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24                                             團費：每人／NT71,000 起 

        11/7.21                                                每人／NT 68,0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高北高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讓您用最超值的價格～帶您體驗熱情浪漫的義大利，帶您走訪義大利必遊大城小鎮－羅馬、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比

薩及托斯卡尼山城，義大利名牌 OUTLET 的行程，平常就可以有當地價差及退稅的價差，精打細算的您更不可錯過，並安

排各地六大道地風味美食，絕對是您遊義大利的最佳選擇！ 

 

【航空安排】  

★採用台灣唯一直飛羅馬班機，中華航空～供台語嘛ㄟ通，讓您輕鬆溝通無負擔。 

★經濟艙託運行李 30KG，旅行、購物最輕鬆、是您旅行義大利最佳選擇。 

★華航採用最新、最大、最安靜、最環保～廣體客機 A350 飛行羅馬，給您最舒適新穎的飛行體驗。 

 



【搭華航 CI 享優惠加價升等豪華經濟艙】 

歡慶華航 A350 新機隊，搭華航享優惠加價升等豪華經濟艙(託運行李限重同經濟艙 30KG) 

註 1：本團團費金額為經濟艙報價。 

註 2：豪華經濟艙座位數有限，售完為止。加價升等是否 OK，依航空公司回覆為準，恕無法保證。薦請您及早向業務人

員提出需求以免向隅。 

【特別企劃】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 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

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主機整台遺失須請您負擔主機成本每台 2 仟元。  

★貼心安排車上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免除您找飲水之苦。 

★威尼斯行程不安排參觀水晶玻璃工廠：足足節省半天旅遊時間。 

【行程特色】  

★義大利著名托斯卡納地區《美塔之城》聖吉米納諾。 

丘陵環繞的托斯卡納地區，佈滿翠綠柏樹，以及綿延不盡的葡萄園。而古今歷史文化的交萃更孕育出了文藝復興之都，以

及無數的美麗山城。我們運用雙點進出的優勢，帶您深度造訪列名世界文化遺產，托斯卡尼省的美塔山城：聖吉米納諾～

1990 評定收列世界遺產。  

★拉斯佩齊亞《世外桃源五漁村》把心留在湛藍地中海～ 

五漁村是義大利國家公園 Cinque Terre Parco Nazionale 沿途景致宜人相當美麗。其對外交通工具只有火車及船隻或徒

步。當地居民以補魚為生，也在陡峭的山坡上種植果樹、葡萄。觀光事業相當發達。 

★義大利最新熱門景點《天空之城》白露里冶奧古城：建立於 2500 前的山城，位於山的的頂端，只靠一條狹窄的長橋與

外界相連，從遠處看就好像一條橋連結到一座天空中的城堡。 



★米蘭：義大利流行之都，交錯著藝術與時尚。猶如義大利的代名詞！此地之所以風靡全世界主因有兩個，其一擁有幾百

年歷史建築及藝術作品～米蘭大教堂，是所有文化遺產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築，深深地吸引著各地遊客。 

★人生 50 必旅之地：義大利、托斯卡尼地區：佛羅倫斯、比薩。 

★人生 50 必旅之地：梵諦岡：全世界最小的國家，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天主教的聖殿所在。 

★人生 50 必旅之地：義大利、威尼斯：搭乘貢多拉鳳尾船遊水都威尼斯 

穿梭在拱橋水渠、古厝巷弄之間，帶來無限浪漫的心靈感受。 

★羅馬夜遊：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千年古都羅馬城入夜後的羅馬城格外神秘，探照燈投射古建築上，金碧輝煌的光芒，

彷彿回到 2500 年前的古羅馬帝國。讓您自由拍照、攝影。 



註：歐洲高緯度地區夏季晚間九點才天暗，十點才完全天黑，若無法看到夜景請您見諒。 

 

