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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初夏  瑞士／北義 輕奢精緻遊 13 天 
深度慢遊 輕奢精緻遊，玩得輕鬆、逛得開心 

打破國界新組合、精品般的優雅輕奢 好路線 

瑞士、義大利 最精華 絕對值得 三五好友 一訪再訪 

《獨家行程安排 最舒適》 

➢ 安排搭乘 中華航空 台北直飛 法蘭克福，配合漢莎航空轉飛蘇黎世，行程

順暢舒適，還可加價選擇 中華航空 豪華經濟艙，神清氣爽遊玩歐洲  

➢ 業界少有客製精緻行程 瑞士 + 義大利北部 + 瑞義邊境 絕美湖區，樂遊 

阿爾卑斯山系秘境湖光山色 與 北義經典名城 與 托斯卡尼 特色城鎮。 

《景點安排 最精采》 

➢ 暢遊 瑞士 經典大城小鎮：琉森、蒙投、盧加諾；北義不可錯過精華古城：羅馬、貝加

莫、波隆那 與 時尚最尖端—米蘭 

➢ 精選 瑞、義 必訪 特色最精華： 

 世界第一名冰淇淋 來去 托斯卡尼區—聖吉米尼亞諾 住一夜 

 二處 BOTA（Best of the Alps）世界最美城鎮—格林德瓦、策馬特； 

 三大名峰—皮拉圖斯峰、少女峰及馬特洪峰； 

 四大美湖—琉森湖、蕾夢湖、盧加諾湖與加達湖； 

 五項特色列車—世界最陡齒軌列車、少女峰鐵道、策馬特齒軌登山車、冰河列車頭

等艙，以及法拉利高速火車 直達羅馬市中心； 

 世界最陡峭、斜度達 48∘齒輪列車（車程約 30 分

鐘）一路斜坡攀登至海拔 2132 公尺的皮拉圖斯峰；下山

換搭 360 度景觀纜車群山環繞 最佳視覺享受 

 搭乘百年鐵道~少女峰齒軌列車，展開少女峰鐵道之

旅，穿越三千公尺雪山中的花崗岩，登上 歐洲最高的火車

站~少女峰站 Jungfraubahn （標高 3454 公尺），並在景

觀餐廳內享用午餐 

 策馬特齒軌登山火車：搭乘世界第一部電氣化的齒

軌火車，前往海拔 3089 公尺的策馬特觀景台，欣賞雄偉

壯觀的馬特洪峰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搭乘頭等艙 全景觀車

廂 2.5小時，透過大片玻璃窗一邊享用咖啡甜點，一邊欣

賞窗外無敵美景，保證回味無窮  

 Italo 法拉利高速火車：從佛羅倫斯到羅馬僅需 1小

時 40分，感受義大利法拉利等級、暢快舒適的高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90%89%E7%B1%B3%E5%B0%BC%E4%BA%9A%E8%A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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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項 UNESCO 世界遺產—少女峰 綜合山區、貝林佐納 要塞及防衛牆和集鎮、維

若娜老城、聖吉米尼亞諾 歷史中心、比薩 主教座堂廣場、佛羅倫斯 歷史中心   

《食宿安排 最貼心》 

➢ 五感享受，用心安排：各式經典 瑞士／義大利 傳統美食、名峰山頂景觀餐廳、湖畔景觀

優質道地料理、古城 米其林推薦餐廳、瑞士觀光局推薦特色餐  

➢ 特別安排 托斯卡尼 知名酒莊巡禮，用餐、美酒、輕鬆品味並選購當地農特產 

《特別企劃 最經典》 

➢ 客製行程 精緻小團 15 人即可成行 

➢ 團費已含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全程巴士、火車票、飯店住宿餐食及特定★景點門票 

➢ 報名訂金繳交：每人 TWD 30,000（選用升等豪華經濟艙，訂金 TWD 50,000），若無法成團，

所收訂金 全數無息退還 

 

