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威尼斯島上兩晚連泊+阿瑪菲海岸 1 晚+拿坡里五星 1 晚
1 段 EuroStar 頭等艙+3 段法拉利列車頭等艙 Italo Prima

真善美戀上義大利十三天 冬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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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
￭
￭
￭
￭
￭
￭
￭
￭
￭

阿聯酋航空雙點進出 (米蘭進 羅馬出 ) 最少公里數
四次高鐵頭等艙 – 最少公里數

拉車時間最短

1 段 EuroStar 頭等艙+ 3 段法拉利列車頭等艙 Italo Prima

威尼斯島上兩晚連泊 + 道奇宮門票 + 鳳尾船 4 ⼈⼀艘

威尼斯贈送彩色島炫光之旅
米蘭大教堂 電梯登頂

佛羅倫斯古城巡禮+ 烏菲茲美術館門票
完美托斯卡納安排

⻄恩那 + 聖吉米納諾 + 托斯卡納莊園旅館住宿

卡布里島 + 藍洞探秘
阿瑪菲海岸旅館住宿
羅馬帝國光榮之旅

梵諦岡 包含博物館門票 (⻄斯汀禮拜堂)
鬥獸場包含門票

￭

專業導遊解說服務

￭

立刻參加真善美的理由

威尼斯 + 佛羅倫斯 + 龐貝古城+卡布里島 + 羅馬

門票最多 沒有額外自費項目

搭車時間最短

每天遊覽⾞上敬贈礦泉⽔⼀瓶
導遊 + 耳機

無置入性行銷之購物站
贈送飯店行李小費

贈送領隊導遊司機小費-(2016 起)

真善美之旅 ‧ 用心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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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參考航班 – 阿聯酋航空
台北/杜拜 EK367 23:45/04:15

杜拜/米蘭

EK205

羅馬/杜拜 EK098 14:40/23:10
杜拜/台北 EK366
以上航班時間僅供參考 ,正確時間請依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台北

第⼀天

09:45/14:20

04:35/16:40

★包含門票或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米蘭 MILANO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義大利時尚之都－米蘭。展開浪漫羅馬帝國之旅!

第二天

米蘭 MILANO(大教堂登頂)

今日班機抵達米蘭,隨即展開浪漫的義大利之旅!

米蘭:義大利流行與時尚的中心, 首先來到●米蘭大教堂, 搭乘★電梯登上屋頂, 擁有 135 座尖塔及無

數雕像及出水口裝飾的教堂屋頂 ,是您不可錯過的! 從這裡還可以向北遠眺阿爾卑斯的美景, 隨後來到

有米蘭的客廳之稱的 ●艾曼紐二式迴廊 ,這個美麗的商場擁有精緻的金屬及玻璃屋頂, 讓您留連忘返!

隨後來到●斯卡拉歌劇院及●斯卡拉廣場, 廣場上的達文⻄雕像, 正對著您訴說古老的歷史故事 !

14:20 班機抵達 辦理通關手續

15:20 專車前往米蘭市區觀光 : 包含門票 : 米蘭大教堂電梯登頂

18:45 前往晚餐
19:15 晚餐

晚餐後返回酒店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米蘭風味炸豬排料理 + 飲料
宿:米蘭

Starhotels Ritz Milano

Ramada Plaza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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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Inn Milan

Starhotels Business Palace Milano

第三天 米蘭-

或同級

維洛納 -歐洲之星高鐵頭等艙 -

威尼斯 – 威尼斯島上第⼀晚

維洛納:保留了中世紀的城牆及完整的羅馬競技場遺跡是莎翁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發生地最吸

引旅人的地方! 進入維洛納古城, ⾸先欣賞到建於⻄元三世紀⾄今保存相當完整的 ●羅馬競技場,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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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橫跨阿迪杰河上的●斯卡利杰羅橋在這座由磚所建造而城的橋梁上, 欣賞到美麗的風光! 隨後來

到●茱麗葉的故居 ,親臨羅密歐與茱麗葉細訴情衷的陽台, 聆聽淒美的愛情故事! 最後來到保留中世紀
風格的●草地廣場 ,於傳統的義式商店街逛逛, 感受不⼀樣的義⼤利!

