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不里島、龐貝古城、馬特拉、童話般的蘑菇村】 

         義大利 卡不里 馬特拉 童話蘑菇村 八天 
 

 

 

 

 

 

 

 

 

 

 

 

 

 

 

 

 

 

 

◆義大利卡不里島：絕美的藍洞！  

◆【聘請當地專業導遊】：(1)龐貝(2)卡不里 
【行程特色】：  
餐食選擇最多元：全程飯店內美式早餐；午、晚餐則中、西式調配各地方風味。 

包含最多門票： 

  ◆【龐貝古城】－傾頹的斷壁殘垣，說明昔日火山爆發的浩劫。 
 ◆【卡不里島＋藍洞＋水翼船】－卡不里島 Isola Di Carpi 藍洞(Grotta Azzurra)一向被譽為世

界七大奇景之一，洞內清泓翠碧的海水因光線折射，洞內的海水會呈現不可思

議的晶藍色，真是讓人身歷其境驚嘆不已！  

◆【"歸來吧!蘇連多"～人間樂土阿瑪菲海岸線】－阿瑪菲海岸位在義大利南部蘇連多半島，呈鋸 

  齒狀的阿瑪菲海岸，有著漂亮的斷崖和細長的沙灘，更有美食美酒和一大片風格各異的豪華別墅

  群。以一首義大利民謠"歸來吧!蘇連多"聞名世界。在古代這裡已是羅馬王公貴族最鍾愛的度假 

勝地。蘇連多也是帕華洛帝（Pavarotti）生前最愛的度假天堂噢！  

PS.＂不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歲以下)須有床位，而且歐洲

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 同房。 

三人房都是雙人房另加一張折疊床或沙發床，也有許多飯店是無法加床，那就必須第三人分出與他人

同房。三人房空間本就不大，加上大行李需要放置，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本行程表適用期間：2017 年 11 月 07 日(二) & 11 月 12 日(日) & 11 月 19 日(日) 
 城 市 參 考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北／香港 國泰航空 CX-451 1930-2130 （飛行 1小時 45 分) 

 香港／羅馬 國泰航空 CX-293 0030-0635+1（飛行 12 小時 55 分） 

回程 羅馬／香港 國泰航空 CX-234 1210-0640+1（飛行 11 小時 35 分） 

 香港／台北 國泰航空 CX-474 0835-1015 （飛行 1小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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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第 一 天 台北／香港／羅馬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國泰航空豪華客機，

航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人生必去的五十個地方～ 

第 二 天 羅馬－242KM( 3.5 HR.)－龐貝古城 POMPEII【失落沈睡千年的龐貝古城 VS. 

         維蘇威火山】－35km( 1 HR.)－阿瑪菲海岸線『歸來吧!蘇連多～帕華洛帝 

（Pavarotti）生前最愛的度假天堂噢！』－59km( 1.5 HR.)－蘇連多（南義濱 

海地區） 

今日專車前往參觀羅馬帝國時期建築遺跡－★龐貝古城，此城於公元７９年因維蘇威火山爆

發，遭大量火山岩灰所覆蓋而被埋在地下，一直到１７４８年才被挖掘出來，實為保存最完

整的古蹟之一，其規模更是驚人，至今有１／３仍在挖掘中，當您參觀此地廢墟之時，必能

讓人臆想當時１９００年前人們的生活及難得一見的城市景觀，彷彿穿越時光隧道，重回兩

千年前的時空，體驗古城風光，結束千年遺跡後將進入旅程中最美麗海岸線，途經著名的美

國國家地理雜誌，將其列名為「人生必去的五十個地方」之一的“阿瑪菲海岸區＂，沿線都

是斷崖絕壁綿延的阿瑪菲海岸線，搭配白色別墅及浪花拍岸景觀襯托出南義海岸特有風光，

此地是您不可錯的旅遊景點，沿途的景色真是美呀！  

◆【"歸來吧!蘇連多"～人間樂土阿瑪菲海岸線】－阿瑪菲海岸位在義大利南部蘇

連多半島，呈鋸齒狀的阿瑪菲海岸，有著漂亮的斷崖和細長的沙灘，更有美食美酒和一大片

風格各異的豪華別墅群。以一首義大利民謠"歸來吧!蘇連多"聞名世界。在古代這裡已是羅

馬王公貴族最鍾愛的度假勝地。蘇連多也是帕華洛帝（Pavarotti）生前最愛的度假天堂噢！

◆【貼心門票安排】  

★龐貝古城。西元 79 年 8 月 24 日，維蘇威火山瞬間爆發，被埋於火山灰、火山轢之下。經

過 1700 年的漫長歲月，18 世紀後葉這座長眠地底的古城才被挖掘而重見天日。棋盤狀的 

街道、神殿、浴池、住宅又歷歷重現。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 晚餐：南義西式套餐 

住宿：FLORA HOTEL、CESARE AUGUSTO HOTEL 或同級 

            
 
 

～一個充滿地中海風情的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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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拿坡里（南義濱海地區）－卡不里島 CAPRI【絕美的藍洞！】－56km( 1 HR) 