《建議出發日期 & 航班資訊》                      僅供參考，航班會依出發日期不同而有變動 

航班編號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當地) 抵達時間(當地) 飛行時數 

CI-061 桃園機場 法蘭克福 2020/6/18 週四 23:15 6/18 週四 06:50 13h35 

LH-1186 法蘭克福 蘇黎世 2020/6/29 週一 09:45 6/29 週一 10:35 0h55 

CI-076 羅馬 桃園機場 2020/6/29 週一 11:30 6/30 週二 05:50 12h20 

2020/6/18（週四） 團費 每人 NT$ .-  

早鳥報名優惠：2020/4/30 前報名，每人優惠減 TWD 3,000.- 

豪華經濟艙 加價 約: TWD20,000.- (以實際訂位開票時報價為準) 

報名 & 諮詢 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專線：02-7719 912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7%BD%97%E7%BA%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7%BD%97%E7%BA%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90%89%E7%B1%B3%E5%B0%BC%E4%BA%9A%E8%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8%BF%B9%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D%97%E4%BC%A6%E8%90%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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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表示團費已含門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2020-6-18 (四) 

台北  法蘭克福  蘇黎世 Zurich, Switzerland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機經法蘭克福 轉乘 漢莎航空至瑞士 蘇黎世國際機場 

Day 2 
2020-6-19 (五) 

蘇黎世—琉森 Lucern     皮拉圖斯峰—琉森 

上午抵達蘇黎世國際機場，入境瑞士後，隨即展開精彩旅程 

皮拉圖斯山 Pilatus 位於琉森湖畔，19 世紀以

來極受文人貴族的喜愛，盛讚由山頂望下的綺

麗風光。由阿爾納斯特 Alpnacgstad 小鎮，搭

乘世界最陡峭、最大坡度達 48 度的★齒輪登

山列車(Cogwheel Railway)，車廂似懸掛於陡峭

山壁之間，一路攀登至皮拉圖斯峰，俯瞰一望

無際的阿爾卑斯山脈，搭配琉森湖景，極樂視

覺享受。下山換搭★纜車，由不同的視野欣賞

湖光山色與群山秀景。 ※若因鐵道維修等因素，

無法搭乘齒輪列車，需改以纜車上下皮拉圖斯峰，敬請

諒察 

琉森 Lucern, Switzerland 位於瑞士中部、湖光山色相互

襯映的古典優雅城市，＠卡佩爾木橋(Kapellbrucke) 是

歐洲現存最古老的屋頂木橋、琉森最著名的地標、風景

明信片中永遠的主角；舊城環繞羅伊斯河 Reuss 二岸，

核心區也是主要購物商圈，充滿故事性的美麗壁畫直接

漆在老屋牆上，增添視覺享受。將生命垂危的獅子雕鑿

於岩石之中 ＠獅子紀念雕像，是瑞士最有名的紀念碑。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飯店西式套餐  

四星級 Hotel Astoria, Lucern 或同等級 

蘇黎世—52KM 琉森—3KM 皮拉圖斯山—3KM 琉森  

Day 3 
2020-6-20 (六) 

琉森—格林德瓦    少女峰鐵道之旅—勞特布隆那—茵特拉根 

格林德瓦 Grindelwald  走進世界最美的村莊，阿爾卑斯山脈 BOTA（Best of the Alps）最純潔無瑕、

得天獨厚的自然 12 處美景之一。通往少女峰主要門戶的山谷小鎮，擁有無敵山景與冰河景致，放

眼望去高聳群峰，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公認歐洲三大最凶險峭壁之一、高聳挺拔的巨大山

峰＿艾格峰 (Eiger 3970 公尺) 印入眼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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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峰鐵道 Jungfraubahn 之旅 瑞士的阿爾

卑斯山群中，以海拔 4158 公尺高的少女峰

Jungfrau 最為知名、最令人期待，素有歐洲之

巔 Top of the Europe 的美名。今日展開 瑞士

百年鐵道奇蹟之旅，想像瑞士人百年前以徒

手穿鑿、炸藥挖掘三千公尺雪山中的花崗岩、

長達16年才完工的 ★少女峰齒軌列車 載著

旅人穿過艾格峰，登上位於少女峰及僧侶峰

間的山坳—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Jungfraujoch

少女峰站（海拔 3471公尺），原本遙不可及、

阿爾卑斯山脈中最長、最大的冰川—阿萊奇

冰川（Aletsch Glacier）壯觀奇景彷彿轉眼近在咫尺（已於 2001 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特別安排

