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人成行报价：$79,500/人

意大利地中海风情深度全览27天之旅
意大利半岛巡行、四大岛（法属柯西嘉、义属萨丁尼亚、卡布里、西西里）

共20处世界遗产、文化与自然景色、酒庄巡礼、正统义式美食，市场最完整精致！



行程路线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战争、自然
灾害、 环境灾难、工业发展等威胁着分布在世界各地许
多珍贵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第17届会议于1972年通过著名的《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于1978年公布第一批世界遗
产名单。至目前为止，共有936处世界遗产地（World
Heritage Sites）分布在153个国家中。依其 类型可分为文
化遗产725项自然遗产183项以及兼具两者特性之复合遗
产28项UNESCO世界遗产列表

官方网站： http://whc.unesco.org/en/list
这些申请通过并列册收录的建筑、城市及地域，或富含
深刻 的历史文化、或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参观价值之
高自不待言，近年来并已成为游客选择旅游景点的重要
指标。行程考虑旅游效果、行车路线及餐宿安排等因素后，
所纳入的联合国世界遗产共计20处，括号内为核定年代。

http://whc.unesco.org/en/list


市场上从所未见！史上最完整行程！
一次遍览 20个 UNESCO世界遗产景点！
包括 庞贝(UNESCO1997)、 那不勒斯(拿坡里)旧城区(UNESCO 1995)、

阿玛菲海岸(UNESCO 1997)、 蒙特城堡(UNESCO 1996)、
蘑菇小镇(UNESCO 1997)、 马泰拉(UNESCO 1993)、
希拉古萨(UNESCO 2005)、 阿古力珍投(UNESCO 1997)、
巴鲁米尼(UNESCO 1997)、 斯康德拉国家公国(UNESCO1983)、
比萨(UNESCO 1987) 、 五乡地(五渔村) (UNESCO 1997)、
维诺那(UNESCO 2000) 、 威尼斯(UNESCO 1987)、
费拉拉(UNESCO 1995)、 佛罗伦斯(佛罗伦萨)(UNESCO 1982)、
圣吉米纳诺 (UNESCO 1990)、西恩那 (UNESCO 1995)、
阿西西(UNESCO 2000) 、 罗马(UNESCO 1980)

深度走访地中海四岛屿卡布里岛、西西里岛、萨丁尼亚岛、科西嘉岛，一次揭露岛上神秘面纱。
特别安排入住托斯卡尼城堡酒庄，让您实际感受托斯卡尼的艳阳，
品尝来自意大利最著名的红酒产区─奇扬地的大地精华。

带您前往『国中之国』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同时也宣称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国家。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大学城─波隆纳，亦是意大利肉酱面的发源地。
阿西西：天主教圣芳济教派的发源地，圣人圣芳济的故乡。
卡布里岛：特别安排搭乘手摇桨船至蓝洞观赏美丽奇景。
游览有欧洲最美丽的海岸之一的阿玛菲(UNESCO 1997)。
莎士比亚名剧《罗蜜欧与朱丽叶》之发生地—维诺那，造访朱丽叶故居。
米兰特别安排搭电梯登上米兰大教堂，俯瞰米兰市街及栩栩如生的精美雕刻。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比塞塔及美丽的中世纪古城—卢卡，参观哥德式建筑的美丽教堂。
前往塔城—圣吉米纳诺(UNESCO 1990)，14座成群竖立之高塔，宛若一幅画。



来到歌剧的发源地，有机会一定要欣赏闻名世界的歌剧演出，本年度精选以下数文件大师经典
传世作品，于极具特色的世界遗产【维诺那露天剧院】观看，若在维诺那停留期间的晚上适逢
演出，您可以选择前往欣赏，票价依日期和座位区域而定，价格从€24~€204不等，详细信息洽询。

DAY1 · 北京 → 罗马Roma（意大利）
参考航班:北京直飞罗马 国航 CA939 起飞 13:40抵达 18:55 飞行时间 12:15 使用机型:空客 A330
餐饮：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机餐 晚餐—HILTON ROME AIRPORT HOTEL
宿：HILTON ROME AIRPORT HOTEL
今早前往机场搭机，于当日晚间飞抵罗马，展开此次意大利地中海风情深度之旅。



DAY2 ·罗马-178km(2小时15分)-阿西西Assisi-130km(1小时40分)- 锡耶纳Siena-26km(40分)-奇扬地Chianti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义式餐晚餐—酒庄古堡内西式餐
宿：CASTELLOMELETO (http://www.castellomeleto.it/)或同级

早晨前往阿西西，是个奇特、安静的意大利山间小镇，
尤其它一直是如此的静谧、恬静，似乎成了吸引每年百万
旅客的魅力所在，漫步于阿西西的小路上，甚为悠闲惬意，
天主教圣人圣芳济即在此地出生，参观★圣芳济大教堂
（UNESCO 2000）。随后前往探访中世纪古城锡耶纳，徒步
进入历史中心城区(UNESCO 1995)，参观◎主教教堂、◎贝壳
广场，游览于田园古建筑风光，感受时间凝结的错觉。接着
来到托斯卡尼重要的红酒产区—奇扬地Chianti，夜宿于此文
献曾记载位在托斯卡尼区的奇扬地有着蓬勃的葡萄酒业，各
镇的商人决定组成奇扬地联盟。1716年，当时托斯卡尼的统
治者科西莫三世（Cosimo III de’ Medici）公爵，下令只有
Castellina、Radda、Gaiole、Greve及Greve北部的Spedaluzza
所生产的葡萄酒可以称为Chianti，直到1930年奇扬地的产区
范围才迅速扩大，原奇扬地产区则改称为Chianti Classico。
午后在此享受托斯卡尼的悠闲时光，漫步在葡萄园中，

【特别安排】

品尝红酒，晚间于
酒庄古堡饭店
用餐，并且在
酒庄庄园内过夜。



DAY3奇扬地-40km(1小时)-圣吉米纳诺San Gimignano-52km(1小时)- 佛罗伦萨Firenze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托斯卡尼乡村料理晚餐—中华料理
宿：HOTEL AMBASCIATORI (http://www.hotelambasciatori.net/en/index.html) 或同级

早餐后驱车前往有中世纪的曼哈顿之称的圣吉米纳诺，从东边登上山顶
进 入古城区（UNESCO 1990），这个城镇的十四座城塔，高高耸立于山上
，而环绕其周围的为郁郁葱葱的土地，美若一幅画。后续前往托斯卡尼
区的首府，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美丽的百花
之城—佛罗伦萨。抵达前先前往佛罗伦萨知名的名牌畅货中心★TheMall
尽情享受购物乐趣，后于◎米开朗基罗广场欣赏落日余晖，俯瞰如画的
百花城。



DAY4 ·佛罗伦萨【特别安排】品尝佛罗伦萨牛排餐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港式料理 晚餐—佛罗伦萨牛排风味餐
宿：HOTEL AMBASCIATORI (http://www.hotelambasciatori.net/en/index.html) 或同级

今日于佛罗伦萨市区（UNESCO 1982）观光，至★学院美术馆相赏戴维
像真迹（含门票）、★圣母百花教堂，参观雕刻巧夺天工的

◎ 天堂之门◎乔托钟楼、◎圣乔凡尼洗礼堂，并于◎市政厅广场
参观雕塑精品， 如海神像、复制品戴维像等。续往参观闻名于世
的文化艺术宝藏★乌菲兹美术馆（含门票）、◎中央市场、◎圣罗伦佐教堂、◎旧
桥、皮件市场等。佛罗伦萨除了是文艺复兴之都以外，也是著名的时尚中心，将
饭店安排在古城区，让您有时间好好满足购物欲，在这里我们推荐您可以前往百
年药妆店圣塔玛丽亚诺维拉香水制药厂，这个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修道院，继承了
400年来的传统秘方，就连电影《人魔》也来这里取景，男主角就是在此地订制
个人化的香水。晚间【特别安排】举世闻名的★佛罗伦萨牛排餐（不吃牛肉的可
改点鸡肉或鱼）。



佛罗伦萨牛排
托斯卡尼地区的特产，此区拥有一种特殊品种的白色肉牛，放牧在chianti地区的山谷，叫做chianina，这就是
在荷马史诗里面提到的，献给阿波罗的金牛，后来被奥德赛的水手们宰来吃，惹来很多祸患佛罗伦萨牛排就
是用这种白牛做成的，而且只让他们成长到一两岁，取最好的腰肉来做牛排。讲到牛肉的种类，意大利人就
厉害了，在市场逛一圈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牛肉文化有多发达，牛肉有分成公的、母的，有断奶，每隔几岁
或几个月就可以分出等级。
用作牛排的肉，连着骨头切成一大块，他们在宰杀之后
，并不冷冻起来，而是采用称作「干式熟成」的特殊
方式，所谓「干式熟成-Dry Aging」是指将牛屠体或牛
大分切肉块不加任何包装置于恒温、恒湿控制的冷藏熟
成室中，利用牛肉本身的天然酵素及外在的微生物作用
来增加牛肉的嫩度、风味、和多汁性，让牛肉呈现出最
完美的味道。一般而言冷藏熟成室的温度约在摄氏0度
左右，湿度约控制在50%~85%之间，熟成所需的时间则介于20天至45天之间不等，牛肉熟成时的实

