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 大 利 20 日

(2018 年)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羅馬 (洲際長程飛行 飛機上餐宿)
第 2 天 羅馬（全日徒步市區觀光）
羅馬:



條條大路通羅馬』是首都也是羅馬帝國時首府，處處遺蹟印證『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萬神殿(Pantheon):全世界最大圓球形屋頂，從建造完成迄今使用已逾二千年。
★鬥獸場(Colosseo):羅馬帝國時期人獸競技、生死決鬥的競技場，電影「神鬼戰士」
中所呈現殘酷 殺戮情境的原始場景。
★古市集廢墟(Foro Romano):羅馬帝國昌盛時期豐富遺跡，人類文明史上的不朽典範。
★君士坦丁凱旋門(Arco di Constantino):炫耀光榮勝利的建築寶典。
★許願池(Fontana di Trevi):請以右手自左肩向後丟錢幣到池內，許下心願。
★威尼斯廣場(Piazza Venezia):紀念統一義大利之國王艾曼紐二世暨國家忠烈祠。
★西班牙廣場與★西班牙台階:『羅馬假期』電影主角手牽手逛街頭的片段背景。

第 3 天 拿坡里(Napoli)龐貝廢墟(Pompei)
拿坡里:

(Naples:那不勒斯)第三大城第二大港與舊金山、里約熱內盧列世界上三大美港，自古
流傳『朝至拿坡里，夕死可矣』(See Naples and die)美譽！世界之民謠「聖塔露西亞」
(Santa Lucia)吟詠歌頌的人間樂土，西元 1995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龐貝廢墟: 西元 79 年 8 月某日中午，維蘇威(Vesuvio)火山爆發噴出濃煙，剎那間巨量灰燼把
全城約二萬五千人和所有財物、牲畜瞬間塵封，活埋到西元 1748 年才挖掘出土。

◎古城廢墟如同二千年前的歷史流程切出一片段，完整景物活生生呈現世人！

第 4 天 拉維洛(Ravello)阿瑪菲(Amalfi)海岸
拉維洛:

阿瑪菲
海岸:



阿瑪菲(Amalfi)海岸線 350 公尺高山城恰似嵌在山崖上的天然陽台，海岸線上遠眺
阿瑪菲海岸風光，夢幻美景自古吸引文人騷客流連忘返(如:德國的音樂家華格納
Wilhelm Richard Wagner、義大利的文學家暨詩人喬萬尼 Giovanni Boccaccio…)。
斷崖絕壁的蜿蜒海岸點綴著白色屋宇加上浪花拍岸之景觀，呈現絕美的義大利海岸
旖旎風光。西元 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更獲得國家地理
雜誌評選為人的一生當中必遊 50 大景點之一。海岸上西元 997 年起建造的古羅曼式
(Romanesque)之★阿瑪菲主教堂(Duomo di Amalfi)是陸續融合了巴洛克(Baroque)、
洛可可式(Rococo)風格的華麗建築與精湛的雕刻。

第 5 天 蘇連多(Sorrento)卡布里島(Isola di Capri)
蘇連多:

舉世著名「音樂之鄉」突出在拿坡里灣與 Salerno 灣的蘇連多半島尖端。是世界各國
旅客蜂湧匯集的旅遊勝地和航往卡布里島港岸。世界名曲『歸來吧蘇連多』(Torna
A Surriento!)發源於此，美景當前低吟淺唱優美旋律，宛如渾然踏入人間仙境！
卡布里島: 世界名曲『那令人留戀的卡布里呀!』迴旋蕩漾在山光水色、如詩如畫的『蜜月之島』
(面積 10 平方公里)，風光明媚舉世讚嘆的卡布里島馳名全球直如地中海中的蓬萊
仙島，亦宛似地中海上的海角一樂園！可自費坐索道吊纜椅登山頂海岸懸崖邊，眺望
海天相連、美不勝收的海灣美景。或恰逢風平浪靜時自費搭乘搖晃小舟，趁浪低之際
低頭彎腰划進奇幻般藍洞(La Grotta Azzurra)。(藍洞稍有風浪即禁入!)