於 景觀餐廳享用午餐，呼吸歐洲之巔的清新空氣、坐享群山環抱的洗禮。 

勞特布隆那 Lauterbrunnen 小鎮位於由古老冰河削切出的 U 型山谷中，因二側陡峭的石灰山巖懸壁

和山峰，雪水融化形成多達 70 餘個絹絲瀑布和小河、有許多泉水而得名。瑞士第二高的瀑布 施陶

河瀑布 Staubbach Falls 高低落差達 287 公尺，是勞特布隆那小鎮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也造就此地

異於其他瑞士谷地的獨特景觀。 

今晚入住 茵特拉肯 Interlaken 少女峰的門戶，位於圖恩湖 Lake Thun 與 布里恩茲湖 Lake Brienz 之

間而得名，是非常繁華的渡假勝地。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少女峰景觀餐廳瑞式烤雞餐      晚餐：瑞士起士鍋 

四星級 Hotel Bellvue 或同等級 

琉森—87KM 格林瓦德  勞特布隆那—21KM 茵特拉根 

Day 4 
2020-6-21 (日) 

茵特拉根—蒙投 Montreux—錫永 Sion 

茵特拉肯 Interlaken 觀光客必訪的景點，購物、美食的選擇非常豐

富，站在市區中就能挑望擁有美麗山形的連峰與綠茵草地，將自己融

入如明信片般的絕佳景觀之中。 

前往 瑞士最大湖泊、有「瑞士的蔚藍海岸」之稱—日內瓦湖（也音

譯為蕾夢湖），湖岸東畔、聞名全世界的高級度假區—蒙投 Montreux 

自 18 世紀後半即是英國貴族、名人最流行的旅遊勝地，AlphaGoTour

特別安排★搭船遊湖午餐，沿著廣闊又美麗的日內瓦湖畔，山巔、小

鎮挨著湖景，享受湖光山色的幸福。湖畔步道擺設許多造型獨特又有

趣味的雕塑，極富詩情畫意。 

參觀建於 11 世紀水上城堡、因拜倫敘述詩《西傭的囚犯》而聞名★西

庸古堡 Chateau de Chillon，僅有一座小木橋與岸上相連，堡內的防禦塔

樓、軍火庫與禮拜堂等都保存完整，是瑞士最受歡迎的歷史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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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下榻於 瓦萊州的首府—錫永 Sion 保有古意盎然的老街道，很適合清晨傍晚散步繞上一圈。

鋪滿紅褐色石板的摩登廣場旁，眺望山丘上的堡壘與教堂，享用瑞士山村純樸居民的農家風情。 

貼心小提醒：明日將搭乘火車 前往 策馬特，市區內禁止使用燃料的車輛通行，觀光客無法開車

進入，請準備輕簡行李入城。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遊湖西式套餐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四星級 Hotel des Bains de Saillon 或同等級   

茵特拉根—148KM 蒙投—67KM 錫永 

Day 5 
2020-6-22 (一) 