★米蘭 SERRAVALLE DESIGNEROUTLET 

歐洲最大拜金購物折扣城，無論時尚服飾、精緻配件、鞋子包包、香水化妝品等，沐浴在瞎拼的歡樂氣氛中！您可以在這

些商店間自由徜徉流連忘返，輕鬆滿足您一圓探索歐洲名品的時尚美夢。 

【世界遺產】 

(1)宗教藝術殿堂：梵諦岡～1980 年收列世界遺產。 

(2)閃耀輝煌榮光的永恆之都：羅馬～1990 年收列世界遺產。 

(3)即將消失的浪漫水都：威尼斯～1987 年收列世界遺產。  

(4)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1982 年收列世界遺產。 

(5)世界七大奇景之稱的比薩斜塔所在地：比薩～1987 年收列世界遺產。 

(6)羅密歐與茱麗葉浪漫故事背景古城：維洛娜～2000 年收列世界遺產。 

 

【風味餐食】 

★全程飯店自助早餐 

★聖吉米納諾：山城地方料理(烤山豬肉) 



★比 薩：托斯坎納風味餐三道式 

★米 蘭：北義炸豬排風味餐 

★維諾 納：義式披薩 PIZZA 風味餐 

★威尼 斯：墨魚麵佐炸海鮮+提拉米蘇 

★佛羅倫斯：托斯卡納牛排風味餐 

★天空之城：米其林推薦餐廳 

★羅  馬：音樂餐廳海鮮風味(五道式含酒水)、搭配中華料理(懷念的米飯香)。 

★全程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佛羅倫斯：托斯卡尼牛排風味餐。 

★威尼斯：島上炸海鮮佐墨魚麵風味(含甜點堤拉米蘇)。 

★羅馬：羅馬傳統餐廳海鮮風味餐(含酒水)。 

★配合逛街或遊玩貼心安排自理(增加逛街及旅遊時間)。 

★搭配中華料理六菜一湯(懷念的米飯香)。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075  台北(桃園)  達文西(羅馬)  08:15  16:25  

第八天 CI076  達文西(羅馬)  台北(桃園)  18:25  14:25+1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桃園直飛羅馬(飛行約 15 小時 20 分，當晚抵達) (106km)拉齊歐地區 LAZIO  

早上集合於台北桃園機場，搭乘台灣唯一直飛羅馬的班機飛往義大利。班機直飛羅馬，用最直接的途

徑奔向熱情又浪漫的義大利首都～【羅馬】。 

南北狹長像靴子一樣的義大利，曾是羅馬帝國的所在地，在政治、藝術、和建築上皆為後代留下不少

豐功偉業。中古世紀時的文藝復興在此萌芽，米開朗基羅等大師在此地留下相當多的藝術瑰寶。 

班機於今晚抵達羅馬。抵達後專車接往聖吉米納諾方向之飯店休息，讓您好好調整時差，為接下來的

行程做準備。也節省隔天寶貴的旅遊時間。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羅馬前的晚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4.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早餐) 機上早餐 (午餐) 飛機上 (晚餐) 拉齊歐義式套餐(三道式) 

住宿：BEST WESTERN VITERBO HOTEL 或 HOTEL MINI PALACE VITERBO 

第 2 天  拉齊歐 (210KM)《美塔之城》聖吉米納諾 St.Gimignano (70KM)《奇蹟
之城》比薩 PISA 
丘陵環繞的托斯卡尼地區，佈滿翠綠柏樹，以及綿延不盡的葡萄園。而古今歷史文化的交萃更孕育出

了文藝復興之都，以及無數的美麗山城。 

今日專車前往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亦為托斯坎納地區最負盛名之《美塔之城》聖吉米納諾，漫步於此