际温度、湿度、与熟成时间需依据原料肉状况、
当地的气候与厨师个人的偏好而有所不同。烹调
的时候仅用火烤或煎，上桌时挤上一点莱姆汁、
撒点盐巴和胡椒即可，没有过多的调味，更没有
酱汁，品尝最纯粹的肉香。而最特别的是，正统
的佛罗伦萨牛排一客重达1公斤，相当于35盎司，
切开的时候呈现带血的粉红色，看起来很生，但
入口时却没有生肉的感觉，无论是肉的香气、肉
的嫩度和肉汁含量，都远远超过一般牛排。



佛罗伦萨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位于老城区边缘的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是切身感受老城文化气息的
一个完美之地，佛罗伦萨的缩影。内部的每一个细节，
从建筑风格到室内装饰，都打上了艺术的烙印。它是
文艺复兴时期的保护建筑，历史可追溯至 15世纪，
这座宫殿曾经是佛罗伦萨贵族的居所。花园自 15世
纪起就存在，以保存大量珍稀植物著称。在修复过程
中，佛罗伦萨保留了这一极具价值的花园，并开辟出
小径、草坪、灌木丛、小丘陵、泳池、雕塑、喷泉，
令这里一年四季充满生机。

奢华的私人花园一直吸引着各地游客。园中有 28米
的户外泳池，四周环绕着古老的红杉和枫树，静谧的
空气中弥漫着 Spa的香气。花园中一处绿叶隐蔽，
野花环绕的草坪是最受瞩目的户外婚礼活动的场所。

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选出全球最佳，排名榜首
的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四季酒店，整个酒店的设计装
潢充满了宫廷式的奢华感。内部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佛
罗伦萨的痕迹，仿佛置身于老城旧时光中。酒店的米
其林一星级餐厅 IL PALAGIO忠于托斯卡纳当地风
味，采用当季和直接来自房地的农产品作为食材，经
主厨之手幻化出难能可贵的美食作品。客房和套房集
纳了丰富的意大利本土和国际上的艺术品收藏，每一
间客房都不尽相同。



佛罗伦萨
翡冷翠之城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佛罗
伦萨有太多举世闻名的名胜。徐志摩笔
下的翡冷翠，是很值得花一天去细细感
受它的文化氛围。米开朗琪罗广场--俯
瞰佛罗伦萨城全景，感受《看得见风景
的房间》中男女主人公坠入爱河的浪漫
景致。圣母百花大教堂--佛罗伦萨地
标，世界第四大天主教堂，建筑艺术的
精华。

感受艺术气息欣赏迷人晚霞
，Uffizi乌菲兹美术馆--此美术馆是世界
著名的绘画艺术博物馆，以收藏大量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名作而蜚声国际，
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文艺复兴博物
馆”之称，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
最高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傍晚，黄昏时
间，建议市政广场和老桥逛逛，可欣赏
日落。老桥（维琪奥桥）：老桥建于 1345
年，是欧洲最早的大跨度圆弧拱桥。这
几百年间经历过的水灾、社会动乱、甚
至是二战都未能破坏它。



在文化古城享艺术美食佛罗伦萨
（Florence）Enoteca Pinchiorri Florence

Enoteca Pinchiorri是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的一家三星级米其林餐
厅，距离颇具盛名的乌菲齐美术馆和老桥都很近，另就餐变得越发
舒心和便捷。这家绝对算是佛罗伦萨的顶级餐厅，经营托斯卡纳传
统菜。坐落于一座十六世纪豪华的宫殿式建筑里，Enoteca
Pinchiorri餐厅也是整个欧洲大陆最好的餐厅之一，来佛罗伦萨观
光，一定要到这里看一看。菜单由地道的托斯卡纳菜式组成，每一
道都由最新鲜的原材料烹饪而成，餐厅的装潢非常美丽复古，餐具
也都是由精致的瓷器、水晶和银器做成，另外服务也细心和周到，
来这里用餐一定会成为你非常难忘的一次体验。。

佛罗伦萨市中心一座十六世纪豪华宫殿式建筑里，贵族式的 Enoteca
Pinchiorri坐落其中，作为一家极其出色的米其林三星级餐厅，同为
欧洲大陆最好的餐厅之一，它拥有着与气质融合的复古装潢，精致
瓷器、水晶和银器组成华丽餐具。餐厅老板 Giorgio Pinchiorri是个
实至名归的美酒品鉴者，法籍太太 Annie Feolde深谙法餐和义餐结
合的美妙之处，他们互补的美酒、美食组合，造就了 Enoteca
Pinchiorri稳坐米其林三星宝座逾 20年，连当地大红虾（Gambero
Rosso）餐厅指南都不曾轻易放过它，非要授予它“三只叉”的评价。
主营：托斯卡纳菜式、纯意式料理、法式料理、欧洲菜等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19:00-22:00）；
关闭时间：8月暑假、圣诞节期间
提示：餐厅对食客着装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请务必着正装晚礼服入场
地区：地址：via Ghibellina, 87, 50122 Florence, Italy
交通：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与圣十字大酒店同为一幢楼，距乌菲齐

美术馆和老桥都近在咫尺



DAY5 佛罗伦萨-110km(1小时20分)-波隆纳Bologna-136km(1小时30分)-圣马力诺SanMarino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波隆纳正宗肉酱面 晚餐—HOTEL CESARE酒店晚餐
宿 ：HOTEL CESARE或同级(http://www.hotelcesare.com/) 或同级

今日前往拥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建于公元1088年）的
波隆纳，此城一直被列为意大利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并曾
获选为欧洲文化之都。于此地参观◎圣路加拱廊，是世界上
最长的骑楼（长3.5公里，666个拱）、◎双斜塔、◎圣佩脱
拉教堂，并于此地品尝名闻遐迩的★波隆纳肉酱面。接着
驱车来到圣马力诺共和国，面积仅61平方公里，是世界现存
最古老的共和国，走访国内的◎利贝达广场，岩山上旧市街
及三座◎城塞均是眺望美景绝佳之处。



圣马力诺共和国
圣马力诺宣称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国家。由
一位来自达尔马提亚北部拉布岛（Rab）、名为马
力诺的基督徒石匠，于公元301年为逃避罗马帝国
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而创立。当时从
法律上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圣马力诺的创建不
符合其法律实体。圣马力诺于1263年制定共和法
规，15世纪起确定现在的国名。1600年10月8日确
立了成文宪法。这个小国于1797年为拿破仑的法国
所承认，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为其它欧洲国家
所承认。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圣马力诺在各
个方面仍旧依赖意大利。从19世纪意大利统一时
起，圣马力诺被意大利完全包围起来。

1992年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加里波底1860年代统一
意大利时曾在圣马力诺躲避敌人。在这里，他从圣马
力诺公民和其领袖那里获得了帮助、金钱和补给以继
续他统一意大利的战役。作为回报，加里波底保证圣
马力诺可以始终保持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1862年
起，圣马力诺与意大利签署了友好条约。



DAY6 圣马力诺-175km(1小时55分)-费拉拉Ferrara-112km(1小时15分)-威尼斯Venice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义式餐 晚餐—夸德里咖啡馆
宿 ：HOTEL PALACE BONVECCHIATI或同级
(http://www.palacebonvecchiati.it/) 或同级
今日前往被列为世界遗产的中世纪古城费拉拉

（UNESCO 1995）★艾斯特希城堡围绕着中世纪时期的历史
中心区，建有护城和可起落的大吊桥，是公元1385年，艾斯
特家族的尼科罗二世（Niccolò II）公爵下令兴建，陆续增建
后于16世纪完成。城外有一个繁华的市场而城内完全是另一
番景象，给人一种穿透古今的神秘感。接着前往水都—威尼
斯（UNESCO 1987）。搭船至圣马可大广场，参观风格独特
◎圣马可大教堂。接着下午的时间搭乘威尼斯的★「贡多拉」
凤尾船穿梭在桥水渠间、亦可在露天的咖啡座体会威尼斯的
浪漫情怀，或顺游名闻遐迩的◎学院木桥、◎里多桥等威尼
斯名胜。



独家造访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城
─费拉拉
费拉拉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北义城市，说起这个城市的历史，不能不提艾斯特 (Este) 家族；这个贵族家族于十三至十六世纪
时定居于此，在他们的统治下，将费拉拉带入文艺复兴华丽的世界，时至今日，费拉拉还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街道，古色
古香的市中心，也被联合国登录为世界 文化遗产。
费拉拉城的主要建筑围绕一座非常特别的主教堂，艾斯特家族的执政中心「市政厅」的中庭，拥有造型极美的「荣誉大阶
梯」，艾斯特希城堡」自1450年便成为领主的宅邸，「钻石宫」则是艾斯特权力的象征。费拉拉在艾斯特家族的主导之下，
成为15、16世纪波河地区文艺复兴都市景观的新典范。