威尼斯:沒有⼀個城市像威尼斯⼀樣, 擁有如此迷人的神秘色彩, 建於亞得里亞海的低窪泥岸上, 星羅

棋布的水道 ,及多變造形的房舍, 吸引著每⼀個旅⼈的⽬光 ! 搭乘歐洲之星高鐵頭等艙來到威尼斯聖
塔露⻄亞火⾞站, 搭乘★水上汽船前往●聖馬可廣場 , 享受這美好的浪漫景色!

領隊的話: 帶團到威尼斯安排島上飯店兩晚連泊 ,真是最浪漫的安排!
08:30 早餐後前往維洛納

10:30 展開維洛納市區觀光!

13:00 午餐

午餐後前往維洛納火車站 搭乘歐洲之星高鐵頭等艙前往威尼斯聖塔露⻄亞火⾞站.
EuroStar

抵達後

高鐵頭等艙

參考時間 : 15:29 出發 16:40 抵達

搭乘水上汽船 前往聖馬可廣場

前往飯店 Check in
19:00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夜宿威尼斯島上!享受無盡浪漫!

飯店自助早餐

維諾納米其林推薦料理+ 義大利咖啡 或 茶
威尼斯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葡萄酒

宿:威尼斯島上

Hotel Saturnia & International Venezia
Starhotel Splendid venice

or

or

HOTEL BONVECCHIATI Venice or 同級

第四天

威尼斯 (道奇宮 + 鳳尾船 4 ⼈⼀艘 ) – 威尼斯島上第二晚

早餐後在專業導遊帶領下 ,參觀歌德式建築的傑作 ★道奇宮 ★嘆息橋 ★監獄 , 隨後前往聖馬可廣場,

欣賞美麗的●聖馬可大教堂, 這座融合東⻄⽅風格的教堂, 儼然是威尼斯的地標! 搭乘威尼斯最知名的
★鳳尾船(Gondolas)享受迷人的風采! 午後您可儘情享受這浪漫水都之無限風情!

領隊的話:我們不安排去所謂的水晶工廠 ,為您節省半天的時間,傳統的行程因為配合水晶工廠所提供的
船隻,所以須先花上好幾小時時間搭船前往穆拉諾島上的水晶工廠參觀,等到聖馬可島上時,遊覽時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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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無幾.
09:00 早餐後展開迷人水都之旅 :專業導遊+門票 : 道奇宮 ,嘆息橋 ,監獄 , 鳳尾船(Gondolas)!
12:30 午餐

午餐後自由享受威尼斯水都浪漫時光!
18: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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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威尼斯島上!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威尼斯墨魚麵風味 + 義大利咖啡 或 茶

晚餐: 威尼斯情調晚餐+ 維內多氣泡酒 Prosecco
宿:威尼斯島上

Hotel Saturnia & International Venezia
Starhotel Splendid venice

or

or

HOTEL BONVECCHIATI Venice or 同級
第五天

威尼斯-贈送彩色島- 法拉利時尚高鐵頭等艙 Italo Prima /佛羅倫斯-托斯卡納莊園旅館

在威尼斯美麗的晨曦中醒來 , 今天早上帶您前往彩色島!
彩色島：布拉諾 Burano

彩色島是威尼斯潟湖群島中最富繽紛活潑因子的島嶼 , 河岸的房子漆著桃紅、鮮綠、亮黃、粉藍、淡
紫等各種快樂顏色, 搭配著美麗的水道運河 ,正張開雙臂迎接您!

彩色島為贈送行程，本公司保留行程調動之權利，如遇天候不佳或自行放棄亦不退費，敬請見諒。
午後搭乘法拉利時尚高鐵由威尼斯前往佛羅倫斯:參考時間 Italo

12.55 出發

15:00 抵達

托斯卡尼 Toscany:位居義大利中部,以其藝術, 歷史, 和令人神往的風光聞名,擁有美麗的山城及動人
的田野景觀,發源於此的文藝復興,更讓這片豐饒的土地增添人文的風采! 今晚安排住宿 托斯卡納莊園

旅館,讓托斯卡納的星空 ,伴著您入眠!

