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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義大利頂級品牌旅宿 9 日

經典古城：雋永不朽的羅馬、浪漫絕美

的水都威尼斯、時尚優雅的米蘭，歷經

世紀更迭，也難以動搖在旅人心中的地

位。去蕪存菁帶您遊覽最值得一訪的地

標景點，同時保留充足自由活動時間，

讓人細細品味 la Dolce Vita 甜蜜生活。

頂級旅館：三間位置絕佳的奢華品牌

飯店各連泊二夜，包括位於羅馬市中

心 Fendi 芬 迪 套 房 或 Ferragamo 集

團旗下的 Portrait Roma；義大利唯

一安縵渡假村－威尼斯安縵；米蘭的

Armani 亞曼尼飯店。每一下榻處，在

在呈現絕無僅有的義式風華。

航班

團費 NT$ 275,000，包含國泰航空經濟艙專案機票與稅兵

餐廳   ♥粗茶淡飯  ♥♥入境隨俗  ♥♥♥高級餐廳  ♥♥♥♥米其林一星水準  ♥♥♥♥♥二星水準以上

旅館   ♥勉強過夜  ♥♥簡簡單單  ♥♥♥中規中矩  ♥♥♥♥舒舒服服        ♥♥♥♥♥住進去不想出來

9/22 
9/23
9/29  
9/30

19:30 - 21:25
00:40 - 07:55
12:55 - 06:25+1
08:10 - 10:00

台北 TPE － 香港 HKG
香港 HKG － 羅馬 FCO
米蘭 MXP － 香港 HKG
香港 HKG － 台北 TPE 

（航程 01 小時 55 分鐘）

（航程 13 小時 15 分鐘）

（航程 11 小時 30 分鐘）

（航程 01 小時 50 分鐘）

（日）國泰航空 CX451
（一）國泰航空 CX293 
（日）國泰航空 CX234
（一）國泰航空 CX564

當代藝術：佩姬古根漢故居改建的威尼斯佩姬古根漢美術館，一覽 20 世紀下半葉的當代藝術作品；已故

名建築師 Zaha Hadid 設計、米蘭最新落成的複合式園區 CityLife；米蘭 Prada 基金會總部，看荷蘭建築

大師 Rem Koolhaas 及其團隊如何活化老酒廠，在傳統經典與當代藝術之間擦出精彩火花。

精選體驗：賽格威遊覽柏格賽花園、昔日貴族宅邸欣賞私密歌劇演出；避開喧擾人潮，提前入場梵

蒂岡博物館、聖馬可大教堂閉館後導覽。另可額外安排《最後晚餐》英語導覽行程及米蘭時尚專家

個人風格建議與品牌搭配服務。

悠閒行旅：安排專車接駁行李，兩手空空輕鬆搭乘紅箭特快車商務艙銜接三城，舒適愜意、沿途美

景盡收眼底。

星級美饌：參考米其林指南與義大利 Gambero Rosso 指南，精選三蝦小館、二間米其林星級餐廳犒賞脾胃。

包括  行程內容中包含的餐食（與搭配的紅白酒）與六夜住宿、紅箭特快車商務艙與景點門票、導遊



詳細行程 BLD 表示團費包含的早午晚餐

Day 2 9/23 週一 L 宿羅馬

國泰班機上午抵達羅馬機場，專車接機前往市區（30km/1hr）。上午騎乘賽格威悠遊柏格賽別墅花園

Villa Borghese：這是羅馬市內最美麗的景觀園林，其中還有收藏了提香、拉斐爾和卡拉瓦喬經典藝術品

的柏格賽美術館與數座博物館坐落其間。上午活動結束後分乘計程車前往一星餐廳 Metamorforsi✽午

餐，紅蝦指南 Gambero Rosso 食物分數高達 55/60 分，為羅馬獲得最高分的餐廳之一。隨後入住西班牙

階梯前面、精品街上的五星級 Fendi 芬迪套房（40~48 m² 豪華套房宿二夜，僅有一大床）。需求兩小床

之團員請入住距離 75m-Ferragamo 旗下的 Portrait Roma 精品旅館 46 m² 豪華客房。芬迪私人套房由知

名建築大師 Marco Costanzi 設計，僅有七個房間的精緻設計，不但充分體現時尚品牌的優雅，更讓入住

的旅客都能細細感受 Fendi 的 DNA。羅馬肖像則以許多 50 年代的攝影作品作為布置，與旅人分享菲拉

加慕家族珍藏的舊時光。室內風格簡雅俐落，各色織品與義大利製家具無暇拚襯，即使最在乎美感的旅

人也無可挑剔。下午自由活動、盡情逛街，住宿兩家品牌飯店的好處是可以安排當店私人購物行程。抵

歐第一夜照例不安排晚餐，讓大家休息調整時差。

城市        住宿       機場                    高鐵         飛行

司機行李小費，二人一室每位成人團費如上。本

公司領隊隨團服務照例不收小費。國泰航空經濟

艙專案機票。若早去延回或搭乘其他航班即機票

自理，團費可扣 NT$ 35,000

不 包 括  國國泰航空團去團回商務艙加價 NT$ 
80,000（機位有限，售完為止）、新辦護照、自由覓

食與自由活動的費用。單人房加價 NT$ 95,000，恕

不接受三人房。9/28《最後晚餐》英語導覽行程門票

含接駁 NT$4,000；米蘭時尚專家個人風格建議與品

牌搭配服務。

注意事項   羅馬 Fendi Private Suites 房型僅有一大

床，若需兩小床則入住 Ferragamo 集團的 Portrait 
Roma 精品旅館。威尼斯 Aman Canal Grande Venice
房型也僅有一大床。