水都 威尼斯

威尼斯的慕拉诺岛玻璃工厂行程移除，许多贵宾对此决定感到好奇。毕竟玻璃工艺是威尼斯出名的特色之一，
为什么不去了呢？根据多年经验，玻璃工厂的行程看似华丽丰富，其实更接近购物点从搭船到慕拉诺岛到返回威
尼斯本岛，需时约3小时。您造访意大利的时间如此宝贵，作为世界遗产的威尼斯，她绝美之处是千年历史淬炼而
出的景点如道奇宫、圣马可广场等。又因为威尼斯是随时濒临沉没的垂危古城，想看这些美景都得和时间赛跑，
多看一眼都是赚到，又怎么舍得把时间花在搭船前去购物点呢？论及搭船，当然情愿悠闲乘坐浪漫凤尾船。甚至
在圣马可广场自由选择浏览各式各样的小商店、或索性喝杯咖啡欣赏旅人群像，都别有一番况味。若您喜爱玻璃
艺品，圣马可广场上亦可购得。



米其林星级格兰夸得里咖啡馆
(Gran Caffè Quadri)
水城威尼斯是欧洲大陆上最早弥漫咖啡香气的地方之一，这
种最初被称为“伊斯兰酒”的饮料在意大利人手中变成了对牛
奶和豆子比例的把玩。18世纪末，威尼斯一城中有 208家咖
啡馆，而圣马可广场上就集中了 34家。

初建于 9世纪的圣马可广场曾被拿破仑赞为“欧洲最美的客
厅”。如今，将军的功业已经灰飞烟灭，而广场上的咖啡馆却
因与知识分子们的世代交好而被赋予了持久的浪漫色彩。

广场北边、毗邻钟楼的旧议会大楼一层是始营业于 1775年 5
月 28的夸德里咖啡馆（Gran Caffe' Quadri）。这家米其林一星
餐厅的顾客名单随着它近 300岁的“超高领”而不断变长：司
汤达在威尼斯欣赏末代阉伶歌手 Giovanni Battista Velluti的歌
剧时曾驻足于此；1853年，大仲马为儿子的《茶花女》在威尼
斯的公演捧场时，曾造访小憩；政要名流如戈尔巴乔夫、密特
朗和怪才伍迪·艾伦、布拉德·皮特夫妇等闪耀威尼斯影展的明
星也在它的顾客名单上。

夸德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历经时代变化却仍魅力不减的咖啡
馆。与即取即走的快餐式咖啡不同，意大利剧作家 Gino Damerini
在提及夸德里熟客马塞尔·普鲁斯特时，说这位意识流大师“希
望夸德里咖啡室里的午后暖阳能缓解他的慢性哮喘”。即便今
日，当你坐在夸德里的落地玻璃窗前，享受着来自维罗纳经手
工明火烘焙的 Quadri Espresso Coffee 和自制黄油牛角或小甜
饼，搭配着夸德里乐队的广场演奏，仍能感受到这间兴起于威
尼斯共和国暮年、现代社会破晓之际的咖啡馆是如何改变欧洲
人社交风尚的。



大约三世纪前，Giorgio Quadri带着妻子和淘金之梦从希
腊科孚岛来到水城威尼斯。不过，他并不是一个精明的商
人--除了命名之外--夸德里的成功有赖于它的第二任主人。\
Vaerini兄弟在 19世纪接手后，将夸德里重新整修并在二
楼增设了餐厅（Ristorante Quanri）。

今天的主人 Alajmo家族骄傲宣称“世界在变，独威尼斯
永恒。”纯粹威尼斯风情是夸德里的精髓，咖啡馆以柔
和的浅绿和黄为主色调，四面墙上来自 Giuseppe Ponga
的油画用色明丽大胆，100多年来它们一直在那里向夸德
里的客人们展示着古老水城的上流社会生活。夸德里的厨
房从潟湖和亚里托当地市场中寻觅最新鲜的原料；7种夸
特里精选的马提尼鸡尾酒带来的不仅是感官上的愉悦，更
接近一种感恩福祉的仪式。

二楼餐厅的主厨们致力于对经典威尼斯风味的现代演绎，
演奏传统和异国情调的二重奏--正如贸易心脏威尼斯的
城市气质一般。用从东瀛远渡而来的古老技艺制作搭配意
面的蛋黄酱、传统的威尼斯墨鱼汁卡布奇诺配奶油马铃薯
茸由于虾米和咖喱蛤蜊的加入而被赋予了新的味觉层次。
在白锻桌布上，摆放的是产自德国水晶重镇 Passau的
Spiegelau酒杯，葡萄酒单则涵盖了从 31.5欧的当地白葡
萄酒到 325欧的伦巴第。向窗外眺望，鸽群与游人交织的
圣马可广场在你的脚下延伸开去，看见顶着金色天使加百
利的风向标了吗？那就是威尼斯最高的建筑圣马可钟楼。

地址：Piazza SanMarco 121 30124 Venezia (VE)
电话：+39 041 5222105营业时间：每周二~周日
午餐：12:30 pm - 2:30 pm晚餐：7:30 pm - 10:30 pm



DAY7威尼斯-115km(1小时30分)-维诺那Verona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义式餐晚餐—义式餐
宿 ：HOTEL ACCADEMIA (http://www.accademiavr.it/）或同级

上午参观中古时代的★道奇宫，由内穿过◎叹息桥，参观中古世
纪的地牢。随后驱车来到维诺那，一个以「罗蜜欧与朱丽叶」
舞台剧闻名遐迩的浪漫小镇。拜名剧之赐，此处放上朱丽叶的
铜像，也做起了剧中着名场景—朱丽叶房间的小阳台。除参观
★罗马式露天剧院（UNESCO 2000）、◎药草市场、◎领主广场、
◎鲸肋拱门外，★朱丽叶故居外体会莎翁笔下俊男美女的情怀。

贴心安排：
来到朱丽叶故居，您能够满足于只在外面看看吗？当然要进去
参观！同样的道理，来到威尼斯，曾做为总督府的道奇宫，是
整个威尼斯海上王国庞大势力的中心，如果不进去参观，怎能
透过历史和收藏亲身经历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呢？因此坚持重要
的景点一定要入内参观！



DAY8维诺那-62km(1小时05分)-嘉达湖Lake Garda-135km(1小时40分)-米兰Milano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义式餐晚餐—义式餐
宿 ：ATA HOTEL EXECUTIVE 或同级(http://www.atahotels.it/en/executive/?gclid=CMWQoOnBkqwCFYZLpgodGyDImA)

上午前往北义度假胜地◎加达湖，加达湖是义境最大的湖泊，
最深处可达346公尺，清澄的绿色湖面自古即广受诗人的赞赏，

★史卡拉家族城堡在碧绿湖水的衬托下，更让人如痴如醉。
接着前往时尚之都—米兰。◎艾曼纽购物拱廊，其内聚集了
高级餐厅、咖啡店、高级名店等，欣赏欧洲歌剧殿堂
◎史卡拉剧院、◎达文西广场。往米兰大教堂搭乘★电梯造访
屋顶，135座如石笋般参差拔地而起的尖塔和无数
的尖顶被形容成『带刺的教堂』。



米兰
米兰，因建筑、时装、设计、艺术、绘画、歌剧、经济、
足球、商业、旅游、媒体、制造业、金融等闻名于世，前
西罗马帝国首都，伦巴第王国首都，米兰公国都城，现为
世界最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米兰也是意大利最大的都会和世界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世
界历史文化名城，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和 GDP最高的地
区之一，也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控制了世界百分
之 4的艺术珍品。世界时尚与设计之都和时尚界最有影响
力的城市，欧洲三大都会区之一。跻身世顶级世界城市，
米兰大都会为意大利最大的都会，经济首都，伦巴第大区
首府和米兰省省会，如果把米兰当成一个国家，其将是世
界第 20大经济体，区域 GDP位列欧洲最高。根据 2010
年数据显示米兰都会区 GDP占意大利全国 GDP的 25%。
米兰大都会区人口 755万，辐射人口 1364万，建成区面
积 3214平方公里，涵盖 272个城市，和 9个省，覆盖伦
巴第大区北部地区和皮埃蒙特大区东部，城市影响覆盖皮
埃蒙特大区，利古里亚大区，艾米利亚 罗马涅 大区，威
尼托大区和托斯卡纳大区。米兰拥有世界半数以上的时装
著名品牌，世界所有著名时装在此设立机构，半数以上时
装大牌的总部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时尚之都之首，著名的
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全球设计师向往的地方。伟大的达
芬奇留下了最为辉煌的作品，如同一团白色火焰的米兰大
教堂直耸云霄，斯卡拉大剧院代表着世界歌剧之巅，这里
是阿玛尼、范思哲、PRADA、杜嘉班纳
（DOLCE&GABBANA)、华伦天奴、MOSCHINO等世界
顶级服装的大本营，米兰时装周影响着世界时尚。



今日晚餐

米兰米其林 2星餐厅

－Ristorante Cracco
成立于 2007年 7月的 Cracco，已委托建筑师贝
雷塔对内部进行了完美的翻新和扩展。樱桃木镶
板覆盖的雅致舒适墙面，衬托出餐厅浓厚的食料
研究氛围以及创新的菜肴线。餐厅的一大特色是
其四人小桌“table d’hôte”，在这里厨房被以类似
水族馆的形式展出，你将有机会看到厨师和他的
同事正在工作中的样子。而由厨师长 Matteo
Baronetto领衔的厨房，则以当代的口感重温了米
兰的传统菜肴，在强烈的对比中将两种口味完美
重塑。厨房的创意在一个精致的的地下室得到升
华，这里可以为客户提供 2000多种在世界市场
上精选出来的顶级葡萄酒。