一山城小鎮，遠眺托斯坎納美麗山景。 

【聖吉米納諾】位於西思納北方，從中古世紀即建城，又名「塔之都」。 原本有七十多座高塔，現今

尚存十三座。這些塔在當時教皇派與帝王派侵略爭奪、地方豪族權力鬥爭之下，古代居民常於鐘塔上

以石塊丟擲敵人，替貴族們擔任守護城堡的任務。所以塔築得越高，越顯示其權力及尊貴。位於舊市

區中心，有一座 13 世紀的古井，古井廣場四周盡是十三、四世紀黃色石灰岩所建的豪宅。教堂廣場

上有七座塔，是十二世紀羅馬式建築，曾於十五世紀改建。 

【下車參觀】聖吉米納諾歷史老城區、古井廣場、教堂廣場。 

托斯卡納的陽光大地裡！是生命中最奇妙的體驗，壯闊的原野、質樸的風情、田園小村、季節更換花

草大地、湛藍無邊的天際，無限遼闊您的心情！ 

前往比薩，於綠草如茵之奇蹟廣場上，欣賞列名為世界七大奇景、造型令人費解的比薩斜塔是廣場的

主要名勝之一，塔之所以聞名，是因它本身的斜度超過了力學上離中心點最大角度而仍能屹立不墜；

象徵比薩黃金時代，象徵著比薩在鼎盛時期，是多麼的繁榮與富裕。 

白色大理石建築之大教堂、洗禮堂等名勝。回想八百年前的壯闊歲月，眼前主教堂的雄偉姿影不難想

像中世紀比薩於地中海西區的霸主地位！  

【比薩】：1987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斜而不倒的奇蹟古城 ，已有八百年以上的歷史了，每年吸引

著成千上萬的遊客前往參觀，在美麗如茵的奇蹟廣場上，矗立著主教堂、洗禮堂與鐘樓斜塔，是以雪

白大理石為主建材所建築而成，華麗而雄偉，眼前白教堂的雄偉姿影不難想像中世紀比薩於地中海西

區的霸主地位！比薩斜塔是廣場的主要名勝之一，此斜塔之所以聞名，是因它本身的斜度超過了力學

上離中心最大角度而仍能屹立不墜。  

夜宿比薩～偉大的建築來自盛世，比薩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要的海港，在經歷羅馬帝國及歐洲黑暗時

期的洗禮，結合成強大的文化與建築工藝。 

【下車參觀】比薩斜塔、主教堂及廣場、洗禮堂。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聖吉米納諾山城地方料理 (晚餐) 托斯坎納風味餐三道式 



住宿：SAN RANIERI PISA 或 HOTEL NH PISA 或 MERCURE HOTEL VIAREGGIO 或 ■若遇比薩飯店訂房額滿則改住

鄰近維亞雷喬地區同級四星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比薩 PISA(90KM)拉斯佩齊亞《世外桃源五漁村》【把心留在湛藍地中海】
(150KM)名牌折扣城 Serravalle Outlet(95km)米蘭 MILAN 

早餐後前往【拉斯佩齊亞】，準備展開五漁村國家公園精彩之旅。五漁村位於義大利西北部海岸上，

介於熱那亞和拉斯佩齊亞之間。這裡的自然條件嚴苛，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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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佩服。與世隔絕，彷彿世外桃源，保留原始之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遺產之一，沿途景致宜人相當美麗。安排搭乘★區間小火車欣賞沿途景致宜人相當美麗、當地

居民以捕魚為生，也在陡峭的山坡上種植果樹、葡萄，其對外交通工具只有火車及船隻或徒步。 

■註：小火車時間依時刻表、交通及天候等因素，搭乘時間由領隊機動調整，若遇停駛則改退費＋下車參觀，請您知悉。 

續往位於米蘭附近歐洲最大最知名的【名牌折扣城 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 這裡不但是義大