09:00 搭船前往彩色島 -布拉諾 Burano

彩色島上 欣賞美景 自由活動 1 HR

11:00 搭船前往威尼斯聖塔露⻄亞火⾞站

搭乘法拉利時尚高鐵由威尼斯前往佛羅倫斯:參考時間 Italo
15:00 抵達佛羅倫斯

12:55 出發

前往托斯卡納莊園旅館

17:30 Check in 莊園旅館 及晚餐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配合高鐵時間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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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抵達

晚餐: 莊園旅館浪漫晚餐
宿:

托斯卡納莊園旅館

+ 義大利葡萄酒

Borgo San Luigi or Hotel Il Piccolo Castello or Palazzo San Lorenzo 或同級

第六天 托斯卡納莊園旅館 -

-⻄恩納 Siena -聖吉米那諾 -

比薩 PISA

⻄恩納 Siena: 石造的街道 , 華麗的教堂 ,是⻄也納與佛羅倫斯成為托斯卡那兩⼤古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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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參觀 ●貝殼廣場 ,●快樂噴泉 , ●市政大樓 及●主廣場 景點 ,讓您感受托斯卡納的另類風
貌!

聖吉米那諾 St.Gimignano : 因為擁有眾多美麗高塔而被譽為百塔之城 ,走入這美麗小鎮 彷彿回

到中世紀,帶您參觀● 聖喬凡尼門，● 水井廣場，● 主教堂廣場，● 要塞區 .. ,爾後 您可漫步在浪
漫古城街道 ,享受托斯卡納的浪漫!

比薩:在中世紀時擁有強大海上武力的比薩, 是地中海⻄區的霸主, 當時與⻄班牙及北非的貿易帶來⼤

量的財富, 興建了美麗的●大教堂, ●洗禮堂,及最知名的●比薩斜塔! 比薩斜塔於 1173 年始建於淤積

砂地於 1274 年第三層完工時即開始傾斜 ,到了近代已岌岌可危 ,近年來, 義大利政府耗費巨資, 進行

修復工作, 已暫時解除了倒塌的危機!
08:30

出發前往⻄恩納

11:00

出發前往聖吉米那諾

09:00

⻄恩納市區觀光 + 自由逛街 1 HR

12:00

聖吉米那諾午餐 + 觀光

16:30

比薩觀光

15:00

18:30

出發前往比薩
晚餐

晚餐後返回飯店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托斯卡納風味料理 + 咖啡或茶
晚餐: 比薩地方料理 + 葡萄酒
宿:

比薩

GRAND HOTEL DUOMO PISA

or Hotel Bologna Pisa

第七天 比薩 PISA – The Mall Outlet -

或同級

佛羅倫斯 (烏菲茲美術館)

The Mall Outlet: 早餐後前往托斯卡納最知名的 outlet – The mall.

佛羅倫斯: 佛羅倫斯是座龐大而美麗的文藝復興遺跡,呈現了十五世紀藝術及文化的覺醒! 首先在專

業導遊的帶領下, 參觀義大利最大的美術館 ★烏菲茲美術館, 欣賞波提且利的春, 維納斯的誕生, 達文
⻄的天使報喜等偉⼤作品 ,隨後參觀●聖⺟百花⼤教堂, ●喬託的鐘塔, ●吉伯提的天堂之門 ,感受文

藝復興之美! 隨後探訪●但丁之家, 來到●領主廣場, 廣場上陳列了許多偉大的雕塑, 如大衛像, 海神

噴泉等! 必讓您動容! 傍晚您可在古城區逛逛,享受義式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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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出發前往 The Mall Outlet
10:00 Outlet 大血拚

11:30 出發前往佛羅倫斯

12:15 路邊攤美食

13:00 專業導遊佛羅倫斯市區觀光 包含 : 烏菲茲美術館入內
17:00 佛羅倫斯自由逛街 2 HR

7

19:00 晚餐

晚餐後返回酒店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路邊攤美食體驗

(佛羅倫斯知名牛肚包)

晚餐: 佛羅倫斯風味晚餐+ 葡萄酒

宿: 佛羅倫斯 Starhotels Tuscany

or Hilton Garden Inn Florence

or 同級

第八天 佛羅倫斯 - 法拉利時尚高鐵頭等艙 Italo Prima / 拿坡里 Napoli –
阿瑪菲小鎮 - 阿瑪菲海岸住宿
阿瑪菲小鎮 Amalfi : 迷人的阿瑪菲小鎮擁有浪漫的沙灘 ,顏色豐富的迷人商店街道, 矗立在小鎮口
的阿瑪菲教堂 ,更是吸引旅人目光 ! 您將在這美麗的海岸小鎮享受浪漫時光!
09:00 前往佛羅倫斯火車站