意大利名厨 Carlo Cracco，是现在炙手可热的星
级大厨，他不仅厨艺惊人，还在红遍全球的
《Master Chef》意大利版担任节目评委。他的同
名餐厅 Cracco有着简单、现代风格的装饰，提供
摩登美食，以创新和别具一格的菜肴而出名。
地址：via Victor Hugo 4 20123Milano



时尚之都—米兰



DAY9米兰-226km(2小时20分)-五乡地Cinque Terre-93km(1小时20分)-卢卡Lucca-18km(20分)- 比萨Pisa
餐饮：早餐—饭店内午餐—五渔村海鲜风味餐晚餐—义式餐
宿 ：ATA HOTEL EXECUTIVE 或同级(http://www.atahotels.it/en/executive/?gclid=CMWQoOnBkqwCFYZLpgodGyDImA)

今日午饭后，前往斯福尔扎城堡，她见证了这座城市历史沧桑；
最后到达圣玛丽亚修道院，参观达·芬奇所作的壁画《最后的晚
餐》驱车前往五乡地，又称五渔村（UNESCO 1997），位于山壁上的
纯朴渔村，色彩缤纷的房舍，构成一幅迷人的海岸景致，媲美南义
的阿玛菲海岸线，亦于 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特别安排
搭乘当地★火车漫游各村落，宁静自得的气息，彷佛尘世喧嚣在此
已不复见。五渔村，古朴纯净如同它的名字，亚平宁半岛西部漫
长而迷人的海岸线上，由五座依山傍海的小渔村组成，浪漫炫
目的碧蓝海水，卵石如珠的白色沙滩，色彩斑斓的房子，一面
是海水，一面是悬崖，这个具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丽景
色的小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随
后前往美丽的中世纪古城—卢卡，参观◎主教堂、◎圣米迦勒教堂，
探索中世纪建筑的奥妙，并探访伟大意大利歌剧家◎普契尼故居，自
由活动时间更可骑着脚踏车，在堪称意大利最完整的◎古城墙上环绕
一圈。接着到曾经叱咤一时的海上王国—比萨，参观世界七大奇景
之一的◎比萨斜塔，游览古城墙、大教堂、洗礼堂等。在 1173年动
工兴建就已经开始顷斜的斜塔，花了将近 180年才正式完工，每天
都以肉眼看不出来的速度慢慢的在倾斜，政府还成立特别委员会，
拯救倾斜太严重的斜塔，深怕有一天它真的就倒下去了。
贴心安排：市场上较少行程会到五乡地，原因不是时间不够而是交
通不便，要往来不同邻海小镇之间需依靠当地火车，对于缺乏经验
的同业来说操作不易。以三十多年经验，要将五漁村安排进行程里
可以说是驾轻就熟。难得一趟来到意大利，如果错过这个美丽精致
的世界遗产就太可惜了。了解您的心，当然不会让您与它失之交臂！



山海绝境 五渔村



游走在爱的天堂天上人间爱之路
奥马乔列 Riomaggiore，漫步“爱之路”，跨过画满了五色名字和宣言
的墙壁、仙人掌以及挂满同心锁的长廊，到达村庄马纳罗拉
Manarola；之后沿路来到韦尔纳扎 Vernazza，这里是美丽的五渔村
的开放港口，路过美丽的城堡和教堂，然后在海边咖啡厅观赏地中
海风光。 千万别被彩色房子蒙蔽了双眼，就觉得它自始至终是一
个童话般的村落。历史上这里是罗马帝国的重要战略海岸线，公元
9世纪，阿拉伯游牧民族统治了这里，将海岸的村民逼进山中。到
了 11世纪，托斯卡纳的 Obertenghi家族赶走了阿拉伯人，村民们
回到海岸建起第一批房屋，他们在这里筑起石墙，把森林和陡坡改
造成梯田，种植葡萄、橄榄、柠檬。到了 15世纪，这里正式被更
名为“五渔村”，也就是意大利语的“Cinque Terre”。真正让五渔村这
个世外桃源进入大众视野的，是 1978年一个美国背包客的无意闯
入，后续照片和文字被《国家地理》大幅报道，而后这个静静躺在
利古里亚海边山崖中如诗如画的渔村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让越
来越多的人为之震撼和陶醉。1997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1999年这里被开辟为国家公园。尽管五渔村已经给脱离
了与世隔绝的最初状态，可是想要感受到那份原始质朴的野趣，我
们依旧能够找到方法 徒步体验，用双脚丈量这份原生态的美是最
能愉悦身心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更适合时间充裕且体力充沛的旅
行者。五渔村沿海步道全长约 10公里，从北到南依次是蒙特罗索
Monterosso、维尔纳扎 Vernazza、科尔尼利亚 Corniglia、马拉罗纳
Manarola和里奥马焦雷 Riomaggiore。最著名的徒步栈道就是闻名
世界的爱之路（Via dell Amore），它连接着马拉罗纳和里奥马焦雷
两个渔村，可能因为它是最短的只有 1公里的徒步道，且又面朝大
海，背靠悬崖，实在太适合海誓山盟，所以被冠名“爱之路”再适合
不过，这里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情侣们牵手而来，不过冬季的时候，
为了游客安全，这里通常被封路。



DAY10 ·比萨—皮恩扎—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奥 Bagnoregio）—罗马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La Taverna di San Giuseppe (米其林)
晚餐—(米其林星级) La Pergola

酒店：Radisson Blu es. Hotel, Roma（罗马丽笙酒店）

早餐后，前往锡耶纳大教堂--欣赏中世纪锡耶纳主要
艺术家的油画和雕刻杰作。之后前往贝壳广场--意大
利最美丽最独特的广场。这里每年 7、8月举行赛马
Palio,意大利最隆重著名的的赛事之一，从中世纪延
续至今。或许你还记得 007量子危机中第一幕的场
景，贝壳广场上铺满了来自附近教堂的圣沙，来自各
个郡的勇士和骏马身着中世纪服装，整个小镇飞舞着
五彩的郡旗，歌舞升平。后皮恩扎小镇，在最奇特的
“田园广场”她被收在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托斯卡纳
小 镇 ， 文 艺 复 兴 都 市 生 活 的 试 金 石 教
皇（Pope Pius II）的夏宫。驱车前往天空之城白露里
治奥。白露里治奥：建于 2500年前的一座山顶古城，
仅靠一条狭窄长桥与外界相连，从远处看就像一座浮
于天空中的城堡，因此被称为“天空之城”。日本动画
大师宫崎骏制作的一部著名的动画电影《天空之城》
的灵感即来自此城堡。悠闲体验皮恩扎小镇的田园风
光，前往享有世界的古罗马城，来到这里如同穿越到
了 600年前的中世纪，时光在这里冻结凝固，慢生
活正在上演。



Siena (锡耶纳) 托斯卡纳美食 –松露,蘑菇,野猪,野鸭,手工意面,红酒
La Taverna di San Giuseppe (米其林星级)

Via Giovanni Duprè, 132 53100 Siena, Italia
It is the best in Siena”..
House wine 是当然的, 自家
都有酒窖. 前菜点了茄子加
蘑菇 , 主菜松露手工面 , 松
露非常香 , 一激动 , 眼泪都
要滴下了 ; 蘑菇手工宽面 ,
宽面非常有韧性, 是托斯卡
纳特色 , 蘑菇非常新鲜; 特
色的野猪 , 很香不老 , 烧法
很中国的 , 配菜建议洋蓟
(Carciofi),我们选了土豆, 一
大盆肉再一大盆土豆, 量超
多 , 也有野猪意面的 ; 酒很
香易醉; 甜品的提拉米苏有
些过甜 , 但层次分明 , 但漆
黑的不上照. 推荐的红酒梨
加冰淇淋也有些过甜. 毕竟
是米其林推荐, 服务很周到,
服务费是含在菜价里的, 就
不给了 . 吐血推荐松露 , 摆
盆漂亮又香又多 , 整个托
斯卡纳地区是此番意大利之
旅物价最低的地区, 风景又
美, 人又少. 所以物超所值.