利第一個開幕的 outlet，占地之大裡面商品琳瑯滿目，擁有多達 180 種的設計品牌商店，包含 Gucci，

Prada、Burberry、Versace、Salvatore Ferragamo、Furla 等世界知名品牌，應有盡有，可滿足您

一圓探索歐洲名品的時尚美夢。 

■註 1：提醒您 OUTLET 為過季折扣品為主，較無暢銷款式或亞洲銷售款。 

■註 2：今日午餐採自理方式，以增加彈性時間，方便貴賓們遊玩及自由逛街。  

【下車參觀】五漁村國家公園、搭乘小火車。 

■註：小火車時間依時刻表、交通及天候等因素，搭乘時間由領隊機動調整，若遇停駛則改退費＋下車參觀，請您知悉。 

【入內參觀】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 折扣城。 

【風味餐食】米蘭炸豬排風味餐(三道式)。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為方便遊玩安排自理 (晚餐) 米蘭炸豬排風味餐(三道式) 

住宿：四星 KLIMA HOTEL MILANO FIERE 或 四星 THE HUB HOTEL MILANO 或 四星 NYX MILANO HOTEL 或 若

遇米蘭展覽飯店客滿則改宿鄰近順向城市四星同級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時尚之都輕鬆遊:米蘭 (95km)愛情之城：維洛娜 VERONA 
【米蘭 MILANO】：義大利流行之都，交錯著藝術與時尚。猶如義大利的代名詞！此地之所以風靡全

世界主因有兩個，其一擁有幾百年歷史建築及藝術作品，是所有文化遺產中最具代表性，另一個魅力

是永遠領先世界潮流的服飾，亦令人目不暇給，深深地吸引著各地遊客。 

主教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擁有 135 座尖塔、2245 尊雕像，是典型的哥德式建

築，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教堂，頂樓的最高尖塔居於堂頂正中，高達 108.5 公尺，上面是一座高

4.16 公尺的鍍金聖母雕像，教堂頂有 135 個尖塔，每一塔頂立一塑像，另有 150 個水道，410 個大理

石支架，上面均裝飾有浮雕，相當具有可看性。詩人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篇》來形容其教堂之美。 

【艾曼紐迴廊】：建築呈十字形，這座華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集各式高貴的商家，是米

蘭最繁華的地區；米蘭當之無愧是《血拼》的代名詞，密集的購物圈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裡是引領



時尚的流行神殿，也是名牌時尚的旗艦，當然更是您收買名牌的重鎮！ 

【下車參觀】教堂廣場、主教大教堂、斯卡拉歌劇院。  

【入內參觀】米蘭的大客廳之稱的《艾曼紐迴廊》等名勝。  

【維洛娜】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發源地，維洛娜剛好位於阿爾卑斯山麓上的最低隘口，成為一個

南北往來的重要地點、有《義大利門戶》之稱。進入舊城之後，你可以漫步浪漫迷情小巷街情，幾乎

每一個轉角都有驚喜；維洛納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古城，在義大利數千個城鎮中可以用最浪漫來形容；

當然還要前往茱麗葉的故居，緬懷感受莎翁筆下動人的愛情故事。至今還在使用，保持最完整最古老，

全義第二大的圓形露天劇場及卜納廣場，都是參觀的重點。 

【下車參觀】露天劇場、茱麗葉的故居、卜納廣場 。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方便逛街)  (晚餐) 義式披薩風味餐 

住宿：四星 BEST WESTERN CTC HOTEL VERONA 或 四星 HOTEL EXPO VERONA 或 四星 SHG VERONA HOTEL 或 四星 AC 

HOTEL by MARRIOTT VICENZA 若遇維諾納訂房額滿，則改宿鄰城維欽查，感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維洛娜 (126KM)暢遊愛戀世紀水上城：水都威尼斯(送貢多拉遊船) 

地球上獨一無二水迷離世界～威內托省的【威尼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城市！有 150 條運河、400