     －薩蕾諾 
今日前往碼頭搭乘★快艇前往世外桃源般人稱『蜜月聖地』，浮在地中海面上世界上最美的

小島：★卡布里島，抵達後換搭乘小船參觀碧藍的水色與夢幻的光影如夢似幻－藍洞，此地

進入了這個水邊山洞，必能遺忘現實生活的塵囂，彷彿來到世外桃源一般。返回港口之後，

安排前往卡不里小鎮，烏伯特二世廣場日夜瀰漫著熱鬧氣氛，到處可見別出心裁的個性小

店，以及咖啡小館位於維托艾曼紐大道上。（若遇風浪太大，船無法出海，是無法退費的。

但我們會更改其他的旅遊方式。此時我們的領隊則會選擇最適宜的方式來代替藍洞的旅遊。） 

PS.我們會依當時的天候狀況由領隊來協調選擇最洽當的旅遊方式：（我們會採用投票的方

式，少數服從多數，若有不周詳之處，敬請見諒！），結束後專車前往薩蕾諾。 

替代方案如下： 
（◎替代方案一）：用「此景只應天上有」來形容「藍洞」（Grotta Azzurra）真的一點都不

誇張！那種晶瑩剔透的藍我們稱為「上帝調好的藍」，有幸身歷其境看過一次實屬開心。據

說能幸運進入洞內窺探「上帝調好的藍」的機率只有三成，因為春天和秋天風浪大加上水位

高，很難進入窄小的洞口，而冬天或許進的了洞內，不過缺乏陽光的照射之下，看到的可能

不是「藍」洞，而是「黑」洞。我們這次是選擇搭乘卡不里巴士直接來到藍洞站牌，再走個

五分鐘下階梯，就是藍洞洞口了！雖然無法坐船進入洞口，但是我們可以從旁看到藍洞洞口

的樣子！此時您一定會深深覺得搭巴士來真是明智的抉擇，要是搭船的話，此刻應該已經暈

到不行了吧！ 

（◎替代方案二）：又或我們也可以選擇另外一種旅遊方式，那就是安排公車上到安娜卡布

里島，之後在安娜卡布里島處搭乘纜椅，俯瞰拿坡里灣，欣賞美麗的海岸線。 

（◎替代方案三）：又或造訪義大利卡布里島不可不去的景點，是位於山頂的聖米迦勒別墅

(Villa San Michele)，由此眺望山下迷人的港灣海景，無不令人迷醉。 

（◎替代方案四）：又或當前往卡不里島的大船真的因為風浪太高，安全考量，因此而無法 

開船。在此情況之下，則我們會更改前往義大利本島的卡塞達皇宮和加上拿坡里的市區觀

光。（若採用了方案四則代表是無法上到卡不里島上的，實屬因風浪太高，安全第一，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門票安排】：  

★水翼船★藍洞（洞內清泓翠碧）。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南義西式四道式套餐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NOVOTEL HOTEL、GRAND HOTEL SALERNO 或同級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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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天 薩蕾諾－200km( 3 HR.)－馬特拉【沙西石屋，古老的穴居建築群】－54km( 1HR.) 

－阿爾貝羅貝洛【童話般的蘑菇村】 
      ◎馬特拉(Matera)可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鎮之一，散布在喀斯特山谷間的沙西石屋 

          (Sassi)最為聞名，是地中海地區保存最為良好、面積最大的人類穴居建築群。這種石穴居 

          源於史前時代人類的居住方式，也被推斷這裡可能是義大利人們最早定居的地點之一，也是 

          世界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梅爾吉勃遜在也曾在此拍攝"耶穌受難 

          記"被認為擁有比耶路撒冷更耶路撒冷味道的岩穴山城。結束後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意大利權威指南餐廳+酒水

（Gambero Rosso 紅蝦餐廳）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ASTORIA HOTEL、HOTEL COLLE DEL SOLE 或同級 

 

 

 

 

 

 

 

 

 

 

 

 

 

～南義童話藝術原鄉～ 

第 五 天 巴里－54km( 1HR.)－阿爾貝羅貝洛【童話般的蘑菇村】－318KM(4 HR)－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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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前往已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所保護的◎阿爾貝羅貝洛村，地中海的天空總是特 

     別藍，將土盧里(Trulli)白色牆面襯得格外雪白，在熱情陽光的陪伴下，終於看到整片的「土 

     盧里」--在阿爾貝羅貝洛小鎮。"Alberobello"被稱為「天堂小鎮」，這裏保存著 1000 多座 

     石頂屋，是世界上真正的「石頂屋之家」，因造型奇特，1996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踏入這個小鎮，沿街密密麻麻都是圓頂石屋，使用大片的石頭，圓錐形狀的屋頂以瀝青覆蓋， 

     創造出無比奇妙、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築特色。此外，屋頂上都有各種的文字和圖案。有的圖 

     案是天主教的象徵、有的是其他世俗之作。其實，圓頂石屋遍布普利亞境內各地，不過最美 

     麗壯觀的還是在阿爾貝羅貝洛。 

【旅遊小常識】：  

土盧里的建築風格，是利用方形的石灰石圍成圓形的房舍，裡面無柱無樑，堆砌至一定高度

後再用片狀石灰石板往上疊砌，逐步收窄封頂，成了圓錐狀的尖頂，而石板之間無需任何黏

合劑，下雨也不會漏水，於圓頂周邊做一小小水槽，下雨時將其收集於自家專為儲存雨水建

造的水井；聽說住土盧里的房子，不僅很堅固、乾燥還冬暖夏涼，聽起來就覺得很不錯。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傳統建築「土盧里」餐廳

享用風味美食+酒水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HOLIDAY INN、STAR TERMINUS HOTEL 或同級 

第 六 天 拿坡里－230km( 3HR.)－羅馬 
     今日專車前往羅馬。抵達後展開浪漫的『羅馬假期』：人潮鼎沸的◎西班牙廣場。在此您可 

     自由選購義大利名品，也可在浪漫的咖啡屋內，享受多采多姿的羅馬假期。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六菜一湯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IBIS STYLE ROMA EUR HOTEL、HOLIDAY INN EUR PARCO DEI MEDICI、SHEROTON GOLF

或同級 

 

 

第 七 天 羅馬／香港 
今日整理行裝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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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corhotels.com/gb/hotel-9301-ibis-styles-roma-eur/index.shtml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rome/romdm/hoteldetail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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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八 天 香港／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義大利 8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