托斯卡纳 皮恩扎 奇特“田园广场”



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奥 Bagnoregio
这是一座正在消亡的古城，曾是欧洲贸易通道上的繁华都市，由于地震、水土流失等原因已蜕变成陆地上的“孤\
岛”，被列入全球“100个最濒危遗址”，它就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白露里治奥（Civita dl Bagnoregio)。上世纪八十
年代，一位名叫宫崎骏的日本人到此一游，当他站在台伯河谷（Tiber)仰望山顶，云雾缭绕的小城若隐若现，恍
如浮动的城堡，动感、梦幻的画面给了这位动画片制作人极大震撼，创作灵感油然而生。1986年宫崎骏推出了
《天空之城》，影片中少女希达和少年万斯纯洁善良的形象和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观众，人们开始关注起现实世界
的拉普达，“天空之城”渐渐成为白露里治奥的代名词。

http://jump.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7aHOUG+dj3pcHXs/VW4Cw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Xmv/OtdDbhG8W7TH1UxaGJ8Hv/b4jTp8gHziXoOyiF1ZqDCefy29orlaA01NUp2bdj2oeHoEzTI=


La Pergola（米其林 3星）
海恩斯-贝克(Heinz Beck)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米其林三
星厨师之一。1994年，他从德国搬到罗马，在当地最高
级的米其林餐厅 La Pergola掌厨。La Pergola是罗马唯
一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现在仍由贝克监管。在罗马三
星级米其林餐厅 La Pergola用餐，边品尝美食的同时，
还可欣赏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圆顶建筑。可见其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餐厅的主厨就是著名的海因茨·贝克，在这
里您可以尽情赏玩精湛的意大利烹饪艺术，享受服务人
员细致周到的接待。餐厅的布置很讲究，精致的地毯，
华美的壁画，古朴的瓷器，十八世纪的青铜烛台，精美
的皇家具所有一切您能想到的够周古典美学的集合。此
外，美国优质服务科学学会授予 La Pergola的范围国际
“五星钻石奖！称得上是其高品质的服务和完美设施的
最好见证。卡瓦列利华尔道夫酒店已经是极致奢华，偏
偏还拥有一家米其林三星级餐厅 La Pergola，把它放在
顶层俯瞰整个罗马城，窗外无边无框的醉人风景让人忘
记了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去到哪里。餐厅内部装潢时尚，
气质优雅，柔和的灯光打造出轻松舒适的用餐氛围，每
一道菜的精致摆盘都呈现在堪称艺术品的瓷器中，多款
珍馐佳肴异常美味。
主营：地中海美食（以海鲜、肉类和美酒为主）
地址：Rome Cavalieri, Waldorf Astoria Hotels &

Resorts, Via Alberto Cadlolo 101, 00136
Rome, Italy TEL：06-35092152

website：http://www.romecavalieri.it/lapergola.php
营业时间：周二到周六晚上 7点 30–11点 30，
1月份的 1号到 18号以及 8月份 8号到 23号不营业。
其他：请注意穿着要得体，男士一定要穿外衣。
适合高端商务团 会奖团以及对美食抱有热情的旅游者。



DAY11 · 罗马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中式餐

晚餐—米其林星级餐厅
酒店：Radisson Blu es. Hotel, Roma

（罗马丽笙酒店）
首先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测谎器真理之口接
续往万人骚动的神鬼传奇斗兽场后往许愿池、
万神之庙，最后来到电影《天使与魔鬼》中的
金杯(Tazza D’Oro Coffee))咖啡店，传说罗马最好
喝的咖啡就出于这里，也是许许多多观光客朝
圣之地，也要坐下来细品一杯咖啡哦！来到威
尼斯广场和西班牙广场停留。品尝意大利最美
味的冰淇淋 Gelato，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日》
中的经典场景。往梵蒂冈游览，梵蒂冈是世界
上最小的主权国家，位于罗马市区，其精彩不
容错过。梵蒂冈博物馆--馆藏众多无价之宝，
从拉斐尔画室到西斯廷礼拜堂，从提香到达芬
奇，太多古罗马、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
大师杰作在此陈列，绝对不可错过！梵蒂冈大
教堂--又称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天
主教堂之一，也是天主教的中心。这个伟大的
建筑是众多建筑师艺术家倾尽全力建造的，其
中包括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贝尔尼尼等文艺
复兴时期的知名艺术家。游圣天使桥，它被誉
为“台伯河上最美丽的桥梁”，穿过圣天使桥就
来到了圣天使古堡，现在圣天使堡则是一座国
家博物馆，馆内除了收藏有大量雕刻作品、壁
画和罗马教皇的住宅家具外，还收藏有珍贵的
古代武器。最后前往罗马热门观光景点—纳佛
纳广场，这里有很多餐馆以及卖画的艺人，如
果喜欢，可以带一幅您喜欢的画回家



绚丽多彩的永恒之都—罗马（UNESCO 1980）
★卡拉卡拉大浴场，罗马时代伟大壮阔的公共建筑，★古市集废墟、◎君士坦丁凯旋门
★天主教圣地教皇国—梵谛冈，参观★梵谛冈宫殿（美术馆）、★西斯汀礼拜堂，以及费时一百
五十年雄伟壮丽，举世无双的★圣彼得大教堂，内外铜像、雕刻、彩石马赛克壁画，无一不是
超凡入胜的艺术结晶，位于罗马内的内陆城邦国、天主教廷所在地梵谛冈。由教宗所统治，为
全世界占地最小也是人口最少的国家，然而因为遍及全世界的天主教信仰，梵谛冈在政治、文
化、更遑论宗教上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若您曾看过电影/小说《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
必然会对梵谛冈的场景、以及选举新任教宗的会议有着简单的印象。

★【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大师之作：绘画、雕塑、和其它媒材作品，由罗马天主教会以代代教
宗名义收藏。包括达文西、卡拉瓦乔、提香、拉斐尔等作品。丰富收藏穿越了历史，叹为观止。

★【西斯汀礼拜堂Sistine Chapel】这里除了作为教宗选举的场所，最著名的便是礼拜堂内的天花
板，此天顶本身即来头不小，依照文献中的所罗门神殿比例所建，而于16世纪，由米开朗基罗，
奉当时教皇儒略二世(Pope Julius II)绘制穹顶画，耗时约四年完成，主要构图为旧约圣经的《创
世纪》内容，共九个场景，343个人物形象，另外米开朗基罗也接受托，绘制以《最后的审判》
为题的祭坛画，强力表现至今仍震撼人心，是不朽的艺术之作，听说连三杰之一的拉斐尔也深
受影响。除米开朗基罗外，西斯汀礼拜堂中其它的宗教壁画亦为杰作，被围绕其中，赏心悦目。

★【圣彼得广场St. Peter’s Square，又称圣伯禄广场】绝对值得您花上一点时间悠闲散步、参观
广场上的两座喷泉与梵蒂冈方尖碑、也可拍摄【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Sancti Petri】的庄严外
观。当举行教宗选举时，人民便聚集在圣彼得广场上，等待西斯汀礼拜堂的烟囱升烟──若为
黑烟，表示该次秘密投票结果未成功选出教宗；若升起的是白烟并鸣钟，表示新教宗已获选诞
生，这桥段也被描绘于电影中。若您对天主教相关的纪念品有兴趣，圣彼得广场是选购好处所

★【罗马斗兽场Colosseum】同样也受到电影叙事的喜爱，近期提及斗兽场的大片为《角斗士》
(the Gladiator)。斗兽场最早建于公元1世纪，参考希腊式剧场建成，为古罗马时代代表性的建
筑物，场内实际上演着人兽相斗、人与人决斗的节目，虽为观众的娱乐，却也真的以性命相搏，
这样的活动一直到公元523年才完全被禁止。然而过去为了娱乐效果而针对剧场硬件做的设计
极之精细，甚至还曾引水，让场内有如一个湖，用以模拟海战。现在的斗兽场于80年代列为世
界遗产，并且也是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

★【真理之口La Bocca della Verità】位于圣母堂门廊，像个由大理石雕刻出的面具，据信为异教神形象、
1世纪古罗马喷泉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时，人们相信真理之口可做为测谎机之用──若说谎者把手伸进
口里，就会被咬住。这个传说也成为奥黛丽赫本名作《罗马假期》中的桥段。



米其林三星：Ristorante Le Calandre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标杆——主厨 Massimiliano Alajmo是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米其林厨师，2002年收星时才 29岁。他
打理的餐厅一直稳定在世界 50最佳餐厅的中上游，2010年
冲到 20。Le Calandre一举超越了之前罗马的米三星 Le
Pergola。坐镇 Le Pergola的德国厨师当属顶尖，但还有匠
气在，高级得让人有些透不过气；在这里，处处可以体会到
大厨对本地食材的精妙细致处理，时时有叫人喜出望外的惊
喜呈现，厨艺简直幻化成了艺术，美得令人陶醉……

进入帕多瓦境内，郊区的利古里亚大道 Via Liguria，紧贴
大路旁的精品酒店，外观毫不起眼，但是步入大堂就觉得高
雅，餐前氛围超好。独立开来的 Le Calandre还要往里走，
跟带路侍者说我们去的是 Le Calandre，立刻就能感受到那
种恭喜你的目光。

餐厅 8点开门晚餐，我们到得刚好，受到美女服务生的热情
迎接。要找地方换西装，服务员连说这里是 slightly
informal，休闲装 ok，他就穿着那件难看的外套走进了人
家美丽的餐厅。餐厅装修，不动声色的设计感，简洁，低调，
雅致，一眼望去没有夺人眼球的东西，几处高光巧妙勾勒出
重点，厨师的想法就是要让客人专注用餐。餐具无疑统统是
意大利制造，水晶杯更是本地的人工吹制。每道菜都像艺术
品，揿下快门感觉不像拍菜，却像在拍画。事实上，他们的
“经典品尝菜单 Menu degustazione”背面的水彩画正
是出自大厨 Massimiliano Alajmo之手，就连灰色亚麻布
墙面上挂着的画，也是大厨的作品，悦目的色彩和块面恰好
呼应了盘中的食物，正是那种我乐意挂在家里的雅致作品，
真心觉得大厨是了不起的艺术家。从菜单中频频出现的地名
特产可以发现，大厨非常注重对地区性和季节性食材的选
用，并且用最聪明的办法来烹饪，未必最稀有，但一定最特
有，这意味着全世界你只能在这里吃到新鲜的好东西。