錫永—策馬特    葛納葛特 Gornergrat    策馬特 

前往 塔拾 Täsch 換搭火車進入 屬於「阿爾卑斯山精華區」聯盟成員—策馬特 Zermatt，1990 年

居民公投決定成為「禁用燃料車輛的城鎮」，漫步寧靜的環保度假山城之中，真正遠離塵囂，欣

賞白日、黃昏、夕陽下馬特洪峰各不相同的面貌。 

策馬特 Zermatt 許多人對瑞士的第一印象，就是隸屬

於「阿爾卑斯山精華區」聯盟成員、擁有挑望 馬特洪

峰 絕佳視野的小鎮—策馬特。海拔僅 1,620 公尺，週

邊聳立著 29 座超過 4000 公尺的山峰，早自 18 世紀起

就吸引無數傾慕馬特洪峰的人們前來此地，是阿爾卑斯

登山者心目中的第一聖地。熱鬧的＠班霍夫大街 滿是

以花卉裝飾、古樸木造房舍、毫無廢氣汙染，這裡空氣

是清新香甜的。 

乘著★齒軌火車 穿越雲海，前往海拔 3,089 公尺、策馬特地區最棒、也是瑞士最棒的觀景台＿葛

納葛特 Gornergrat 觀景台，列車一步步登高，馬特洪峰 身影伴隨在側，登頂後印入眼簾的即是阿

爾卑斯山排名第二（瑞士第一高）的羅莎峰 Monte Rosa 及多座海拔 4,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群、與

冰河間互相推擠的優美曲線，盡覽震撼人心的優美

景緻。特別安排於景觀台內享用自助式午餐，欣賞

雄偉壯觀、氣勢磅礡的阿爾卑斯山群峰全景。 

馬特洪峰 Matterhorn 瑞士、義大利二國邊境，最

高點 4478 公尺位於義大利境內，因冰河互相推擠

而以獨特雄姿聳立的金字塔型山峰，壯麗的景致及

週邊相對低與空曠的地勢，營造出君臨天下、睥睨

眾生的霸氣，有「孤傲的巨人」之譽。在策馬特，

黃昏、日出都是欣賞馬特洪峰全貌最佳的時段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景觀自助餐     晚餐：飯店晚餐   

四星級 Hotel Alpenhof 或同等級   

錫永—74KM 塔拾 



                                                                      

 
2020-6-18【華航 漢莎航空】瑞士／北義 輕奢精緻遊 13 天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p.6  

Day 6 
2020-6-23 (二) 

策馬特     安德瑪特—貝林佐納 Bellinzona—盧加諾 Lugano 

今日搭乘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 頭等艙 世界聞名

的景觀列車 橫越瑞士南部，飛馳於放牧的牛隻、山間小

屋與百花綠茵的山坡，四周盡是休閒的山間景致與森林；

透過大片玻璃窗，沿途欣賞葡萄酒鄉、冰河隘口、深幽峽

谷、寬廣草原，最瑞士的風景目不暇給。 

特別安排搭乘 頭等艙景觀車廂 中一邊享用咖啡甜點、

一邊欣賞窗外無敵美景。 

由 安德瑪特 Andermatt 下車，前往 瑞士中的義大利—

提契諾 Ticino 地區，瑞士唯一的義大利語區。眼前的景

色與前幾天大不同：較溫暖的氣候、平板石塊建造的樸素

民家、白牆的義大利建築以及柑橘類的綠樹，低海拔的湖

泊飄散些許的南國氣息，是瑞士人及北歐人度假的勝地。 

貝林佐納 Bellinzona 提契諾地區的首府，自羅馬時代起，就是戰略上非常重要的城市，有『阿爾卑

斯之鑰』的稱號。整座城鎮以山丘上＠大城堡 Gastelgrand 為中心向外擴展，走上城塔可以跳往整

個市街。大城堡與附近二座城堡及城牆，是中世紀防守阿爾卑斯山區軍事要塞典型設計，於 2000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位於市中心的參事會教堂 La Collegiata、小廣場 Piazza Nosetto 以及文藝復興

式的市政廳等美麗建築，點綴小鎮充滿濃濃義大利風情，忘了仍置身於瑞士國 

盧加諾 Lugano 位於瑞義邊境、盧加諾湖 (Lago di Lugano/Lake Lugano) 畔、白牆搭配橘紅屋頂，非

常難歐式的民家建築，加上氣候溫暖與明亮的日照，是瑞士最充滿朝氣的度假城市。往湖的方向走，

無論走古城內的哪一條小徑，都十分有趣。環湖步道種植法國梧桐樹，隨意歇息，湖面吹拂晚風，

格外愜意。安排 瑞士觀光局特別推薦 ★湖畔景觀晚餐，欣賞對岸布雷山 Monte Bre (925m) 環抱

的美麗無敵湖景。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傳統瑞士鐵板起士套餐    晚餐：瑞士觀光局推薦餐廳套餐  

