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暢遊：意大利 - 羅馬、龐貝古城、索倫多、加碧島、拿坡里、馬特拉、阿爾貝羅貝洛、科森札、墨西拿、 
陶美娜、卡塔尼亞、納羅、阿格真圖、巴勒摩 

 

 

2022 年  出發日期   
5 月  ★12, ★19, ★26 

6 月 ★02, ★16, ★ 23 

7 月 ★07, ★14, ★28 
8 月 ★04, ★11, ★25 
9 月 01, 08, 15, 22 
10 月 06, 13, 20 

團號 成人團費＋機票 (包燃油費及稅)   
單人房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服務費 

西岸 West Coast 東岸 East Coast 

EKW10 3599 3499 699 ★300 €130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成人計算，小童(2至11嵗)不佔床為成人費用 90%；佔床與成人價相同。        團費含來回機票(包燃油費及稅)，正確數目須於出

票日方能作準。      價格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團將以中英雙語講解。 

西岸 出發城市: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出發城市: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其他城市出發費用，歡迎聯絡查詢。) 

 
 
 
 
 
 
 
 
 
 
 
 
 

原居地    羅馬 
Home City  Rome 

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羅馬~意大利

首都。 
 

羅馬 
Rome  

意大利南部，充滿古蹟、遺物及大自

然奇觀，最能領略獨特意國風貌。是

日抵達羅馬，專車送往酒店。晚餐於

酒店餐廳。  (晚餐)                                     
酒店/Hotel : Hilton Garden Inn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羅馬 ~ 龐貝古城 ~ 索倫多 
Rome - Pompei - Sorrento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被列為聯合國

『世界文物遺產』之龐貝古城。抵達後，享用地道海鮮意大利粉，

配薄餅午餐。隨即展開觀光，此處於公元 79 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

遭大量火山岩灰覆蓋，活埋在地下。1748 年被挖掘出來時，仍能保

留大部份原狀。今天出土遺 跡中 
 

包括神殿、市集和宮殿，而濕壁畫殘餘的遺跡，題材前衛令人大開

眼界。遊畢，驅車前往南部索倫多城。這城景色綺麗；被檸檬、橄

欖和橘樹所圍繞。舉世聞名的檸檬酒之發源地。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酒店/Hotel : La Residenza Hotel或同級 

完美配搭  
• 乘船前往加碧島；暢遊島上人間絕景 安排 
• 阿爾貝羅貝洛，參觀稱為蘑菇村的小鎮。 
• 增遊巴洛克藝術之城~卡塔尼亞。 
• 享用多款意大利麵食；西西里風味餐並品嚐地道

佳釀。 

 



加碧島 ~ 拿坡里 
Capri - Naples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至碼頭，乘船前往享譽

國際的度假勝地－加碧島。島上處處掩映出

人間絕景，迂迴小徑，白牆小屋，藍色的天

空，翠綠的海面，一年四季綻放的花朵，稱

為蜜月之鄉。團友可漫遊細意欣賞，或自費

前往藍洞，觀看洞內海水因陽光折射而散發

如幻似真的藍色夢幻世界。午餐自備。稍後，

乘船前往拿坡里，是 pizza 起源地。抵達後，

作市內觀光，展現出拿坡里的獨特風情。遊

畢，返回索倫多。晚餐於酒店餐廳。  
酒店/Hotel : La Residenza Hotel或同級 (早/晚餐) 
 
 
 
 
 
 
 
 
 
 
 
 
 
 
 

索倫多 ~ 馬特拉~ 阿爾貝羅貝洛

Sorrento - Matera - Alberobello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馬特拉，探索這沉

睡千年的洞穴岩石 城。據說史前便有人類在

這岩石裂縫中居住，在洞窟內挖鑿出 洞穴屋，

稱為“Sassi”―意大利語岩石的意思。抵步

後，於 當地餐廳午膳，品嚐『貓耳朵』特色

意大利麵食。餐後遊覽洞 窟和石窟教堂。裏

面的蜿蜒小路和建築物表面都是泛黃的石灰 
岩，隨著地勢的高低，呈現出特殊的景觀。

繼後乘車到訪被稱 為「天堂小鎮」的阿爾貝

羅貝洛，於 1966年被列為世界 文化遺 產。晚

餐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酒店/Hotel : Grand Hotel Olimpo 或同級 
 