DAY12 ·罗马-38km(45 分)-哈德良
别墅 Villa Adriana-8km(15 分)-千泉宫 Villa

d’este-37km(45分)- 罗马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中餐

晚餐—米其林星级餐厅 Imàgo
酒店：Radisson Blu es. Hotel, Roma

（罗马丽笙酒店）
今晨来到罗马近郊避暑城市蒂沃利TIVOLI（倒过来拼
写可以看成I LOV IT！），这个有着丰富历史的古都有
两个UNESCO景点，首先参观2世纪时罗马皇帝哈德良
在蒂沃利建造的★哈德良别墅，占地约18平方公里，
为皇家花园城市。建筑物随地形起伏布置，包括浴
场及附属建筑、图书馆、雕塑园、剧场、室外餐厅、
厅榭和住宅，融合了古代埃及、希腊、罗马的建筑
风格，因此于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随后至别名
千泉宫的★艾斯特别墅。16 世纪时，枢机主教
（Ippolito d'Este）将原属于本会修道院的建筑物改
建，彻底利用了此别墅的地形地势，利用虹吸现象，
引来附近河水而完成这座不必动力就充满喷泉的文
艺复兴式庭园造景。别墅本体建筑外观颇为庄严朴
实，各房间里装饰着壁画、风景画以及名家油画复
制品，各房间名字也来自装饰其中的艺术品，如赫
尔克里士厅的天花板就绘制了这位大英雄的十二大
功绩。晚间【特别安排】★罗马夜游。



罗马米其林餐厅 Imàgo”
罗马的米其林星级餐厅“Imàgo”，它位于罗马当之无愧的核
心地带“西班牙广场”。毫不夸张的说，任何一张以著名的“西
班牙阶梯”为主题的照片里，这家餐厅都小露了一面，它所
在的 Hassler酒店就安静的矗立在阶梯顶端白色“三一教堂”
的右侧。表面上的低调难掩这家百年老牌酒店的奢华气质，
装潢金壁辉煌的 Sala Vietri Lobby Bar咖啡厅带到了罗马帝
国最显赫的那个年代，。

Imàgo的风格奢华，紫色与粉色的灯光为餐厅添加了浓重的
神秘与现代气息。想争取靠窗的位置需要提前至少一个月预
定，这种事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当看到窗外的景色的时
候便会理解这种夸张火爆。这高于城市里大部分屋顶，因而
拥有最独特的角度欣赏罗马最热闹区域，不管西班牙阶梯的
上座率有多高，喧闹留给了窗外的人们，只有美景才能投射
进来，难怪餐厅有“haute cuisine on rome's rooftop”（罗马屋
顶上的美食）这样的名声。

Imàgo的主厨 Francesco Apreda制作融合世界料理元素
的创新意大利菜，但与传统相一致的是餐厅有一半的菜品是
用海鲜制作的。头盘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有用虾制成的奇特菜
肴(Crustaceans in three tartars,bread,oil and citrus
fruits)，我猜应该是把新鲜的虾肉搅碎后直接加以调味成三
种风味，每口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口感味道变化一波三折，
我想这种生食的烹饪方式应该是汲取了日本料理的灵感。这
位年轻的米其林主厨出生于美食之都那不勒斯，菜品中的印
度与日本元素，他曾经在东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且现在同
时管理着印度 Oberoi酒店里的意大利餐厅。Imàgo从必须
穿正装这个规矩上就可以界定它的定位，。



DAY13 罗马-245km(2小时 30分)-庞贝 Pompei

-26km(30分)-那不勒斯 Naples 卡布里岛 Capri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那不勒斯 Palazzo Petrucci
晚餐—LA RESIDENZA酒店餐

酒店：LA RESIDENZA (http://www.laresidenzacapri.com/)或同级

上午出发前去庞贝古城寻着披萨的香，一路南下
早餐过后，出发前去庞贝古城。前往参观于公元 1997年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遗产★庞贝古城（UNESCO
1997）。公元 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淹没了这个城市，直
到 18世纪中才出土。庞贝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被称为是“天然的历史博物馆”。乘车随
后来到公元 1995年将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
遗产—(拿坡里)那不勒斯历史中心（UNESCO 1995），游览新
古典式建筑的◎圣卡罗剧院、◎皇家广场、风景优美的圣塔露
西亚港区，前往享有世界最美的海湾之称，披萨的起源地的
那不勒斯。漫步那不勒斯湾，尽情享受意大利南部温暖的阳
光。傍晚搭乘★水翼船前往卡布里岛。
下午蜜月圣地——卡普里岛
午饭后，前往码头搭乘快艇前往世外桃源般人称『蜜月圣地』
——卡普里岛。让我们搭乘小船参观碧蓝的水色与如梦似幻
的光影－蓝洞，此地进入了这个水琏山洞，必能遗忘现实生
活的喧嚣，彷彿来到世外桃源一般。坐在船上眺望著远方，
变化莫测的夕阳，海上豪华的帆船，配上宁静的地中海，此
等美景，人生夫付何求？



那不勒斯低调米其林餐厅
Palazzo Petrucci

那不勒色的 Palazzo Petrucci就是这么一家低调到让人找
不到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地址上所写的 Piazza San
DomenicoMaggiore是那不勒斯古城内星罗棋布的几十
个小广场之一，这个地方本身名不见经传。Palazzo
Petrucci位于广场的角落里，入口极不明显，只有一个小
小的门脸。店内的双层结构可谓对空间极尽可能的利用，
非常个性的厨房被设计成半开放式，就在二层楼梯旁边，
人们随时都可以来看看米其林厨师团队的操作过程。店内
的装修风格简洁现代，加上肢体语言丰富英文不太流利的
可爱女服务员，这里没有任何让人紧张不自在的因素存
在。

这家餐厅适合希望品尝纯正意大利菜甚至是那不勒斯菜
的食客，这里的主厨 Lino Scarallo并没放太多精力到照
顾外国游客的口味上，也不太想把菜做得过于花哨。主厨
选用当天菜市场能买到的最优质的鲜鱼临时发挥制作鱼
料理，地缘之外的一个原因是主厨本人对于做鱼有着相当
的激情与爱好。

Palazzo Petrucci似乎并不打算宣扬自己米其林星级餐厅
的地位，从门口到厕所都没有一个地方把米其林有关的标
志摆出来，唯一隐晦的表示就是门厅书桌上的杂志堆中藏
着一本 2013年的米其林红色指南。意大利总共有上百家
米其林星级餐厅，在这些餐厅中你可以寻找到所有能想象
出的风格，低调到极致与奢华到极致同时存在。有人为了
创造世界级料理而烹饪，有人则仅仅为了自己的爱好而烹
饪，更欣赏哪种态度或许才是更理智选择餐厅的方式。





DAY14卡布里岛—阿玛菲Amalfi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卡布里岛传统料理

晚餐—意式餐
酒店：PARCO DEI PRINCIPI HOTEL或同级

(http://www.parcodeiprincipibari.it/ita/)

早餐过后，今日搭乘★小艇至蓝洞，观赏美丽奇景（如
当天风浪太大无法入洞，则乘坐缆椅登临山顶花园，
俯瞰美丽风光），蓝洞里的蓝，是「上帝调好的蓝」。
极好的形容，道出这个令人争相探访的神奇景致，而
且唯有运气够好的人，才能进入蓝洞一探究竟。下午
乘船前往意大利南部于公元1997年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遗产◎阿玛菲海岸。传说「阿玛
菲」是希腊英雄赫克力斯所爱的妖精，在她死后，伤
心欲绝的赫克力斯誓言寻找「世界最美的地方」安葬
挚爱，最后选定了这片海岸，因此这地方也以美丽的
妖精为名。阿玛菲海岸为欧洲最美丽的海岸之一，绵
延50公里，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晶莹剔透的蓝色海
水、颜色各异的彩色房子，千姿百态，错落有致。曾
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旅人此生必游的五十个景
点」之一。



阿玛菲海岸Amalfi
全世界50个最美景点之一，属于意大利的崇山峻
岭，却凭着第勒尼安海温柔的风。御风行车，花坡
水深路满香。行者终于平静了忧思，如暮色降临在
寂静的山林。 飞机穿越云层，金色夕照里，远山
缥缈，暮霭升腾。那不勒斯湾依着维苏威火山的环
抱，徐徐伸向天际。落日殷红，早已浸透整个海面。
星罗棋布的房屋、波涛、风帆被烟霞笼罩，平静祥
和，美不胜收。1999年，《国家地理》杂志在耗时
两年精心挑选后，评选出50个一生必去的地方。
意大利的阿玛菲海岸赫然其列，与希腊诸岛一起被
誉为"人间天堂"(Paradise found)。
阿马尔菲(Amalfi)，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的一个
市镇及坎帕尼亚大主教教区所在地，位于萨莱诺湾
湾畔，大利坎帕尼亚区内，那不勒斯东南24英里
处。阿马尔菲城镇建立于公元四世纪,该镇位于一
个深谷的谷口，及莫达·色或图山的山脚
(1,315米，4,314呎)，被壮观的悬崖海岸景色包围。