四星級 Holiday Inn Hotel 或同等級 

安德瑪特—83km 貝林佐那—35KM 盧加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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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2020-6-24 (三) 

盧加諾—米蘭 Milano, Italy 

告別瑞士，前往 展開北義大利之旅  

米蘭 Milan 引領世界流行時尚產業

之迷人古都／義大利的經濟首都，彷

彿每個街角都可以遇上剛從伸展台

走下的型男美女。市中心地標 ★米

蘭大教堂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

教堂，135 根尖塔直聳入天，正面五

扇青銅門分別敘述聖母、聖人、信仰

自由、米蘭、以及大教堂的歷史。內

部宏偉莊嚴的空間與美麗的彩繪玻

璃，令人駐足許久、讚嘆不已 

＠大教堂廣場 是米蘭藝術、文化、社會的精神象徵，四周都是米蘭最具代表的建築，觀光客川流

不息。被稱作「米蘭的客廳」的優雅地帶 ＠艾曼紐二世拱廊，高挑美麗的玻璃拱頂、馬賽克鑲嵌

地板以及壁畫，值得細細欣賞；＠史卡拉劇院前的＠史卡拉廣場 銜接所謂『黃金四角 Quadrilatero 

d’Oro』是米蘭傳統的購物中心、各式精品的聚集地；想找適合年輕人的新潮服飾配件，就往廣場

西南方，人潮洶湧的 ＠Via Torino 杜林大街 走。米蘭一日輕鬆遊，旅人可欣賞拱廊內雕琢精緻的

古典建築群，或是坐在充滿懷舊情懷的咖啡店裡，欣賞當地人的穿著打扮，也是一種樂趣。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餐 

四星級 Hilton Garden Inn, Milan 或同等級 

盧加諾—80KM米蘭 

Day 8 
2020-6-25 (四) 

米蘭—貝加莫 Bergamo—維洛娜 Verona 

義大利北部遊覽古城—貝加莫 Bergamo 曾經是

義大利最有錢的城市，世界罕見古城與現代化交融

的立體城市，從＠新城區 Bassa 搭★纜車前往上城

區 Alta，伴隨類似風笛的傳統樂器信步前往＠

Piazzale degli Alpini 廣場市集、＠維奇亞廣場 Piazza 

Vecchia、＠評理府 Palazzo della Ragione、閃耀玫瑰

大 理 石 ＠ 聖 母 教 堂 Basilica of Santa Maria 

Marggiore、文藝復興的傑作＠克雷歐尼禮拜堂

Cappella Colleoni 正面的柱群、大理石雕刻與濕壁

畫非常值得欣賞。小街巷隨意走走，體驗這座文化

氣息豐富的古城，穿越城門眺望丘陵綿延，搭配淡

黃色文藝復興的建築與別墅群，又是一幅好畫。 



                                                                      

 
2020-6-18【華航 漢莎航空】瑞士／北義 輕奢精緻遊 13 天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p.8  

續往 莎士比亞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舞台—維洛娜 Verona 

2000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的優雅和浪漫之城，源自

阿爾卑斯山脈的 Adige 河以 S 形蜿蜒環抱這座古

城的中央地帶。一定要參觀位於＠布拉廣場 Piazza 

Bra 正前方，世界現存第三大圓形競技場、古羅馬

時代 ＠圓形露天劇場。沿著 Via Mazzini 街道往當

地居民吆喝聲此起彼落 ＠香草廣場 Piazza delle 

Erbe，沿街是維洛娜最熱鬧的大街，高級國際精品、

個性商店、咖啡館林立，滿目櫥窗繽紛亮麗，令人

眼花撩亂。 

由香草廣場換 Via Cappello 街道走逛，不錯過建於

13 世紀、爬滿長春藤的磚紅洋房＠茱麗葉宅邸、

廣場建築物的另一頭＠紳士廣場矗立沉思的但丁雕像，彷彿一併沉穩安靜了。晚餐特別安排古城內

★米其林推薦餐廳，滿足視覺與味覺的享受，也多一些時間享受古城慢步的樂趣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  