10:33 搭乘法拉利時尚高鐵頭等艙 Prima 由佛羅倫斯前往拿坡里
參考時間 Italo

10:33 出發

13:05 抵達

13:30 專車遊覽 阿瑪菲海岸 – 經波希塔諾前往阿瑪菲小鎮
15:00 阿瑪菲小鎮遊覽+ 自由活動 2 HR

17:00 前往 阿瑪菲海岸旅館 Check

19:00 阿瑪菲海岸旅館浪漫晚餐

in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配合高鐵時間敬請自理
晚餐:

阿瑪菲海岸旅館浪漫晚餐 + 葡萄酒

宿: 阿瑪菲海岸旅館

Hotel Cetus amalfi coast
Hotel Marmorata
Hotel Due Torri

or

Hotel Marina Riviera

or

or

or 同級

第九天 阿瑪菲海岸 - 拿坡里/水翼船-卡布里島 CAPRI – 藍洞探祕 Grotta-Azzurra /拿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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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布里島 Capri Island: 早餐後前往拿坡里搭乘渡輪前往★卡布里島, 展開充滿夢幻迷情的海洋之

旅 ,抵達後換搭小船前往藍洞參觀 4-6 ⼈⼀組,委身進入洞內,體驗和欣賞屈折的光線,將海水變為如夢

如幻的深藍世界。 若是抵達時的海象暫時無法進入藍洞, 我們的領隊會與船家保持聯繫, ⼀開放即會
安排您進入藍洞!隨後我們將帶您搭乘纜車前往奧古斯都花園參觀, 從斷崖上⼀覽地中海的神秘景觀!
08:30 出發前往拿坡里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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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搭乘水翼船前往卡布里島!

抵達後前往藍洞! 藍洞為贈送行程 ,若因海象及氣候關係無法入內,恕無退費!

12:00 搭乘纜車 前往卡布里小鎮午餐

午後前往奧古斯都花園+自由漫步卡布里小鎮 !

16:30 前往碼頭搭船返回拿坡里
19:00 晚餐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卡布里小鎮地中海料理 + 咖啡或茶
晚餐: 拿坡里米其林推薦料理 + 葡萄酒
宿 : 拿坡里
5*

5*

第十天

Grand Hotel Vesuvio Napoli or

Grand Hotel Parker s Napoli or 同級
龐貝 – 拿坡里 /法拉利時尚高鐵頭等艙 Italo Prima – 羅馬 (

梵諦岡之

聖彼得大

教堂 梵蒂岡博物館 ⻄斯汀禮拜堂 + 羅馬夜遊)

★龐貝古城: ⻄元 79 年, 維蘇威火山瞬間爆發, 將整個城市淹沒在火山泥之下, 直到 17 世紀才重見天
日, 由於火山泥的瞬間封存及凝結, 龐⾙完整的保留了當時的城市居⺠的⽣活原貌 ! 在專業導遊的帶
領下 ,參觀古城遺跡 ,帶您走在古城大道 ,參觀市集. 神殿. 各式⺠居等 ,彷彿回到羅馬時代!

梵諦岡 Vatican: 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也是全球最小的國家, 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 來到世界最知名的
教堂●聖彼得大教堂 您將被他高聳的圓頂及富麗堂皇的建築風格所震撼! 隨後安排您參觀世界的瑰
寶★ 梵蒂岡博物館 ,其中★⻄斯汀禮拜堂的天頂畫為代表作! 這是由米開朗基羅為教皇朱利爾斯二世
所創作的濕壁畫, 主要描述新舊約聖經中創世紀及人類的墮落等故事 ,生動的筆觸及動人的色彩, 令人
嘆為觀止!
聖天使城 漫步之旅: 傍晚請跟隨領隊的腳步 由聖彼得廣場出發 途經台灣教廷大使館 來到聖天使城
跨越台伯河 , 體驗神聖之路!
晚餐後安排夜遊 ,讓您體驗羅馬的浪漫夜晚!
08:00

09:00

前往龐貝

專業導遊導覽龐貝古城

參觀後前往拿坡里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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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法拉利時尚高鐵頭等艙 Italo Prima 由 拿坡里 前往羅馬
參考火車時間 :