大明星嘉宝昔日用来躲避狗仔的隐庐-辛波乃别墅
(Villa Cimbrone)。沿途有不少形状独特的树，最
有名的两株在鲁菲洛花园(Villa Rufolo)里，与教
堂的尖顶一起，成为拉维罗明信片的宠儿。，如今
这里已作旅馆用，门前长草青青，有极佳海景。
辛波乃别墅的灵魂在此-整个阿玛菲海湾尽收眼
底，白色罗马石像，火红天竺葵。 海风扑面吹来，
远山黛浅，近岸烟波浩瀚，适才一番陡坡蜗行，只
是为此刻临绝顶，果然众山皆小，映日花儿别样红。



DAY15阿玛菲-233km(2小时40分)-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56km(55分)-巴里Bari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意难海鲜风味料理

晚餐—PARCO DEI PRINCIPI HOTEL意式餐
酒店：PARCO DEI PRINCIPI HOTEL或同级

(http://www.parcodeiprincipibari.it/ita/)

早餐后横越南部意大利，来到建筑设计上充满神秘象征意义的蒙特城堡
（UNESCO 1996），这座八边形的城堡，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建造，
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遗产。因为其特殊性，蒙特城堡的图
像被使用为意大利铸造的一分欧元硬币上。接着前往亚德里亚海岸旁的度假
胜地巴里，其历史可追溯至古罗马帝国时代。其时巴里位处古罗马交通要道
上，属一个交汇点。中世纪时一度被伊斯兰人入侵占据。文艺复兴时代，巴
里为那不勒斯王国之一部份，后来在十九世纪成为意大利王国之一部份。

蒙特城堡是一座到处有8的建筑，首先它是一座八边形的建筑，有8座塔，每层
有8个房间等等。在一些神秘理论中，8代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无限，或是宇
宙力量的基础。在基督教中，8代表无限（神）和有限（人）的联合。来自士
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曾经在一些建筑上使用过八边形，在阿尔萨斯的埃吉采
姆城堡（Egisheim Castle）就是一例。也有认为，腓特烈二世设计蒙特城堡时
有意使它代表神和人的联系以及东方和西方的联系。这些都是对蒙特城堡为
何造成八边形的一种猜想。

蒙特城堡最初可能是给嗜好打猎的腓特烈二世用来做打猎时的居所。城堡位于
一座山丘上，丘上有一座本笃会修道院。1249年，腓特烈的私生女维奥兰特
（Violante）在此举行婚礼。但后来城堡用作监狱，它的外墙有2.55米厚，内墙
有2.41米厚。第一批被关进来的人就是腓特烈的孙子。安德里亚（Andria）的贵
族曾经在1665年在城堡里躲避瘟疫。后来，在17世纪被遗弃，城堡的一些大理
石和雕刻被抢走，牧羊人和土匪也曾经以此为家。1876年，城堡为国家所有，
从那时起，政府做了许多修复工作。



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意为山上的城堡）
位于意大利东南部的普利亚区，是一座八边形的城堡，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建于1229年到1249年左右。199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遗产。蒙特城堡是一座到处有8的建筑，首先它是一座8边形的建筑有8座塔，每层
有8个房间等等。在一些神秘理论中，8代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无限，或是宇宙力量的基础。



DAY16 ·巴里-55km(54分)-阿尔贝罗贝洛Alberobello（蘑菇小镇）-70km(1小时15分)-马特拉Mater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蘑菇屋风味餐

晚餐—石窟风味意式餐
酒店：HOTEL LOCANDA DI SANMARTINO (http://www.locandadisanmartino.it/)或同级

晨起首先参观历史悠久的巴里市区，★圣尼古拉大教堂、
圣瑟比诺大教堂和◎斯瓦比亚城堡。续前往蘑菇小镇，
沿途参观★卡斯特兰洞窟（Castellana Grotto），洞内
钟乳石奇景令人叹为观止。抵达后，游览阿尔贝罗贝洛，
前往参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遗产以圆
顶石屋而闻名的★磨菇屋（UNESCO 1997），住宅建筑墙
壁漆上纯白色，看起来好像童话小屋一样，相当可爱。
随后专车前往于公元199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的文化遗产：洞窟式住宅的城市—马泰拉（UNESCO 1993）。
市区观光：◎马特奥提广场、◎圣彼得卡维欧索教堂等之
洞窟式教堂。这里也是梅尔吉勃逊拍摄电影《受难记》的
主要场景，因为公认此地最接近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风情。



意大利南部奇特蘑菇小镇—
阿尔贝尔贝洛，有如身处童话境地

一堵墙，乱石一堆的就代表着房子还没完工，也就不用缴税
了。蘑菇屋这类的建筑起始时间已久远到不可考，据说十七世纪
时居住于此的居民为了逃税而与官府斗法。由于房子盖好就得开
始缴房屋税，可能是因为税捐太苛，于是官员来巡时，居民就随
手拆掉屋顶或推倒



游览洞窟式住宅之城市—马泰拉(UNESCO 1993)，参观洞窟式教堂
参观洞窟式教堂。「受难记」拍摄地点，彷如千年前的耶路撒冷重现，独特的穴居山城，引您走入时光隧道。据说
九千年前，史前人穿着货真价实的皮毛裤来到了这个小山谷。这里的石头软棉棉的，很适合挖洞居住，加上山谷险峻，
御敌功能佳，成就马泰拉穴居之始。随着岁月推移，这小穴居山谷像吸金石，吸着更多人前来集结成聚落。中世纪时，
此地发展更盛。十三世纪时，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212－1250）钟爱此地，使得马泰拉的文化艺术在
短期间内达到高峰，人们生活富裕，聚落越长越大，而穴居洞口外也早已长出一幢幢造形古朴的小房屋。马泰拉的穴
居建筑也约是在中世纪定下了现在的雏型。因它曾一度遭弃，目前指定为世界遗产区的规模自是比全盛期小。一九五
○年，也吸引了一位叫Carlo Levi的作家，以它为背景写了本书，以致当时世人以为意大利还有水电不自动化的原始穴
居人。意大利政府认为这有失一国之颜面，而于一九五二年，以改善卫生条件为由，下令全村逾一万五千人口一齐迁
村，不准住人，从此马泰拉沙漠化了四十余年，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左右，修法允许人民回住，才慢慢有人气回笼





DAY17 ·马泰拉-140km(2小时10分)-波里诺国家公园Parco Nazionale Del Pollino -286km(3小时10分)-

维拉圣\乔凡尼Villa San Giovanni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山村风味餐

晚餐—ALTAFIUMARA RESORT & SPA 酒店餐
酒店：ALTAFIUMARA RESORT & SPA (http://www.altafiumarahotel.it/)同级

今日往西南进发，进入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公园◎波里诺（Parco
Nazionale Del Pollino），占地196,000公顷，动植物最为丰富的区
域，终年积雪的峻峭山脉，被橡树、榉木、枫树、山毛榉、松树
和冷杉林所覆盖，过滤了南方强烈的阳光，保护了正在发育的牡
丹及兰花，让他们在冰雪融化之时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因此孕
育了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国家地理频道亦到此深入探索野狼的秘
密生活。晚间驱车来到港口城市维拉圣乔凡尼。



DAY18 ·维拉圣乔凡尼 梅西纳Messina（义属西西里岛）-52km(40分)-陶尔米纳Taormina

-55km(45分)-卡塔尼亚Catani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西西里当地风味餐

晚餐—NH JOLLY BELLINI HOTEL酒店餐
酒店：NH JOLLY BELLINI HOTEL或同级
今日搭乘早班渡轮前往，抵达后驱车前往西西里岛最
著名之度假城市—陶尔米纳。陶尔米纳的历史假城市
—陶尔米纳。陶尔米纳的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
与西西里其它的魅力却是浑然天成，因而曾为9世纪
拜占庭时期的西西里首都，至今陶尔米纳仍为一个保
存完好的中古世纪小镇，小巧且迷人！抵达后，展开
陶尔米纳市区观光：延着翁贝托大道，前往◎4月9日
广场、卡塔尼亚门旁之◎大教堂广场、西西里岛第二
大剧场★希腊剧场、市民公园，远眺喷着烟火的◎埃
特纳火山。午后抵达西西里岛西南方大城，也是音乐
家贝里尼的故乡—卡塔尼亚市区，参观主教堂、贝里
尼陵墓、大象喷泉、鱼市场等巴洛克式风格景点。



DAY19 ·卡塔尼亚-68km(55分)-希拉古萨Siracusa-215km(2小时25分)-阿古力珍投Agrigento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西西里鲜鱼风味餐
晚餐—COLLEVERDE PARK HOTE酒店餐

酒店：COLLEVERDE PARK HOTEL或同级

驱车前往有古代最美丽的城市之称的－希拉古萨
（UNESCO 2005），于公元2005年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列入文化遗产。抵达后前往游览最能体验
古希腊罗马精随的★古迹区：天堂采石场、迪奥尼
索斯之耳、古罗马圆形剧场等。随后前往自建立初
即成为全欧首屈一指的观光城市—阿古力珍投，首
先游览★神殿谷（UNESCO 1997），处处可见雄伟壮
观的希腊古神殿式建筑：协和神殿、宙斯神殿、力
士神殿。



