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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承接報價書 
                                                             日期: 106 年 12 月 14 日 

 

 

 

 

 

 

 

 

 

 

 

 

 

 

 

 

 

 

 

 

 

 
 
 
 
 

 

 

 

 

 

 

 

 

 

 

 

 

 

 

 

 

 

 

【杜拜體驗、南義西西里島、馬爾他、馬特拉、童話蘑菇村、五晚五星飯店】 

勇闖西西里 vs.航向馬爾他 南義深度十五天之旅
 

～勇闖美麗西西里～伊斯蘭文化及基督教文話的融合之島 
充沛的陽光、湛藍的海洋、奇特的火山景觀及豐富的歷史遺蹟，是歐美人士們嚮往的旅遊天堂！ 

(1) 全球前 14 大最浪漫之地。 

(2) 巨星伊麗莎白泰勒和男友曾私奔來到西西里島。 

(3) 文學家 D.H.Lawrence 也在此寫下巨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4) 西西里的美景，也成了不少電影美景拍攝地：「西西里的美麗傳說」、「新天堂樂園」、「郵差」 

  都曾在這裡拍攝喔！  

～馬爾他～地中海上的十字星 
(1) 馬爾他：一個位於地中海的蔚藍島國，歐洲人口中暱稱的「後花園」。有著燦爛的陽光終年奔 

放在澄淨蔚藍的天空，自然地與透明清徹的海水連成一線，提供了遊客一個恣意悠遊的天堂。

不過，馬爾他可不止是馬爾他哦!它所擁有的史前巨石神廟可是世界第一等的，再加上一長串的

古蹟遺物，自然而然地讓遊客親眼目睹歷史人文的變遷。有人說，馬爾他本身就是一個天然的

考古博物館。所以，馬爾他絕不只是一般的海灘渡假勝地，它所充滿的，是一切無法言喻的驚

奇與讚嘆! 

(2) 聽過特洛伊戰爭的英雄人物奧德修斯嗎？他被海之女神「迦力騷」牽絆七年之久之地～戈佐島 

   戈佐島：是馬爾他的第二大島，面積為 67.08 平方公里，僅次於馬爾他島，人口 2.8 萬。該島 

比較封閉，因此較多的保持了自然風情和人文景觀。戈佐的魅力在你到達那裡的時刻即已顯現。

戈佐的生活節奏輕鬆而從容，當地人早已習慣了隨著季節而決定打魚和農耕的步伐。在神話中

戈佐是陡峭的，她被認為是荷馬史詩和奧德賽史詩中的島嶼，她平靜且神秘，巴洛克式的教堂

和古老的石頭農舍點綴著鄉村。她那錯落有致的風景和壯觀的海岸線在等著你探索。從岩石入

口到紅沙灘或帆船，潛水和釣魚，可任由你選擇。戈佐有地中海最好的潛水場所，再加上歷史

景觀、堡壘和令人震驚的景致，讓人留連忘返。 

(3) 舉世無雙的馬爾他巨石神殿，比埃及金字塔古老、比英國巨石陣還神秘… 

【行程特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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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西里島的首府－巴勒摩、參觀永恆之城－羅馬。 

(3)擁有二千多年歷史，古希臘詩人所盛讚最美的人工城市－阿格利真多。  

(4)專車前往著名數學大師阿基米德的故鄉－西拉古薩。  

(5)西西里島第二大城的－卡達尼亞，享有南方米蘭之名。  

(6)陶歐米納－面臨愛奧尼亞海，為地中海首屈一指的度假地之一。  

(7)有耶路撒冷 FU～馬特拉的石頭城（SASSI DI MATERA）：它以 Sassi 石屋聞名，並因此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進了世界文化遺產不少電影在此取景，最有名的就是受難記(The Passion)據 

   說導演梅爾吉勃遜認為這裡的石屋聚落很接近兩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因而此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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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義大利童話世界的蘑菇小鎮～阿爾貝羅貝洛（ALBEROBELLO）：義大利語是美麗的樹)一朵朵 