12:20 出發

13:30 抵達

午後 專業導遊導覽 梵諦岡 之聖彼得大教堂 梵諦岡博物館 ⻄斯汀禮拜堂
17:30 聖天使城 漫步之旅
19:00 晚餐
晚餐後安排夜遊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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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配合高鐵時間敬請自理

晚餐: 羅馬紅龍蝦餐廳料理 + 葡萄酒

宿: 羅馬
Sheraton Roma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or
Sheraton Golf Parco De' Medici Hotel & Resort or 同級
第十⼀天 羅馬 (鬥獸場 萬神殿 許願池 ⻄班牙台階 ⻄班牙廣場⾃由活動 )
鬥獸場 Colosseo: 代表著羅馬時代繁榮景像的★鬥獸場 ,建於⻄元 72 年, 將格鬥士與猛獸的生死搏鬥
搬上舞台, 供市⺠娯樂是當時皇帝攏絡⼈⼼的⽅法! 我們包含門票帶您入內參觀 讓您體驗電影神鬼戰
士的場景! 而代表著羅馬文化的 ●古羅馬市集及宏偉的●君士坦丁凱旋門亦聳立在您的面前!
萬神殿 Pantheon : 建於⻄元⼀世紀, 為當時供奉"諸神"的神廟 ,也是羅馬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築, 完美
比例的天頂設計, 讓人不得不讚嘆羅馬人的智慧 ,●萬神殿周圍是羅馬咖啡館及餐廳的主要分布區 ,也
是國會, 政府機構的所在地! 我們將招待您享受⼀杯來⾃羅⾺最知名咖啡館的香醇咖啡!
許願池 Fontana di Trevi : 這個迷樣的噴泉 是來到羅馬的您不可錯過的場景!⼀起來許個願吧!
⻄班牙台階 : ⻄班牙台階是羅⾺名牌精品的集中地 ,浪漫的⻄班牙台階也是羅⾺的市⺠們約會的最佳
地方! 在這裡我們將提供您 4 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 ,感受浪漫!
08:30 羅馬專車市區觀光
上午遊覽老城區 –鬥獸場(包含門票) 萬神殿 許願池
13:00 午餐
14:00 ⻄班牙台階 ,⻄班牙廣場⾃由活動約 4HR
19:00 晚餐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中式七菜⼀湯 + 茶水
晚餐:

羅馬米其林推薦料理

+ 葡萄酒

宿: 羅馬
Sheraton Roma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or
Sheraton Golf Parco De' Medici Hotel & Resort or 同級
第十二天

羅馬 (真理之口 ,市區巡禮) - 羅馬機場

台北

早餐後 再次市區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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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口 Bocca della Verita : 以說謊的話手就無法拔出而聞名 , 因成為 1953 年羅馬假期電影中的
場景 而成為羅馬的浪漫代表!
11:30 前往機場,領隊將於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並協助旅客辦理退稅事宜,隨後搭機返回溫暖的家園!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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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台北

抵達台灣!

以上行程若因天候及交通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將適度調整次序及內容,但會妥善完成行程內容!
以上餐食內容若因餐廳季節性變動, 將另行於當團行前說明會告知!
本行程報價包含: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本行程贈送項目:
1 提供耳機導覽服務 (於桃園機場發給貴賓,主機於返國時收回,個人耳機不回收)
2 飯店行李服務小費 (每位貴賓⼀件)
3 ⻄式餐 升級為 四道式義大利料理
4 ⻄式餐依⾏程所列之午餐贈送 咖啡或茶 ⼀杯 , 晚餐贈送葡萄酒 ⼀杯 !
5 含歐盟要求之旅遊綜合保險 ( 3 萬歐元傷害醫療 + 旅遊不便險 )
6 歐洲地區專用 “圓孔插頭”
7 行李束帶
8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行程報價未包含項目:
1 飯店床頭小費
2 旅客個人相關消費

詳細行程:

備註: 本行程中無自費
本行程適用出發期間: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3 月

WWW.MUSICTRAVEL.TW

客服信箱：service@musictravel.tw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MUSIC TRAVEL TAIWAN

台北：104 台北市民權西路 70 號 9 樓
台中：407 台中市台灣大道三段 540 號 6 樓-5
高雄：802 高雄市四維四路 7 號 20 樓 D 室

TEL：02-25816619 FAX：02-25816769
TEL：04-27061628 FAX：04-27065443
TEL：07-5369568
FAX：07-536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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