四星級 Roseo Hotel Leon d’Oro, Verona 或同等級 

米蘭—51KM 貝加莫—117KM 維洛娜 

 

Day 9 
2020-6-26 (五) 

維洛娜—波隆那 Bologna—聖吉米尼亞諾 San Gimignano 

波隆那 Bologna 不只是肉醬麵、不只是

世界繪本、插畫國際商展地，波隆那是

一個充滿活力和國際化的藝術之城，擁

有豐富的歷史、藝術、料理、音樂和文

化，屋瓦高聳的氣派宅邸 搭配 街道內

的古老柱廊綿延不絕，是濃濃歷史傳承

的古都，也獲選為 2000 年的歐洲文化

之都。 

參觀 ＠波隆納主廣場、＠海神噴泉、＠

聖白略托大殿、＠聖伯多祿大教堂 (St. 

Peter’s Basilica of Rome) 以及 世界最

古老的大學—舊波隆那大學所在地 ★阿奇吉納西歐宮 Biblioteca comunale dell'Archiginnasio 美麗

的中庭排列歷來學者徽章，極具歷史風情、走廊上的裝飾壁畫尤其細膩，很值得欣賞 

托斯卡尼 Tuscany 大區（意大利文：Toscana）無論何時拜訪都極美無比的

田園風光、一片片整齊有序的葡萄田、橄欖園，還有舉世聞名的托斯卡尼 

Chianti 美酒，所有的城鎮村莊都保留著幾世紀前的繁榮，迎接慕名來訪的

文人雅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B7%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9D%E8%A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99%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6%A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6%96%87%E5%8C%96%E4%B9%8B%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6%96%87%E5%8C%96%E4%B9%8B%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9%9A%86%E9%82%A3%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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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 安排造訪 托斯卡尼最美麗、網友強推有世界第一美味冰淇淋的小山城—聖吉米尼亞諾 San 

Gimignano  1990 年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稱之為「聖吉米納諾歷史中心」，為義

大利繼佛羅倫斯、威尼斯、以及比薩之後第四個指定城市型世界文化遺產。 

城牆環繞的中世紀小城，以

城外數公里就可看見的高

塔、鵝軟石街道、美妙的壁

畫和許多藝術品而聞名。城

內「美塔」，是城內貴族富

家居住的塔樓，作為他們權

力和財富的象徵。城外沿途

蒼鬱翠綠的葡萄園，隨著山

陵起伏，托斯卡尼風情一覽

無遺。晚餐特別安排★知名

酒莊品酒與道地美食，享受

托斯卡尼田園風情。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酒莊品酒餐  

四星級 Relais La Cappuccina 或同等級 

維洛納—142KM 波隆那—154KM 聖吉米尼亞諾 

Day 10 
2020-6-27 (六) 

聖吉米尼亞諾—比薩 Pisa—佛羅倫斯 Florence 

比薩 Pisa 海權時代曾與 熱那亞、威尼斯角逐海

上霸權的城市，以加利略為首、居義大利科學與

數學的翹楚，比薩—不只以斜塔而聞名。在 1987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紀念品店林立 ＠大廣場（奇

蹟廣場 Piazza del Miracoli）旁，就是名氣響亮的

＠比薩斜塔，白色優雅＠主教堂 Duomo、圓形建

築＠洗禮堂 Battistero 是比薩的歷史中心，16、

17 世紀的美麗建築依舊保存完好！ 

佛羅倫斯 Florence 歷史中心 於 1982 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中世紀城牆線路上的環形大道內，薈聚人類藝術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化