蘑姑似的房舍彷彿進入童話世界，無樑無柱的圓錐尖頂石屋－（TRULLI），1996 年被聯合國列為

世界遺產，在這不管白天或夜晚都粉美麗ㄡ。  

(9)【巴里（或布林迪西）飛往羅馬】－特別安排★一段國內線班機從巴里（或布林迪西）飛往羅 

  馬，幫你省下共４６２公里的拉車時間。 

【包含的門票】：神殿山谷、Neapolis Archaeological Park 考古公園、埃特納火山、渡輪。

【義大利的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阿格利建多:1997 年   阿爾貝羅貝洛村：1996 年    馬特拉：1993 年   

Neapolis Archaeological Park 考古公園：最深度的考古之旅。（內含：希臘圓形劇場、天堂花

園、狄奧尼修斯之耳、決策者石窟、羅馬鬥獸場） 

帶您一飛衝天：埃特納火山～       

 （與眾不同～纜車+吉普車體驗之旅，帶您前往火山口一探究竟，價值 65 歐元） 

《童話蘑菇村～阿爾貝羅貝洛》：LA CHIUSA DI CHIETRI、ASTORIA HOTEL 。 

《獨家安排洞穴旅館》：馬特拉將入住洞穴旅館，讓您不只白天玩得盡興，晚上還能感受南義最奇

幻的夜晚。 

《馬爾他～三晚五星飯店》：EXCELSIOR GRAND HOTEL、HOTEL PHOENICIA。 
《西西里島》：卡達尼亞 vs.巴勒摩各是安排入住五星飯店。 

【～美食料理、義起吃好料】： 
西西里的黑手黨甜點～Cannoli。 

西西里特有的開心果冰淇淋：義大利的西西里島因為很適合開心果樹的生長條件，所以生產出來

的開心果品質很高，被稱為開心果的故鄉。 

提拉米蘇，Tiramisu，在義大利文裡，有＂帶我走＂的含義，帶走的不只是美味，還有愛和幸福。

瑪格麗特 PIZZA，連王妃都驚喜的口味。 

餐食特別推薦：安排「Gambero Rosso 紅龍蝦料理餐廳」：鑑賞美食的起點，既非菜餚本身，也 

  非烹飪手法，首在『食材』！因此我們特別推薦意大利權威餐廳指南 Gambero Rosso(Gambero  

Rosso 等同法國的米其林指南)推薦的紅龍蝦料理餐廳，讓您一探美食的世界。 

◆Gambero Rosso 完整的介紹了義大利這個地方，每個區域、每個省份、每家值得推薦的餐廳、 

  咖啡館、酒吧、橄欖油農莊。也如同米其林一樣，它也有評鑑的表示符號來劃分推薦等級，有 

卓越蝦、叉子、豆子、酒杯、咖啡杯等形態圖示。 

【貼心安排】：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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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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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表適用期間：2018 年 05 月 03 日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北／杜拜 阿酋航空  EK-367 23:35-05:0505+1（飛行 9 小時 55 分) 

 杜拜／馬爾他 阿酋航空  EK-109 07:55-14:10  （飛行 5小時 55 分） 

回程 羅馬／杜拜 阿酋航空  EK-098 15:25-23:25  （飛行 5小時 50 分） 

 杜拜／台北 阿酋航空  EK-366 04:35-16:50 （飛行 8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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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中正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阿酋航空豪華客

機，航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的歐洲，抵達杜拜後隨即轉機前往馬爾他首都－瓦雷塔，

夜宿機上！ 

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二 天 杜拜～阿布達比(大清真寺、市區巡禮)～皇宮下午茶～杜拜 
阿布達比：沿途環伺週遭才體會已身處於中東阿拉伯半島上最富裕的國家，豪華亮麗的建築、高樓

林立的都會景觀，絕對令人大開眼界，原來傳說中的石油王國，縱使在無垠沙漠中，也能開創出不

做第二，只做第一的大格局思維與氣魄。 

榭赫扎伊清真寺：建立 9.5 公尺的小山丘上，白色典雅的外觀，襯在蔚藍的天空下，顯得格外莊嚴，

整座清真寺皆以義大利大理石材打造，內部以數以萬計的寶石貝殼鑲嵌，充滿伊斯蘭風情，這裡是

擁有全球最大圓頂的清真寺。 

貼心提醒參觀清真寺服裝：(1).男士：請著長褲、有袖襯衫(2).女士：請自行著長褲或長裙 

，頭髮需用頭巾包住，不得穿緊身服。 

 