DAY20 ·阿古力珍投-131km(1小时50分)-巴雷摩Palermo-107km(1小时15分)-特拉帕尼Trapani

卡利亚利Cagliari（义属萨丁尼亚岛）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西西里鲜鱼风味餐

晚餐—T HOTEL酒店餐
酒店：T HOTEL或同级 (http://www.thotel.com/)

晨起驱车前往巴雷摩，抵达后展开市区观光，
参观诺曼式建筑的◎主教堂、◎诺曼广场、
全意大利最大的◎马西莫歌剧院、
★巴拉丁内礼拜堂、◎圣卡尔多教堂、
◎普勒托利亚广场、◎贝里尼广场及马克达街与
伊曼纽尔大道相交，有美丽的巴洛克建筑之
◎四角区。下午搭机前往萨丁尼亚岛，夜宿卡利亚利。



DAY21·卡利亚利-67km(1小时05分)-巴鲁米尼Barumini-215km(2小时50分)-阿加洛Alghero

【特别安排】品尝萨丁尼亚特产山猪肉、景观海鲜餐厅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萨丁尼亚山猪肉风味餐

晚餐—景观海鲜餐厅海鲜饭风味餐
酒店：CARLOS V HOTEL或同级 (http://www.gioricohotels.it/)

今日驱车前往参观于公元199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的文化遗产★巴鲁米尼史前巨石堡垒（UNESCO 1997）
，巨大的城堡中心塔群，如地标般显着地矗立着，围绕着环
形扩散的废墟村庄，令人印象相当深刻。随后前往这个由
松树环绕的滨海港都－阿加洛，有着「小巴塞隆纳」之称
的阿加洛，旧市区内林立西班牙式建筑，融合哥德及文艺
复兴建筑的★圣方济教堂、★主教堂、◎城墙、◎传统市场
及◎奇威卡广场(Plaza Civica)。中午【特别安排】品尝
萨丁尼亚特产的山猪肉。



一探萨丁尼亚岛秘境
此岛相传因盛产沙丁鱼而得名，是一个
年代 极为久远的古老岛屿。在长达80公里
的碧绿色海岸线，排着一处处现代高级休
闲场所， 吸引了欧洲很多上流社会人士来
此度假。

巴鲁米尼（Barumini）位于撒丁岛的中部
靠南地区， 是考古学上重要的遗址，于
1997年12月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座落在巴鲁米尼的综
合结构，大约建于公元前十四世纪，是一
个三层塔环绕中心的建筑。它像一个被切
去了顶端的圆锥体，许多锥体在一起构成
蜂巢状。

由于受 迦太基人的压力，直到公元1000年
中叶还在修整和加固，它是史前同类形式建
筑中修建得最好和保存最完整的典范。这种
努拉格的建筑在世界其它地方都不存在，只
分布在萨丁尼亚岛。如今萨丁尼亚岛大约还
有8000多个努拉格，但据估计以前曾经有3
万多个。这种建筑没有地基，建造使用的是
巨大的石块，完全靠石块自身重量稳固存
在，有些重达几吨，高达20多米。





DAY22·阿加洛-68km(1小时15分)-卡斯特萨多Castelsardo-105km(1小时40分)-翡翠海岸Costa Smerald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景观餐厅猪脚风味餐
晚餐—GRAND HOTEL SMERALDO BEACH酒店餐

酒店：GRAND HOTEL SMERALDO BEACH (http://www.itihotels.it)

早餐后随后驱车来到古城卡斯特尔萨多，【特别安排】于★景观
餐厅用午餐。随后来到位于萨岛东北方的度假胜地－翡翠海岸，
豪宅林立宛若位于意大利的比佛利山庄，阿拉伯大富豪阿格甘夫
人、英国皇室等各国之名人富豪，均因其美丽的大海、白沙滩而
慕名前来。





DAY23·翡翠海岸-64km(1小时10分)-圣泰瑞莎港Santa Teresa di Gallura波尼法西欧Bonifacio（法属科西嘉岛）

-131km(2小时25分)-阿贾西欧Ajaccio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當地风味餐

晚餐—马赛鱼汤风味餐
酒店：BESTWESTERN AJACCIO AMIRAUT
(http://www.corsica-hotels.fr/fr/hotel-best-western-ajaccio.php)

晨起，驱车往港口搭船前往法属科西嘉岛，在地中海诸岛中仅次西西
里及萨丁尼亚岛为第三大岛，拜访震撼西欧历史，法国传奇人物拿破
仑故乡。当船只接近波尼法西欧港口，岛屿沿岸优美沙滩，与险峻的
断崖一一呈现在眼帘，此港口为防卫性的古城，随处可见紧贴白色石
灰岩悬崖的白墙建筑，别具特色，漫步城中欣赏独特的岛屿风光，特
别安排于此地搭乘★观光小火车一访此地迷人古城街区。随后前往拿
破仑故居地阿贾克西欧（Ajaccio）



走访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
科西嘉岛原属热那亚，1768年协议卖给法国，
被卖给法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存在从法国
独立的欲望。岛上鲜为人知的皮亚纳峡谷堪称
是欧洲的张家界！皮亚纳峡谷是科西嘉岛自然
公园的一部份，包含斯康德拉海岸线以及皮亚
纳峡谷，是地质结构比较复杂的地区，已经历
了两次明显的火山活动周期，地表有许多斑
岩、玄武岩柱，经过海潮的严重侵蚀，一些年
代久远的变质、变形、变态岩石出现。它的海
岸线也以约900米高的红色悬崖、沙滩、岬角
而闻名。



DAY24·阿贾西欧-70km(1小时30分)-皮亚诺峡谷Piana Calanches-12km(20分)-波多Porto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當地风味餐

晚餐—马赛鱼汤风味餐
酒店：BESTWESTERN AJACCIO AMIRAUT
(http://www.corsica-hotels.fr/fr/hotel-best-western-ajaccio.php)

上午安排市区观光，参观★拿破仑故居博物馆，走进拿破仑的成长世
界。阿贾西欧是科西嘉南部的首府，群山环抱的阿贾西欧，是个繁忙
的城市，终年沐浴在科西嘉最温和的气候中，市街中散发着强烈的阿
拉伯气息，举目可见涂有白灰泥的房子，喷泉，以及棕榈树，由于拿
破仑诞生于此，因此随处可见有关他的事物。
随后前往美丽的海边城市波多。途经科西嘉岛上著名的◎皮亚诺峡谷
（UNESCO 1983），鬼斧神工的地形，被誉为欧洲的张家界。
贴心叮咛：
此处的饭店类似民宿，但环境美、空气好，且晚餐非常地道法式料理。





DAY25·波多-斯康德拉国家公园-波多-74km(1小时30分)-卡尔维Calvi-110km(1小时50分)-巴斯提亚Bastia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當地风味餐

晚餐—马赛鱼汤风味餐
酒店：BESTWESTERN AJACCIO AMIRAUT
(http://www.corsica-hotels.fr/fr/hotel-best-western-ajaccio.php)

晨起前往世界遗产（UNESCO 1983）★斯康德拉国家公园（Scandola Rereve Nature），特别安排★乘船游览这个由火山岩所形成的
地形，加上风与海水的侵蚀切割，造就独特景致。午后沿海岸线驱车前往突向大海的要塞城镇卡维尔（Calvi），抵达后展开市区
观光，漫步市区欣赏美丽景致，随后前往岛北中心城市－巴斯提亚，14～18世纪热那亚统治时期所在地，至今仍残留当时的街景。



DAY26~27·巴斯提亚利弗诺Livorno（意大利）-48km(35分)-卢卡Lucca-18km(20分)-比萨Pisa

比萨Pisa→罗马→北京
参考航班:羅馬直飞北京 国航CA940 起飞20:55抵达13:10 飞行时间9:15 机型:空客A330
餐饮：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当地风味餐晚餐—机场简餐酒店：飞机上

上午于巴斯提亚进行市区观光。下午搭船前往利弗诺，抵达后驱车前往比萨机场，经罗马转机飞返北京，
结束充实愉快的意大利地中海风情之旅。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米兰米其林2星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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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Radisson Blu es. Hotel, Roma
	      （罗马丽笙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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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丽笙酒店）
	酒店：LA RESIDENZA (http://www.laresidenzacapri.com/)
	上午出发前去庞贝古城寻着披萨的香，一路南下
	下午蜜月圣地——卡普里岛

	酒店：PARCO DEI PRINCIPI HOTEL或同级
	      (http://www.parcodeiprincipibari.it/ita/)
	        酒店：PARCO DEI PRINCIPI HOTEL或同级
	              (http://www.parcodeiprincipibari.it/
	     酒店：HOTEL LOCANDA DI SAN MARTINO (http://www.l
	     酒店：ALTAFIUMARA RESORT & SPA (http://www.altaf
	     酒店：NH JOLLY BELLINI HOTEL或同级 
	     酒店：COLLEVERDE PARK HOTEL或同级
	     酒店：T HOTEL或同级 (http://www.t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