遺產。造訪集歷史、藝術、文化與時尚於一身，文藝復興的光彩至今仍閃耀輝煌的『花之都』，特

別安排★專業導覽、沿著以百合花和藥丸組成的美第奇 Medici 家族家徽標誌，以＠聖母百花大教

堂 Duomo Santa Maria del Fiore 為中心，探索這座最美麗的城市  

建於 14 世紀的＠傭兵迴廊 Loggia dei Lanzi 是遊客最喜愛的休憩地點、丹布朗 Dan Brown 在小說

「煉獄」中提到的祕密通道，真的存在於中世紀建造的 ＠老橋 Ponte Vecchio 之中…，整座城市有

說不完的故事，請買支冰淇淋，輕鬆隨著我們一起漫步在歷史古城街道上，細細品味世界文明史史

上最輝煌的藝術之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7%BD%97%E4%BC%A6%E8%90%A8%E5%8E%86%E5%8F%B2%E4%B8%AD%E5%BF%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2020-6-18【華航 漢莎航空】瑞士／北義 輕奢精緻遊 13 天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p.10  

特別精選安排入內參觀 ★烏菲茲美術館 Galleria degli Uffizi 全世界最古老的知名美術館之一，與

法國羅浮宮、俄羅斯冬宮博物館 和西班牙普拉多美術館 齊名，館藏卡拉瓦喬 Caravaggio、波提切

利 Botticelli、達文西，以及米開朗基羅等 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品，美第奇家族歷代以重金收藏的文

藝復興美術品 盡藏與此。 

午後自由活動時間，自在閒逛古城商圈，或是恣意慢步在藝術之都中尋找最美的角落。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義式傳統比薩     晚餐：義式丁骨牛排餐 

四星級 Hotel Diplomat 或同等級 

聖吉米尼亞諾—77KM 比薩—87KM 佛羅倫斯 

Day 11 
2020-6-28 (日) 

佛羅倫斯     羅馬 Rome 

今日安排 搭乘★ Italo法拉利高速火車，前往義大利首都—羅馬 Rome 歷經古羅馬帝國時代迄今，

一路繁盛豐饒的自信，成為歷史與夢想交織的永遠之都。不僅保留了原羅馬帝國時代的遺物， 更

保存現代「羅馬假期」的風味。此地還有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文化、藝術瑰寶，以及天主教教廷

所在－梵蒂岡。 

特米尼車站 Stazione Termini 建造於 1870 年，羅馬最大的車站，國際線／國內線火車頻繁密集。

墨索里尼下令『打造出符合 20 世紀的火車站』後，漸成現今的風貌。 

梵諦岡 天主教教廷所在，全球信徒絡繹不絕的天主教聖地，西元 198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由合法專業導遊的陪同，前往參觀令人嘆為觀止的天頂壁畫群、費時一百七十多年興

建★聖彼得大教堂，文藝復興時期眾多知名大師

都參與其中，是全世界最無價的藝術寶庫宮殿

（梵諦岡及聖彼得大教堂有其特殊性，若臨時封

閉禁入，將改其它羅馬博物館替代，敬請 諒察） 

羅馬歷史區遺址 於西元 1980 年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參觀古羅馬名勝★

羅馬圓形競技場 Colosseo，窺探 2000 年前羅馬人

生活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之一、讓人歎為觀止★

萬神殿、以及＠君士坦丁凱旋門 都是必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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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朝聖之地、人潮鼎沸的＠西班牙廣場，在此自由選購義大利名品，或找

家浪漫咖啡屋，享受多采多姿的羅馬假期。入夜後的羅馬古城又是一番獨特迷

人的義式風情，精心設計的探照燈光，更顯古建築的氣勢磅礡與無盡浪漫，

『羅馬夜景』總是讓旅人醉心不已。請隨著 AlphaGoTour 私房路線，探索迷人

羅馬的白天與黑夜，為屬於自己的羅馬假期留下雋永的回憶。 

 
早餐：旅館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義式風味餐  

四星級 Courtyard br Marriott, Rome Central Park 或同等級 

Day 12 
2020-6-29 (一) 

羅馬 台北 

豐盛早餐、輕鬆打包後，前往羅馬國際機場 辦理退稅及登機手續，行囊滿載 直飛 返回台灣。 

Day 13 
2020-6-30(二) 

台北    預計今日上午抵達台灣 

 

《地圖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