BREAK WATER 公園：可眺望阿布達比全景，還有全世界最大的國旗～阿聯酋國旗隨風飄揚景況。傳

統文化村：園區內呈現當時遊牧民族的生活型態，也可以在此體驗及觀賞當地手工藝師傅們製作壺

罐及紡織品的製作過程，村內的收藏室也收藏過往使用的武器及服裝。 

文化廣場：以六個巨大石膏模型為地標 

海濱大道：映入眼簾的是對岸的美麗海景與沙灘。★【特別安排】 

今日安排酋長皇宮下午茶，您可以享用用真實食用黃金粉打造的卡布奇諾咖啡以及當地特色點心，

一享貴婦般的感受。隨後，您可順道遊覽一下這金碧輝煌，雄偉壯麗的酋長皇宮旅館，還有室外庭

園是不可錯過的，站在此地是欣賞旅館整體感，及造景噴水池的最佳位置。 

餐食：早餐－飯店內 

下午茶-酋長皇宮飯店下午茶 

晚餐－中式料理 

參考住宿飯店：五星級 Ghaya Grand hotel 或 Asiana hotel 同級旅館 

行車參考距離及時間：杜拜 146KM:2HRS 阿布達比 

第 三 天 杜拜~茱美拉傳統市集~七星帆船酒店~哈里發塔(登高體驗) ～杜拜購物中

心(音樂水舞噴泉) 
茱美拉傳統市集 Souk，熙熙攘攘的景象、濃郁撲鼻的香味、遍佈各個角落的購物驚喜；時裝、珠

寶、古董、藝術品、油料和香料等各種珍品等您發掘。 

今天我們特地為您安排七星帆船酒店奢華自助午餐： 

 

奢華的代名詞：帆船飯店 BURJ AL-ARAB 

因為號稱全世界最奢華，而被列為七星級。飯店高達 321 公尺，比巴黎的艾菲爾鐵塔還要高，亦是

全球最高的旅館。飯店外觀有如一艘迎著風滿帆的白色阿拉伯單桅帆船，昂然聳立在人工島嶼上，

和陸地以微彎的堤道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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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開幕以來，吸引世界各地人士關注，每位旅客走進飯店的那一瞬間，莫不被它挑高的大

廳、精彩的水舞噴泉及金碧輝煌的裝潢所吸引，室內裝潢將傳統阿拉伯文化的色彩與現代高科技化

融合在一起。飯店內部觸目皆金，都優雅不俗地以金裝飾，挑戰你以往關於奢侈的想像極限。到過

這裡之後，你才能真正體會什麼叫做《金碧輝煌》。 

哈里發塔：2010 年 1 月 4 日落成，塔高 828 公尺，比台北 101 大樓還要高出 320 公尺，氣勢非凡，

安排搭乘世界最快的電梯，登上位於第 124 層樓高的景觀台(如遇特別原因關閉則無法安排)，1分

鐘內可快速到達登峰造極的觀景台，望眼望去盡是超現代化的摩天大樓，親身體驗這座立地而起、

與天爭高的沙漠奇蹟，是您親臨杜拜，不容錯過的體驗。 

杜拜購物中心 Dubai Mall 

接續來到杜拜最炙手可熱的購物中心－●杜拜購物中心 Dubai Mall，堪稱是中東規模最大，風格

迥異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每家導覽地圖上都標示有上百間珠寶飾品店、化妝品店、時裝店、古董店

和藝術品店。產品獨特，琳琅滿目，值得遊客用淘寶的心情去慢慢搜尋 

註 1：帆船酒店須入住或用餐才可入飯店區域參觀。 

註 2：帆船旅館用餐時的服裝樣式是 Smart Casual，男士請穿著有領襯衣搭配長褲，女仕請著裙裝

或褲裝，不能以牛仔褲或拖鞋或球鞋登場！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七星帆船飯店內自助午餐不含酒水 

晚餐－音樂噴泉餐廳 

參考住宿飯店：Ghaya Grand hotel 或 Asiana hotel 同級旅館 

 

 

～地中海金銀島～ 

第 四 天  杜拜／馬爾他～瓦雷塔 VALETTA（馬爾他） 
班機抵達後，前往有「地中海金銀島」之稱的馬爾他首都－瓦雷塔。這裡是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地中