Day 3 9/24 週二 BD 宿羅馬

避開喧擾人潮，我們將於導遊的帶領下，造訪清晨中的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及聖彼得大教堂。梵

蒂岡博物館保存歷代教宗的藝術品收藏，館藏高達數十萬件，最著名的作品莫過於拉斐爾室的濕壁畫。不

可錯過的還有西斯汀禮拜堂中米開朗基羅費時四年的曠世巨作《創世紀》。午餐請自由覓食，下午自由逛

街。晚餐一同步行 700m 至萬神殿旁的三蝦小館，品嘗道地羅馬料理。



Day 4 9/25 週三 BLD 宿威尼斯

上午退房後將行李送上專車，然後兩手空空搭乘計程

車前往火車站。搭乘紅箭特快車商務艙，不到四小時

便可抵達水都威尼斯，迅速又愜意。火車站附近簡單

午餐後，搭乘專船遊覽大運河，隨後入住大運河畔

Aman Grand Canal（47~77 m² 經典房宿二夜，僅有

一大床）。在寸土寸金的水都，為保留一方寧靜，安

縵小心翼翼封存水都最繁華的扉頁；牆面和穹頂上戲

劇性的壁畫，打造出洛可可式富麗堂皇的鏡廳，襯上

璀璨的手工水晶吊燈後，讓人彷若步入威尼斯畫派筆

下歡快明朗的宴會裡。僅有 24 間極致客房的宮殿旅

館內，還設有一座隱於市的屋頂花園露臺，讓幸運貴

客能在威尼斯最舒適的一隅，獨享水都的浮光掠影。

晚間搭乘專船前往聖馬可大教堂，今日特別安排閉館

導覽，避開喧擾人潮、獨享百年靜謐時空。隨著專業

導遊解說，靜心欣賞令人驚嘆不已的黃金馬賽克鑲嵌

畫。隨後在日本餐廳享用簡單晚餐、調劑脾胃。 

Day 5 9/26 週四 BD 宿威尼斯

在夢境般的威尼斯安縵醒來後，隨著導遊信步探

索聖保羅區與榮耀聖母教堂內精美的文藝復興

時期壁畫，而著名畫家提香的心也長眠於此。中

午請在島上眾多食肆自由覓食，下午自由活動。

當地街頭小吃簡單晚餐後，乘著鳳尾船搖啊搖

地，在歌聲琴聲陪伴下暢遊運河水巷，抵達大運

河畔一座昔日的貴族宅邸內，欣賞威爾第的歌劇

《茶花女》精華版：配合歌劇劇情，第一幕（飲

酒歌與宴會場景）在宅邸的宴會廳演出，濃縮過

的第二、三幕在客廳演出，第四幕（茶花女的病

榻）當然就在臥室裡。雖然只有小型樂團伴奏三

位主角歌手演出，但我們可以非常貼近角色與場

景、感受到作曲家賦予人聲的情感，將會是難得

的體驗：當年《茶花女》也正是於 1853 年在威

尼斯首演。註：新年度演出單位亦有可能改為其

他劇目。



Day 7 9/28 週六 BD 宿米蘭

今日整日自由活動。初次到訪者由領隊帶領造訪大教堂與艾曼紐二世拱廊，識途老馬可自由活動，為把

握蝦拚時間，午餐請自由覓食。今日我們可以額外安排兩個特殊活動：達文西《最後晚餐》半天英語導

覽每位 NT$4,000（含接送），以及時尚專家個人風格建議與品牌搭配服務（半日或全日，待報價）。晚

間步行 250m 前往米其林二星餐廳 Seta✽✽享用惜別晚宴。出身南義的主廚 Antonio Guida 深受普利亞

地區南方傳統料理影響，有幸師承多位名師，致志鑽研味道與擺盤的極致平衡。Antonio Guida 完美將細

緻高雅的法式料理結合托斯卡尼豐富絕妙色彩，使 Seta 在 2015 年開幕之際即旋風式地擄獲歐洲饕客的

心，開幕當年摘下一星，翌年立刻昇為二星，同時也獲得 Gambero Rosso 食物 55/60 分的高評價。

Day 8 9/29 週日 B

旅館早餐後退房前往米蘭 MXP 機場（60km/1hr），搭乘國泰航班返台。

Day 6 9/27 週五 BLD 宿米蘭

上午將行李交由專船直送米蘭後，乘船前往造訪佩姬古根漢美術館，欣賞在這古老水都難得一見、庭園間的現

代藝術收藏。結束後自由探索Dorsoduro區迷人的巷弄。中午輕鬆搭紅箭特快車商務艙，在車上享用輕食午餐，

兩小時半車程後抵達米蘭。首先造訪 Prada 基金會精彩的當代藝術展覽及知名設計師 Zaha Hadid 與 Daniel 
Libeskind聯袂設計的米蘭新興指標性建物 -CityLife。CityLife緣起於米蘭政府的城市再開發計畫，以「複合性」

與「高樓化」為都市發展目標，推動都市再生。占地約36萬平方公尺的CityLife包含商業區、購物區、住宅區、

公園，為歐洲最大的再開發項目之一。小館子晚餐後，入住市中心五星級亞曼尼酒店（50 m²尊爵房宿二夜）：

這家旅館位置絕佳，就在一級戰區拿破崙山街口、距艾曼紐拱廊也僅 500m，由亞曼尼名牌操刀設計的低調冷

冽空間，兼顧時尚感與舒適性的寬敞客房，更是米蘭市中心首屈一指的選擇。

Tel : 02-2536-1314 │ travelinstyle.com.tw

異數風格旅行社│台北市錦州街 28 號 5 樓│交觀甲 7080 號│品保會員北 1692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