阿爾貝羅貝洛 ~ 維拉聖焦萬尼  
🚢🚢 墨西拿 ~ 陶美娜 
Alberobello - Villa San Giovanni  
🚢🚢 Messina - Taormina 

自助式早餐。阿爾貝羅貝洛又稱為蘑菇村，

處處都看到這些尖 尖圓圓，用灰色大理石建

成的小房子。其蘑菇形狀的屋舍別緻 可愛，

營造出浪漫氣氛。稍後沿著意大利半島，朝

南部進發。 途經科森札，並在當地餐廳午膳，

嘗試青口、海鮮意粉食譜。 及後車程至維拉

聖焦萬尼 ，乘渡輪駛往西西里島上的墨西拿 

市。這島正是古希臘時代，混雜不同民族文

化的大熔爐。登岸 後專車送往陶美娜。晚餐

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酒店/Hotel : Hotel Le Terrazze 或同級 
 

陶美娜 ~ 卡塔尼亞 (市內觀光) 
Taormina - Catania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 陶美娜是一座山城，風景優美。

先往參觀希臘人 於西元前三世紀所建的露天

劇場，雖然經歷二千多年，現在它 還能用作

表演場地；此處為遠眺誒特納活火山的尚佳

位置。及 後，團友可自由漫步於美麗的大街

小巷中。午餐自備。下午乘 車到卡塔尼亞。

擁有悠久歷史，現在城裡還能看到希臘、羅

馬 人留下的遺跡，堪稱是一座巴洛克藝術之

城。教堂、修道院、 城堡、博物館和古典建

築；比比皆是。卡塔尼亞地標位於大教 堂廣

場中央，用火山熔岩雕成的一座黑色大象噴

泉。晚餐於當 地餐廳，配西西里地道糕點。 
                                                                      (早/晚餐) 
酒店/Hotel :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Catania 或同級 
 

卡塔尼亞 ~ 阿爾梅里納廣場 ~ 
 納羅 ~ 阿格真圖 ~ 巴勒摩 
Catania - Piazza Armerina - Naro - 
Agrigento - Palermo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至阿爾梅里納廣場鄰近

之卡薩爾羅馬別墅 (Villa Romana Del Casale)。
始建於 4 世紀早期，是古羅馬時代皇 帝行宮

與接待賓客的地方。入內欣賞這裡眾多馬賽

克壁畫和地板 圖案。因其登峰的馬賽克鑲嵌

藝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遊畢， 乘車到納

羅小鎮午膳，享用西西里風味餐，並品嚐地

道佳釀。餐 後前往南部歷史名城－阿格真圖。

此城建於公元前 581 年。安排 進入神殿谷，

谷內保存多座建於公元前五至六世紀之多立

克式神 殿，如朱諾神殿、協和神殿、希拉神

殿及廢墟。正是古希藝術與 建築的典範。龐

大建築群和考古公園占地 1300 公頃，是世界

上最 大的考古區。續往西西里島首府－巴勒

摩 。晚餐於當地餐廳。                  (早/午/晚餐)
酒店/Hotel : NH hotel或同級  

 
 
 
 
 
 
 
 
 
 
 
 
 
 
 
 
 
 
 
 
 
 

巴勒摩 (市內觀光) ~ 蒙雷阿萊 
Palermo (City Tour) - Monreale 

自助式早餐後市內觀光，巴勒摩經歷數千年

來經歷不同民族統治，故處處結合了拜占庭、

阿拉伯、諾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不

一樣的文物古蹟。先往諾曼宮，參觀殿內的

一所皇室專用小教堂，建於十二世紀，現仍

保存極其完整的馬賽克畫，實為不可多得之

作。繼而前往巴勒摩大教堂拍照留念，欣賞

這座兼有伊斯蘭、拜占庭和西文化的建築物。

午餐自備。稍後前往小鎮－蒙雷阿萊，義大

利語意為『皇室山』。遊覽蒙雷阿萊大教堂，

它始建於 1174 年，當年威廉二世聘用工匠花

了 4 年完成，有濃厚諾曼式建築風格。在

1182 年，教堂被奉獻給聖母。晚膳於當地餐

廳。                                                              (早/晚餐) 
酒店/Hotel : NH Hotel或同級  
 
 
 
 
 
 
 
 
 
 
 
 
 
 

巴勒摩  原居地 
Palermo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後。於指定時間送往機場飛返原

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洲旅行團章程。

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February 12,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