海司令部，也是歐洲著名的渡假聖地，整個島嶼充滿著優閒的度假風情。瓦雷塔，以聖約翰騎士團

第六任首領拉•瓦萊特（1557－1568 在位，瓦雷塔城始建者）的名字命名，是全國政治、文化和

商業中心，人口 1萬多。198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古城瓦雷塔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瓦雷塔始建於 1566 年，城市採用棋盤式佈局。瓦雷塔有古跡 320 多處，著名的有◎聖約

翰聯合大教堂（St John'sCo-Cathedral，原騎士修道教堂）、◎國會大樓（原騎士團宮殿，Grand 

Master's Palace）、◎總統府、◎芭拉卡花園、◎馬爾薩姆歇德港、巴洛克建築風格的◎曼諾爾劇

院等。漫步在瓦雷塔，你會發現每個角落裡都有著神秘的歷史遺跡。高舉手臂奉獻的少女塑像；透

露著神秘色彩的壁龕，噴泉；訴說著歲月故事的古老城牆。當你停下來慢慢領會它時，你會發現在

廣場，庭院，花園，大街小巷裡，都有著與眾不同的故事和回味無盡的寓意。 

【下車參觀】:聖約翰聯合大教堂、國會大樓、總統府、芭拉卡花園、馬爾薩姆歇德港、

曼諾爾劇院。 

【主題欣賞】:聖約翰大教堂是以聖約翰騎士團的守護神命名，由設計總統府的著名建

築師卡薩爾設計的。教堂始建於 1573 年，在 1578 年教堂建成，18 世紀時進行了擴建。

聖約翰大教堂是騎士團舉行重大宗教儀式和祭祀的場所，從教堂的裝飾可以瞭解騎士

團的歷史。教堂呈早期巴羅克建築風格，部分摹仿了哥特式建築風格，內部裝飾豐富

多彩。聖約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教堂整個圓頂是一副

大壁畫，由義大利畫家馬迪亞‧布萊迪所畫，表現了聖約翰的生平故事。大理石地面

上刻著下面埋著的出身高貴的騎士的名字。教堂博物館（原祈禱堂）珍藏有一副世界

名畫《被砍頭的聖約翰》，其突出特點是強烈的明暗對比畫技和現實主義的人物造型相

結合。這是義大利著名畫家卡拉瓦喬的作品。他于 1608 年來馬時應騎士團首領之請而

繪成。 

早餐：餐盒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義式料理 

住宿：EXCELSIOR GRAND HOTEL、HOTEL PHOENICIA 或同級（五星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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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消失的史前巨石文明～ 

第 五 天  瓦雷塔－馬沙許洛克 MARSAXLOKK【彩色漁港】－世界遺產名錄馬爾他巨

石神殿之旅【哈加格印神殿、尹納依爪神殿】－丁格里懸崖 DINGLI CLIFFS 

－瓦雷塔 VALETTA 
位於馬爾他島東部的漁港－◎馬沙許洛克（Marsaxlokk），是欣賞馬爾他傳統漁船，＂魯祖＂這種

美麗漁船的最佳地點，因為，臨著的馬沙許洛克海灣裡，滿佈著彩色的魯祖。小漁港除了是欣賞魯

祖美景的絕佳位置，也是品嚐地中海鮮魚的好地方哦！◎哈加格印神殿（Hager Qim Temples）的

外型保持完整，從空中鳥瞰像是三個及四個圓圈所構(那是外星人的基地)；從正面看，層疊排列的

巨大石牆，顯見數千年前精良的建構和細緻的工藝，起初發掘的石像和石器，已經搬進國家考古博

物館永久保存了。◎尹納依爪神廟（Mnajdra Temples）又被稱為「太陽神廟」，當地研究員相信該

神殿在一萬多年就是精確的太陽鐘，根據日光投射在祭壇和石柱上的位置，即可顯示四季節令…。

接續前往位於西南角的丁格里懸崖，像極了英國的白堊斷崖，此地的日落遠近馳名，在此欣賞美麗

的馬爾他黃昏夕陽景緻。 

【下車參觀】:馬沙許洛克、哈加格印神殿、尹納依爪神廟。 

【主題欣賞】: 

