，近濱海港口
17. 卡利亞里Cagliari 羅馬 Rome
AZ1592 0935/1040
上午搭機前往熱情與浪漫的國度，藝術瑰寶、名城古都、宗教聖殿、名牌精品〜羅馬。下午，漫步於
羅馬最著名之西班牙階梯，享受著購買名牌雲集的精品街。晚間安排傳統豐盛且獨特之義式風味餐，
並伴隨著悠揚的樂聲。夜拍天使堡。
＜旅館＞市中心 Ambasciatori Palace 5*L
18. 羅馬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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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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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汀禮拜堂 Sistine Chapel，一覽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傑作。及市區觀
光：紀念義大利統一的白色殿堂忠烈祠，許願池，萬神殿，真理之口。
＜旅遊新知＞聖彼得教堂(神祕殺手藏身之處及湯姆漢克斯找到由此通往梵蒂岡的祕密通道)
＜旅館＞市中心 Ambasciatori Palace 5*L
19. 羅馬 Rome香港
CX 292 1235/0620+1
上午，拍攝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的古羅馬競技場，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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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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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香港臺北
CX 474 0810/1000 (15h25m)
班機抵達香港後，隨即轉機返回臺北，抵返甜蜜的家。珍重再見！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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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吋相片 16 張。(白底彩色近照)
3. 身份証影本。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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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