餘座橋樑交織的水都，任誰不癡醉！威尼斯美麗的姿影，如光影歲月般難醒！尋寶般的心情甦醒了旅

人的身心靈慾望；今日暢遊威尼斯。前往威尼斯碼頭搭船前往聞名古今的水都～展開一趟獨有的《威

尼斯水都迷情之旅》。 

廣場上的磚造鐘樓是威尼斯的地標，其面海處則立有二根高聳入天的石柱，分別雄踞著威尼斯的守護

神～聖馬可翼獅及聖者托達洛，一如威尼斯的門神。此外，揉合拜占庭、哥德、東方風格為設計主調

的聖馬可大教堂、嘆息橋，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總督的居所：道奇宮的歷史陳跡；這座建於九世紀具有

濃厚威尼斯色彩，混合著拜占庭風格與文藝復興式建築，原為威尼斯共和國的總督府市政府辦公室，

法院兼總督官邸。 

閒餘時間可在熙來攘往、萬頭鑽動的聖馬可廣場露天咖啡座享用一杯香醇的義式咖啡，悠閒地體會多

彩多姿的威尼斯浪漫情調。  

乘坐威尼斯獨有的代表性交通工具獨有的【鳳尾船 GONDOLA 貢多拉】(每艘船限乘六人)，長形的燕

尾船穿梭在拱橋水渠、古厝巷弄之間，帶來無限浪漫的心靈感受！一享水巷行舟的樂趣，再想起歌手

葉璦菱的電視廣告歐香咖啡，浪漫的景緻及饒富拉丁風味的感覺，亦是您不可錯失的好行程。 

註：若遇天候不佳，鳳尾船無法安排時，則改安排威尼斯鐘樓登頂，欣賞眺望水都風貌，絕對是個難忘體驗。 

之後若有閒暇在此您有機會自由逛逛義大利著名的【蕾莉歐 L'ERBOLARIO】頂級草本保養品。 

享受休閒的浪漫，是一種幸福。威尼斯的每一轉角都充滿驚奇。 

【下船參觀】聖馬可廣場、聖馬可教堂、道奇宮、嘆息橋。  

【特別安排】鳳尾船 GONDOLA 貢多拉。 

【風味餐食】威尼斯島上海鮮墨魚麵風味餐。  

★小提醒：冬季行程若因天候其他不可抗力、宗教活動因素影響，例如：鳳尾船(貢多拉遊船)可能因濃霧或淹水取消，若



行程因故調整，敬請各位貴賓見諒。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島上墨魚麵佐炸海鮮+提拉米蘇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NOVOTEL VENZEIA MESTRE 或 MERCURE VENEZIA MARGHERA 或 BEST WESTERN QUID HOTEL 

VENICE 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VENICE NORD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威尼斯 (270KM)佛羅倫斯 Florence(文藝復興之都) 

今日，我們帶著滿足的記憶前往～花都【佛羅倫斯】。 

《文藝復興，璀璨之城》佛羅倫斯！旅人一生終須朝聖的國度佛羅倫斯！(又名翡冷翠)旅人一生終須

朝聖的國度！首先前往由粉紅、白色、綠色交織成幾何圖案外觀的聖母百花大教堂，這座教堂前前後

後花了近 150 年的時間才完成，是佛羅倫斯著名的的地標；之後續參觀喬托鐘塔、天堂之門、統治廣

場上的露天雕刻石像群、但丁之屋等。 

感謝梅迪奇家族統治佛羅倫斯三百年並贊助藝術家豐彩了文藝復興時代的光芒，『美麗，總有緣起！

藝術，也有開端！』謙虛地回到您可靜靜地立足觀看中世紀最偉大的情緒感動，多少世紀的喧擾人潮

於眼前掠過，磚紅的夢幻之城，雕刻廣場上的大衛像遙望著旅人的匆忙心情，唯有來到救贖昨日的歲

月，洗禮堂精緻的《天堂之門》引領著人們的卑微！ 

佛羅倫斯的發展與羊毛紡織及皮件業密不可分，閒餘時間您可自由閒逛於充滿文藝氣息的市區，自由

逛逛佛羅倫斯皮件精品。 

【下車參觀】聖母百花教堂、但丁之家、天堂之門。 

【入內參觀】雕刻廣場(統治者廣場)、市政廳及週遭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群、古城大街小巷。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 托斯卡納牛排風味  