魯祖(Luzzu)－馬爾他的傳統漁船。他們最主要的兩大特色，分別是有著亮麗鮮明的

彩色船身，和繪有一雙大眼睛的船首。船身的色彩，以黃、綠、紅、藍等四種馬爾 

他傳統顏色為基調。船首兩側的倒八字型大眼睛，也許和古埃及的「霍魯斯之眼」 

或「奧塞烈斯之眼」有關，古代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區航行貿易之時，將這個文化 

帶進了馬爾他，迄至於今。 

馬爾他巨石神殿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古老的直立式建築物」，1980 年被聯合國教

科文組織列入《世界遺產名錄》。我們特別帶您探訪哈加格印神殿（Hager Qim）和 

尹納依爪神殿（Mnajdra Temples）。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地中海鮮魚料理 晚餐：義式料理 

住宿：EXCELSIOR GRAND HOTEL、HOTEL PHOENICIA 或同級（五星飯店） 

～鬼斧神工的海天奇景～ 

第 六 天  瓦雷塔－戈左島 GOZO－瓦雷塔 
早餐後前往奇克瓦灣（CIRKEWWA）搭船至戈佐島的恩嘉（MGARR）港，前往距今六千年的◎巨石神

殿吉甘提亞（GGANTIJA），這座比埃及金字塔還早了約 500-1000 年的石廟，設有無數個祭壇，是當

時馬爾他人舉行豐年祭的地點，午後續往西岸的著名景點「藍窗」和「菌石」，西邊的德維拉（DWEIJRA）

灣，呼嘯的海濤在經年累月的穿梭後，終於鑿穿了一個巨大的岩石門，形成著名的海蝕奇觀「藍窗」，

但見海水如寶石般的忽藍忽綠閃爍著，真是亮麗。而在海岸外還有一無人居住的小島，稱為「菌石」，

據說「菌石」生長的菌類是一種藥用植物，可治療出血、胃潰瘍等，效果類似中國的雲南白藥，接

著參觀◎維多利亞城堡（CITADEL OF VICTORIA），由城牆上可眺望整座戈佐島，隨後搭乘 20 分鐘

的渡輪返回瓦雷塔。 

【下車參觀】:巨石神殿吉甘提亞、維多利亞城堡。 

【主題欣賞】: 

吉甘提亞巨石神殿：是馬爾他群島上保存最完整的神廟，也是世界上最老的不需支

撐的直立巨石建築。儘管被列入《世界遺產名錄》，但是幾乎無人知曉這個史前自立 

石頭結構要比埃及金字塔還老的多。巨石神殿於 1816 至 1820 年間發掘，由 2座建 

於大約西元前三千年前 (西元前 3600-3000 年) 新石器時代的神廟構成。 

藍窗：是一處天然岩石景觀。因其是岩石在海裡的延伸部分，與其說它是“視窗＂，

而不如說它是一個｀門戶＇，為岩石劃上了一個完美的句號。從遠處看，兩根巨大 

的石柱巍然屹立在海中，上面覆以一塊巨大的石蓋 – 形成了一個天然的巨大石 

門。遊人在透過｀石門＇領略碧波浩瀚的地中海同時，無不對大自然的鬼斧神工而 

慨歎不已。因其附近的海水深邃，呈深藍色，故又被戈佐島的當地居民稱為“藍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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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石在藍窗的旁邊，岩石上有著珍貴的蕈類,可治療出血和胃潰瘍等病。 

維多利亞城堡：留給人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從這裡幾乎可以看到戈佐的全貌。幾個世

紀以來，大城堡一直是用來抵禦海盜和外族入侵者襲擊的避難所。在戈佐的歷史上，

島上的居民曾有數次被侵略者虜走作奴隸。在大圍攻的威脅平息後，一座城市就在 

大城堡腳下逐漸興盛起來，她就是維多利亞城。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當地料理 晚餐：義式料理 