第 6 天 磨菇屋古鎮(Alberobello)
磨菇屋古鎮: 阿爾貝羅貝洛(原文:arbor belli 意"樹林之戰"，原本是樹林的地方，因發展開墾造成

的種種紛爭之歷史典故)在義大利半島東南方，小鎮內有舉世獨特的 trullo 建築。
有如磨菇形狀的房子石灰岩圓牆以石灰塗成白色，用灰色扁平石塊堆成圓錐形屋頂。
成群尖頂小石屋景像實在可愛，像是童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奇趣景像。據說是從前
的人為了逃稅而造，在官衙從拿坡里要來收稅時就把屋頂拆掉，假裝這裡沒有人居住。
古老的特異建築曾面臨消逝殆盡的危機，直到西元 199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吸引大量觀光客前來，才使得原本要落寞的這小鎮起死回生，重新
呈現妙趣的古韻原貌給世人。

第 7 天 西西里島(Sicilia)美欣納(Messina)陶歐米納(Taormina)
西拉古撒(Siracusa)
美欣納:

地中海最大島嶼(25,712 平方公里)的西西里島東北端港口，最接近義大利半島南端
(最窄處僅以 5 公里寬之 Stretto di Messsina 海峽相隔)。蜿蜒海岸西元前 8 世紀時抵此
殖民的希臘人依形狀命名為鐮灣(Zancle)，數十世紀以來傳承濃厚的希臘傳統海洋生活。
陶歐米納: 西西里島東海岸歷史古城，優越之地理位置(倨 250 公尺高丘上)仰望埃特納山頭雪白
頂峰、俯瞰寬闊的愛奧尼亞(Ionio)海灣，山光水色直如登臨美不勝收的天然觀景大陽台！

主街道★烏貝托大道(Corso Umberto)：★卡坦尼亞城門(Porta Catania)、★古城門
(Porta Messina)、★4 月 9 日廣場(Piaza 9 Aprile)斜坡台是賞心悅目觀景台。登★城鎮
別墅花園(Giardino di Villa Comunale)依山面海俯瞰美不勝收的海岸景觀，直如置身
世外桃源！
西拉古撒: 西元前 734 年科林斯的希臘人抵歐提吉亞(Isola di Ortigia)小島建立殖民地，西元前五
至四世紀時人口即逾 30 萬，數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西元前 287 年即誕生於此。
西元 212 年被羅馬帝國所征服，續迭經蠻族、拜占庭帝國、阿拉伯人、諾曼第人…
統治，傳承淵遠流長又豐富多元的珍貴文化遺產。

第 8 天 西拉古撒(Siracusa)阿格利真投(Agrigento)
西拉古撒: ★大教堂廣場(Piazza Duomo):中古時期風貌與巴洛克式宮殿，如古典建築的大寶庫。

★阿瑞突莎噴泉(Fonte Aretusa):傳說中西拉古撒城起源處，緊臨海岸神奇淡水噴泉
編織出河神 Alphens 追求海神女兒 Aretusa 的浪漫神話故事。
◎古羅馬圓形劇場(Anfiteatro Romano):西元二世紀由巨大岩石開鑿成的古代競技場。
◎戴奧尼夏之耳(L'Orecchio di Dionisio):西元四世紀末暴君戴奧尼夏一世統治西拉古撒
之後挖鑿洞窟囚禁罪犯，因設計成絕佳回響效果可竊聽到囚犯之間的交談，隨時
傾聽以洞悉任何人可能之密謀反叛。
◎希臘劇場(Teatro Greco):西元前五世紀鑿削巨岩建，當時是世界上最大露天劇場。
★海厄洛二世祭壇(Ara di Ierone):古希臘時期舉世最大祭祀神壇(長 198 公尺寬 23 公尺)。
阿格利真投: 古希臘時期(西元前 582 年)西西里島南岸建造的古城，2500 年前希臘的抒情詩人
Pindar 讚譽這是〝人類最美麗居住地〞！西元前 406 年遭迦太基帝國摧毀前古名
Akragas，迄西元前三世紀被羅馬帝國征服後再重建，續經拜占庭與阿拉伯人統治
留存許多座的古希臘神殿與古羅馬遺跡。

第 9 天 阿格利真投蒙瑞阿勒(Monreale)
神殿之谷: 城南一系列古希臘神殿(Valle dei Templi)建於西元前六世紀末迄五世紀末，今猶存
九座遺跡供後人考據，鮮明印證 2500 年前阿格利真投古城的繁榮昌盛。西元前 406 年
慘遭迦太基人焚毀，一世紀時由羅馬人重建。神殿全部朝東而建，當旭日朝陽東昇
照射眾神主殿時更顯無比亮麗璀璨！

神殿之谷: ★宙斯神殿(Tempe di Zeus Olimpio)：若完整呈現，其規模(長 113 寬 56 公尺)與
支撐屋簷與屋頂的石灰岩列柱有 20 公尺高，必將是古代最巨大的神殿之一。