住宿：NIL FLORENCE HOTEL 或 NOVOTEL NORD FLORENCE 或 STAR HOTEL VESPUCCI 或 FLORENCE 500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佛羅倫斯(180KM)《天空之城》白露里冶奧 Bagnoregio (120KM)永

恆之城羅馬(萬神殿、許願池、鬥獸場)～【特別加贈羅馬夜遊】 

【白露里冶奧】：義大利最新熱門景點《天空之城》。最早是建立於 2500 前的山城，位於山的的頂端，

只靠一條狹窄的長橋與外界相連，從遠處看就好像一條橋連結到一座天空中的城堡，此城曾經荒廢了



幾百年當地人稱為鬼城，因巳有一段長時間沒有人居住及與世隔絕，直至日本著名漫畫家宮崎駿到此

遊覽後，就以此作為題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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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團體專屬小車至天空之城遊覽。 

抵達永恆之城羅馬，來場《羅馬假期》巡禮：  

【萬神殿】：被米開朗基羅稱讚為《天使之光》。 

【許願池】：名聞遐邇的觀光景點、羅馬最耀眼的噴泉。『羅馬假期』電影中女主角『奧戴麗、赫本』

就是在許願池邊的理髮廳，剪出了舉世聞名的髮型『奧戴麗、赫本』頭，現今理髮廳已不復存，但許

願池的泉水仍存，當然要讓您在此許下重回羅馬的心願！只要銅板越過肩膀掉進池裡，就能再次踏上

羅馬的土地，這是許願池最有名的一段傳說。 

【鬥獸場】：又名圓形競技場：羅馬永恆的象徵、曾為人獸搏鬥、貴族帝王的娛樂場所、全世界最大

的古羅馬遺跡。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形角鬥場，也是古羅馬帝國標誌性的建築物之一。鬥獸場是古

羅馬舉行人獸表演的地方，參加的角鬥士要與一隻牲畜搏鬥直到一方死亡為止，也有人與人之間的搏

鬥。建於公元七二年 ~ 八二年間，實為世界一奇景遺蹟，也是旅遊義大利的觀光客必造訪之地、君

士坦丁凱旋門，凱旋門由三個拱門形成，城門表面有紀念大帝戰勝的浮雕。 

【入內參觀】萬神殿。 

【下車參觀】許願池、鬥獸場(競技場)、君士坦丁凱旋門。 

【風味餐食】米其林推薦餐廳、義大利傳統音樂餐廳海鮮風味餐(五道式含酒水)。 

【專業導覽】永恆之城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從遠古的萬神殿，到名品林立的西班牙廣場，我們瞭

解您渴望羅馬假期的心。特別安排使用特殊遊覽車專用證，更加派羅馬專業中文導遊解說絕對讓您對

羅馬更深一層的認識！ 

【特別加贈】永恆之城～羅馬夜遊：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千年古都羅馬城入夜後的羅馬城格外神秘，探照燈投射古建築上，金碧輝煌的

光芒，彷彿回到 2500 年前的古羅馬帝國。讓您自由拍照、攝影。 

★聖天使古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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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廳山丘，鳥瞰古羅馬市集★鬥獸場★威尼斯廣場★國父紀念碑等，都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 

入夜後的古羅馬城更加神秘，探照燈隨季節不同投射於古建築群上，金碧輝煌的光芒，仿佛讓您回到

2500 年前的羅馬帝國。 

註:歐洲高緯度地區夏季晚間九點才天暗，十點才完全天黑，若無法看到夜景請您見諒。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 羅馬音樂餐廳海鮮風味餐(五道式含酒水) 