住宿：EXCELSIOR GRAND HOTEL、HOTEL PHOENICIA 或同級（五星飯店） 

～希臘抒情詩人品達爾：他曾歌詠此處為～人間最美的城市～ 

第 七 天 瓦雷塔 VALETTA（馬爾他）～渡輪～POZZALLO－167KM－阿格利真多

AGRIGENTO【諸神的居所】 
今天前往碼頭★搭船前往西西里島的南部的港口 POZZALLO，抵達後前往阿格利真托。阿格利真托

位於西西里島南海岸中央點，早於西元 6世紀即以希臘殖民地的考量而建立，曾被譽為『諸神的居

所』、『人間最美的城市』。由於自古便為扼守地中海的軍事重鎮，城市有著輝煌的歷史，挖掘出土

的文物古蹟，可見希臘殖民、羅馬帝國與早年基督教的生活習俗，多利克式的神廟尤其著名。今日

前往參觀古希臘文明第一大遺跡★神殿谷，處處可見雄偉壯觀的希臘古神殿式建築群，神殿的斷壁

殘垣、頃倒的列住銅像沉靜地躺於天地間，彷彿不斷的述說過往的流金歲月。 

 

【行程特別推薦－阿格利真托】。阿格利真托(Agrigento)是「諸神的居所」，希臘抒

情詩人品達爾（Pindaros）曾稱讚阿格利真托是人間最美的城市！城市的規模早在西

元前 581 年就已建立。西元五世紀起先後被迦太基人、羅馬人占領，後來又歷經拜占

庭、阿拉伯王國統治，但後來阿格利真托的重要性被西西里島東岸的城市所取代，昔

日繁華忙碌不再，只留下許多神廟的遺蹟。這些神廟是今日阿格利真托最重要的觀光

資源。阿格利真托可遊覽的景點很集中，最重要的神殿之谷(Valle dei Templi)距離

市中心及火車站約三公里，而餐廳、購物區則都在火車站廣場旁斜坡上不遠。兩個區

域之間可以步行，也可以搭乘巴士，車程只要十分鐘。 

【貼心門票安排】： 

★神殿山谷：這座建於西元五世紀的神殿，其間曾遭遇卡爾他各軍的侵略與大地震而

無法完工。目前僅存巨大的基石，其中一塊橫躺在地上，全長 7.75 公尺的巨石像，

最引人注目。 

★搭乘一段渡輪橫渡地中海：馬爾他～西西里島（約 1小時 45 分）。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開胃菜拼盤+義大麵 晚餐：義式料理 

住宿：BEST WESTERN DIOSCURI BAY PALACE HOTEL 或同級 

～村上春樹在 1987 年曾在巴勒摩住了 1 個月完成了「挪威的森林」～ 

第 八 天 阿格利真多－127KM( 2HR.)－巴勒摩 PALERMO【教父故鄉～巴勒摩】 
西西里島彷彿謫落凡塵的樸石，外來勢力的輪番盤踞，卻交織成文化匯聚的地土，以反諷的方，洋

溢著巴洛克式的瘋狂與奢華。巴勒摩(Palermo)是西西里島的第一大城，也是個地形險要的天然良

港，歌德來此時曾稱贊巴勒摩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海岬」。隨著統治者改朝換代，巴勒摩歷經多種

不同宗教、文化的洗禮，因此市區建築呈現截然不同的風貌。曾有一位地理學家這樣形容帕勒摩：

「凡見過這個城市的人，都會忍不住回頭多看一眼。」這裡的古蹟建築雖然沒有金碧輝煌的傲人外

觀，但不論是何種風格，都和公園綠地、市街廣場融合一體，絲毫不覺突兀。因為都保存有珍貴的

中世紀文化遺產，許多人把巴勒摩和翡冷翠相提並論；但卻是個極為生活化、充滿異國情調的城市。 

【行車遊覽】：帕拉丁聖堂、噴泉廣場 

【下車參觀】：聖喬凡尼教堂、主教堂、四角區、新門 

【西西里的黑手黨甜點～Cannoli】：Cannoli 能坐上西西里甜點寶座，絕非浪得虛名，

連黑手黨老大都為之屈服，電影教父第三集中：教父的姐姐就是用這個 Cannoli 讓極

有防範之心的黑手黨大老失之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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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六菜一湯 晚餐：義式風味餐 

住宿：GRAND HOTEL WAGNER、GRAND HOTEL VILLA IGIEA 或同級（五星飯店） 

～巧遇阿基米德 VS.貝里尼～ 

第 九 天 巴勒摩 PALERMO【教父故鄉～巴勒摩】－258KM( 3.5HR.)－西拉古薩

SIRACUSA【數學大師阿基米德的故鄉】－66KM( 1HR.)－卡達尼亞 CATANIA 
著名數學大師阿基米德的故鄉－西拉古薩，參觀切割希臘式神殿建築石材◎天堂採石場、世界最大