★ 雙子星神殿(Tempio dei Dioscuri)：這座六邊形的神殿如今只殘留四支石柱，頂住
神殿上端裝飾精美玫瑰圖案，現成為阿格利真投最顯明的古跡標誌！神殿旁有供祭
冥神、冥后與農神的神龕附加圓形、方形各一座祭壇供作奉祀。
★大力士神殿(Tempio di Eracle)：神殿谷中最古老一座建築物，建於西元前六世紀
末期，殘留的 8 根精美石柱重新豎起後印證當年的神殿規模無比壯觀、震撼！
★協和神殿(Tempio della Concordia)：約建造於西元前五世紀，有 34 支列柱環繞
四周，是全部神殿遺址中保留最完整、最壯麗的建築物，也是西西里島上所有
古希臘 Doric 式建築中保存得最好之神殿！考據內部建構推測出這座神殿應是建於
西元前五世紀中葉，至於奉祀何種神祗則已不可考。
★天后神殿(Tempio di Hera Lacinia)：2400 多年前遭迦太基人火焚痕跡清晰可見。
※古城區(Quartiere Ellenistico – Romano)：瀰漫古希臘與古羅馬風格、古色古香的
雅緻城區，鮮活呈現西元前四世紀時阿格利真投古城即有的千年大計之建設規劃。
★市中心區(Town Centre)：阿多莫洛廣場(Piazzale Aldo Moro)與阿典尼亞購物商街
(Via Atenea)是全城最熱鬧繁華，沿階梯式街道爬升到街底頂端是★ 大教堂。
蒙瑞阿勒: 西西里島西北部距巴勒摩 8 公里的古城，12 世紀時由諾曼第威廉二世國王建造。

◎大教堂(Duomo)：兼歐洲諾曼式與阿拉伯式融合當地風格建造之宗教建築典範，
神殿以光輝耀眼之 6,340 平方公尺金質馬賽克拼貼圖像，成為伊斯坦堡的聖索非亞
大教堂之外展現拜占庭文化宗教藝術最大規模的聖殿。教堂內部延續數百年建造了
拜占庭式、諾曼第式與北非摩爾人的眾多建築與雕刻，精美藝術結晶兼容並蓄成為
西西里島最珍貴的文化資產、歷史寶藏。

第 10 天 巴勒摩(Palermo）（海上航行，夜宿船上）
巴勒摩:

西西里島首府、最大城市與港口，腓尼基人創建後歷經羅馬、拜占庭帝國與諾曼第人統治。
※普列托利亞廣場(Piazza Pretoria):古典建築藝術的露天陳列場，廣場中央的一座
華麗噴泉『恥之泉』(Fontana della Vergogna)裝飾許多十六世紀佛羅倫斯藝術大師
創作的大理石雕刻裸像；圍繞廣場的古典莊嚴建物中※市政廳也列在其中。
◎諾曼宮殿(Palazzo dei Normanni)與巴拉汀伯爵教堂(Cappella Palatina):在獨立廣場
東邊北非摩爾人遺跡上建造大型諾曼第宮；耗費十年於西元 1140 年建成巴拉丁伯爵
教堂，其馬賽克鑲嵌牆面與圓頂圖飾直媲美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宮殿二樓是十二
世紀時羅傑(Roger’s)王朝寢室與收藏品儲存處。
◎卡卜奇尼地下屍窟(Catacombe dei Cappuccini):16 紀末起歷三個多世紀由修道院
僧侶精心擺置八千具骷顱，依性別與社會階層排列穿著打扮維妙維肖，奇特藝術
展示！

第 11 天 拿坡里(Napoli)阿西細(Assisi）
阿西細:



義大利最富宗教意義的中世紀古城暨聖方濟修道會(The Franciscan órder)之聖地，
全鎮座落山丘頂上被完整的古城垣所圍繞著，宛如自西元1182 年聖方濟(San Francesco)
出生後封存迄今幾乎未曾有過任何改變，每年吸引每數百萬朝聖者與觀光客湧入這座
僅有三千居民的小鎮。★聖方濟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Francesco)：上下二層自聖方濟
西元 1226 過世二年後自下層開始興建、14 世紀★ 古城堡(Rocca Maggiore)、鎮中央
古樸的★大廣場、★雙聖受洗大教堂(Duomo di San Rufino)、★聖克萊爾教堂(Basilica
di Santa Chiara)、祭祀羅馬智慧之神的★古廟遺址…。

第 12 天 西也那(Siena)
西也那:



12、13 世紀是繁榮興盛的歐洲大城，中世紀時與佛羅倫斯齊名，這是曾締造輝煌
文化藝術成果之千年古城，以起伏山丘斜坡上的 14 世紀古城牆圍繞著全城，完整
保存迷人的中古世紀原貌。
西城門：但丁『神曲』述及的 13 世紀★古噴水池、簡樸壯碩的◎聖道明教堂(Chiesa
di San Domenico)、深具典故的◎聖凱撒琳教堂(Cappella d. Santa Caterina)。
市中心古市集：寬廣的★貝殼形廣場(Piazza del Campo)建於 12 世紀末，廣場上
舖設 9 區塊地磚呈放射狀，頂端一大座方形★喜樂噴泉(Fonte Gaia)，下端是西元
1340 年所建的全義大利第二高(102 公尺)之★鐘塔(Torre del Mangia)緊傍★市政廳
(Palazzo Pubblico)巍然聳立；◎聖母大教堂(Duomo S.Maria)建於西元 1136 年，1382
年竣工是融合羅馬式、哥德式風格的宗教建築之顯赫藝術精品。

第 13 天 佛羅倫斯(Firenze)威尼斯(Venezia)
佛羅倫斯: 『花之都』(拉丁文:Flora~花；徐志摩直譯義大利文 Firenze~翡冷翠):是歐洲史上啟蒙
時期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發祥地。西元 13 至 15 世紀的時期是推動歐洲發展
現代文明的搖藍，歐洲也從此告別西羅馬帝國滅亡(西元 476 年)後漫長的
「黑暗時期」
。

◎聖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全歐第四大教堂，長 155 寬 90 公尺，
西元 1296 年起耗近 150 年建成，矗立 14 世紀建成之 82 公尺高鐘塔(Campanile)。
★受洗堂(Battistero)：外觀青白二色大理石之八角型古羅馬式建築，舉世傳誦的
★天堂門面對大教堂東門，鍍金青銅材質門上十幅描述從舊約的聖經故事。
★辛格諾利亞廣場(Piazza della Signoria):自古是佛羅倫斯的政治舞台，古典韻味
洋溢的廣場上有西元 1576 建造的★海神噴水池和米開朗基羅作品★『大衛王』
之複製雕塑。
★未周(Ponte Vecchio)古樓橋:最古老石橋跨接亞諾河南北兩岸，橋上兩旁是熱鬧商店。
★米開朗基羅廣場 (Piazzale Michelangiolo):登上亞諾河南岸山丘俯瞰翡冷翠全景
如詩如畫，引人回味名片「窗外有藍天」(A Room with a View)電影所拍攝浪漫場景。
威尼斯:



舉世最著名「水都」由錯綜複雜的大小★運河分隔成為 118 個小島，處處是摩肩擦
踵人群，一年四季的觀光人潮熙熙攘攘。因全無車輛行駛，最適徒步過橋或搭乘各
式各樣的水上交通工具大街小巷趴趴走。無以倫比的浪漫水都岸邊盡是古色古香的
建築，若傳來水色上舡哆拉(Gondola)船歌吟唱加襯....斯情斯景讓人不陶醉也難！

第 14 天 威尼斯維若納(Verona)
威尼斯:



維諾納:

★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是威尼斯最繁華熱鬧的地方，天天擠滿人群與鴿群。
有十一世紀時建造的★聖馬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第十世紀建之 99 公尺
高★鐘塔(Campanile)和威尼斯最高行政官署與宮邸的★道奇宮 (Palazzo Ducale)，
自第九世紀起建造歷經五百年才完成，昔日罪犯審判後押往後方監牢服刑，即是
通過運河上名傳千古的★嘆息橋(Ponte dei Sospiri）。
義大利最美城鎮之一，保存羅馬帝國時期遺跡相當完整，一向被譽為〝Piccola Roma〞
(小羅馬)。13 與 14 世紀 Scaligeri 王族統治的年代，是維諾納最鼎盛的黃金時期，
亦是家族間仇恨鬥爭最激烈的時代，恰好提供了莎士比亞的戲劇創作題材，寫下千
古不朽之名劇〝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

第 15 天 維若納米蘭(Milano)
維諾納:



米蘭:



★草木廣場(Piazza delle Erbe)：古羅馬民眾聚集的會場，古色古香的建築物環繞
四周有:★聖母噴泉(Verona Modonna)、頂端矗立聖馬可飛獅(Winged Lion of
St. Mark)雕像之★威尼斯大圓柱和生動熱鬧擺攤市集廣場。廣場東邊★市政廳
(Palazzo del Comune)和宛似露天畫廊般古意盎然的★領主廣場(Piazza dei Signori)。
南接往最大購物商街★馬志尼街(Via G Mazzini)、Cappello 街 23 號★茱麗葉之家
(Casadi Guiulietta)。
★古羅馬圓形劇場(Roman Arena)：世界第三大古羅馬劇場，第一世紀時建造可
容納二萬多名觀眾，12 世紀時歷經大地震，兩千年來保存完善，迄今仍供大型
歌劇演出。
義大利的首要工商業大都會暨金融中心。西元前 222 年被羅馬帝國佔領，第五與第六
世紀時北方蠻族入侵後稱作 Mailand(即『五月之地』)。今日是領導全世界服飾流行
展示與設計中心、頂級名牌商品匯聚的國際時尚都會和名流雅痞嚮往的購物樂園。
◎多摩大教堂(Duomo)：米蘭最顯著的地標，建於西元 1386 年總共有 135 支尖塔
(最高的達到 108 公尺)。
★斯卡拉歌劇院(La Scala)：新古典式外貌，鄰近★多摩廣場(Piazza del Duomo)。
◎艾曼紐大拱廊(Galeria V. Emanuele II)：市中心商場上搭蓋 48 公尺高的藝術玻璃。
★黃金四方區(Quadrilatero d’Oro)：米蘭最高級商圈(fashion district)專賣世界級最
頂尖設計大師的品牌，毋需消費光是逛街瀏覽商店櫥窗即足以樂在其中！

第 16 天 五漁村(Cinque Terre)麓卡(Lucca)
五漁村:

麓卡:



即：Monterosso al Mare, Vernazza, Corniglia, Manarola & Riomaggiore 在義大利西海
岸線上的農漁民數百年付出無數心血，在崎嶇、險峻的懸崖峭壁上精心打造出俯瞰
大海絕美景觀的石牆梯田和橄欖樹、葡萄園。西元 199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世界遺產，西元 1999 年包括海洋保護區和周遭陡峭山坡成為五漁村國家公園(Parco
Nazionale delle Cinque Terre)，五漁村的海天輝映之獨特魅力源於在未成為廣常受歡迎
的旅遊目的地之前，一直未遭受工商業發展的影響和衝擊。村莊相互間和與外界連接
以汽車不能行近，僅靠徒步路徑、乘火車或搭船。
兩千兩百年前由羅馬帝國拓殖，4 公里長堅厚古城牆包圍全城，◎古城內千年石徑
巷道、清一色屋頂與牆面的古樸建築物、大小廣場、教堂…彷彿停格的歷史影像，
義大利最大最完整保存的麓卡★城牆直如鮮活史料的一層保護膜隔絕時空演變。

第 17 天 比薩(Pisa)羅馬
比薩:

世界七大人工奇蹟之一的★比薩斜塔(Torre Pendente)高 58 公尺，自西元 1173 年起
陸續建到西元 1350 年完竣，矗立在綠草如茵的★"奇蹟方場"(Campo dei Miracoli)
上與★大教堂(Duomo)、★受洗堂(Battistero)共組成三座舉世讚嘆不已的精美建築
與雕刻，從古至今一直是無與倫比之藝術結晶！

第 18 天 羅馬
梵帝岡:

面積僅 0.44 平方公里自西元 1929 年起成為人口不到一千人之主權獨立國家，有自己
的國旗、國歌、郵票、錢幣。瑞士籍守衛幾百年來穿米開朗基羅設計的制服執勤。



◎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舉世無雙的宗教聖殿，十五世紀中葉起在
耶穌基督的第一門徒聖彼得原墳地上費時 150 年興建的全世界天主教之最崇高殿堂，
也是超凡入聖的藝術結晶！

羅馬:

萬象之都、永恆之城自由活動，可逛街頭巷尾細細品味羅馬帝國千古流傳的處處史跡。
或到最高級購物商街(如:Via Veneto, Via del Corso, Via Frattina, Via Borgognona,Via
Bocca, di Leone...選購 Laura Biagiotti, Versace, Fendi,Armani, Gucci,Prada,Valentino...
等名牌)。

第 19 天 羅馬台北
第 20 天 台北

今日整理行裝準備返國，隨後前往機場搭機揮別義大利。
平安快樂返抵國門，留下永恆美好的甜蜜回憶。

＊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但乘船過夜四人一艙室) ＊午餐自理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
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
公司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