住宿：舒適雅潔 HOTEL MIDAS ROMA 四星 或 國際連鎖 NH ROMA VILLA CARPEGNA 四星 或 國際連鎖喜來登

SHERATON PARCO de MEDICI ROMA 四星 或 時尚風格旅館 IBIS STYLE ROMA EUR HOTEL 四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羅馬梵諦岡教皇國(璀璨永恆之城！神鬼傳奇夢紀行！) 達文西國

際機場桃園 



今日利用午班機的優勢再次來到羅馬歷史古城區，參觀擁有 2,500 年歷史，自古以來一直是歷代王朝

的國都，綻放傲人光芒的城市的《永恆之城》羅馬歷史名勝！感受永恆之城的雄偉壯碩。  

【梵諦岡教皇國】：天主教聖地，亦為世界最迷你之國家。梵諦岡奉教宗為元首，是全球天主教會的

總本源，從 1929 年起與義大利分開成為獨立國，它是全世界最小的獨立國。今日參觀聖彼得大教堂，

它是全世界最大最壯麗的教堂費時一百五十年才建成，高聳的圓頂是米開朗基羅的傑作，其雄偉宏大

的圓頂建築及堂內大理石之豪華裝飾，貴為世界之最，無一不是超凡入聖的藝術結晶。 

【特殊提醒】聖彼得大教堂為免費入內之天主教聖地，如遇舉辦臨時性宗教活動導致教堂不對外開放，或入口大排長龍導

致行程延宕，領隊將依現場狀況做行程調整，若遇宗教活動無法入內，將改成在外參觀；敬請貴賓們見諒。 

【西班牙台階】:是電影《羅馬假期》中著名的場景，更因為這裡是西班牙大使館而得名，廣場周圍名

店街，咖啡館林立。感受這個由現代與過去歷史交織成的軌跡，所造就的永恆之都－羅馬，領略古都

的魅力所在，遨遊屬於您的羅馬假期中。 

【入內參觀】聖彼得大教堂。 

【下車參觀】梵諦岡教皇國、西班牙台階。  

【特別安排】專屬特許遊覽巴士入羅馬城觀光！羅馬政府規定團體需於中央車站轉搭觀光公車入古城，

以避空汙破壞古蹟及交通阻塞，若團體要搭專用巴士，需事先申請及購買特許證方可入，我們貼心事

先申請購買特許證，讓貴賓省卻搭轉搭觀光公車之苦！  

【貼心建議】  

1.今天的行程，於羅馬市區走路時間較多，建議您穿雙輕便的鞋子、並請小心扒手、財不露白。  

2.參觀聖彼得教堂，請注意您的服裝，請勿穿露肩、涼鞋、短褲，裙長需過膝。  

3.進入梵諦岡教皇國，請勿攜帶相機腳架、及中、大型背包。礙於規定需寄放，回去領取而耽誤觀光時間。  

午後專車前往羅馬達文西國際機場，辦理出關及退稅手續。 

【貼心提醒】 

◆離境歐盟國家時，所謂的退稅款項，是以附加價值稅 VAT 扣除手續費後所剩餘的金額，於機場實際拿到的退稅額約 10

％－13％，購買金額多寡及店家與各國免稅系統簽約之標準會有所不同。 

◆離境歐洲時領隊將會協助辦理退稅手續，確保所有團員的退稅權益，但領隊並無決斷退稅成功與否之權利，所以旅途中

領隊說明辦理退稅流程時，請仔細留意講解，在收集退稅單據時亦務必要保留齊全，所有單據缺一不可，如單據缺少、蓋

章不齊、郵遞中單據遺失或因其他原因海關拒絕蓋章證明導致退稅失敗，領隊並無負責之義務，特此事先告知，感謝您的

知悉。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義式傳統豬排風味(三道式)  (晚餐) 機上晚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9 天    桃園 

班機將於今日返抵國門，在家人親友的歡迎簇擁下，愉快地結束了此次義大利之旅。旅行計劃，成功！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



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見諒。 

(早餐) 飛機上早餐  (午餐) 飛機上午餐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7.18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