等級的◎希臘劇場，雄偉的建築奇景，在您心頭永難磨滅。續行前往參觀◎淚滴聖母教堂，這座流

淚聖母教堂總吸引無數信徒前來參拜，原因是裡邊的聖母像曾在 1953 年發生流淚的神蹟。所以現

代建築就以淚珠的形狀發想、設計另於◎阿雷杜莎噴泉，聆聽一段寧芙女神傳說，遠眺蔚藍海岸風

光，彷彿已沉浸於希臘神話世界。續專車前往為島上第二大城的◎卡達尼亞；火山熔岩與大理石所

重新興起的城鎮，處處展現巴洛克樣式的氣度風華，漫步遊覽◎大教堂、◎希臘劇場等名勝。享有

南方米蘭之美名。 

【貼心門票安排】：Neapolis Archaeological Park 考古公園。 

這個考古公園裡有什麼呢？ 

1、他有一個西元前 5世紀的希臘圓形劇場 Greek theatre (Teatro Greco) 

2、他有一個天堂花園 Latomia del Paradiso (Paradise Quarry)，裡面種滿了檸檬

樹，許多的建材都是取自於此，他是個採石場，在天堂裡還有一個有名的狄奧尼修 

斯之耳(Orecchio di Dionisio)、決策者石窟 Grotta dei Cordari (Rope-makers' 

Cave)。狄奧尼修斯之耳：它有 23 米高，在懸崖內延伸 65 米，橫向呈 s形彎曲，在 

垂直方向，頂部呈錐形，像一個淚滴。由於其耳朵的形狀擁有非常好的音響效果， 

即使是很小的聲音也能在整個洞穴產生共鳴。畫家卡拉瓦喬在西元 1586 年因為種種 

事故來到 Siracusa 看到他的樣子便用當時暴君的名字為他命名，因為他真的長得像 

耳朵！（結構超像的）狄奧尼修斯一世將此山洞用作關押持不同政見者的監獄，通 

過其完美的音響效果來監聽囚犯的秘密。另一個更可怕的傳說稱，狄奧尼修斯一世 

開鑿這種形狀的洞穴，使它能擴大折磨囚犯時的慘叫聲。 

3、這裡有世界上第 3大的羅馬鬥獸場 Roman Amphitheatre (Anfiteatro Romano)，

建於西元前 2 世紀古羅馬人用於鬥獸賽馬之類的，而 16 世紀時的西班牙人將他當成 

採石場。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海膽麵+烤劍魚 

住宿：ROMANO PALACE HOTEL 或同級（五星飯店） 

 

 

～遙望火山，體會大自然之美～ 

第 十 天 卡達尼亞 CATANIA－62KM( 1.5HR.)－埃特納火山（MT.ETNA）－62KM( 1HR.)

－陶歐米納 TAORMINA【法國導演盧貝松拍攝電影「碧海藍天」～之場景】 
難得來到西西里島，一定要前往埃特納火山（Etna）一遊，西西里人稱此島它為「海上燈塔」。上

午先前往埃特納火山：全歐洲最高、最著名的★埃特納山(Mt. Etna)活火山，自有人類紀錄以來已

爆發過 136 次，山頂火山口迄今噴煙不熄遠在 250 公里外即可看到，遠處望去山頂上幾乎全年白雪

皚皚。而於 2003 年才噴發，噴出岩漿高達數十公尺，形成濃密的巨形煙柱直衝天際，直至今日火

山活動仍然活躍。如天氣許可我們可以登上火山口邊，親眼目賭歐洲最大火山的特殊景觀，下午前

往陶歐米納：是西西里島東海岸上歷史悠久的古城，優越之地理位置(倨 250 公尺高丘上)仰望埃特

納山頭雪白頂峰、俯瞰寬闊的愛奧尼亞(Ionio)海灣，如絕佳天然觀景大陽台，美不勝收的山光水

色最是賞心悅目！也許因為這個城市有很多觀光客吧! 所以每個人都是度假的心，讓整個城市有一

股很歡愉的氣息，真是棒呆了! 除了山下有很特殊的 isola bella 美麗之島外，山城中的廣場夜景

稱就像一顆顆的珍珠串起海灣，春天的時節山峰的雪還在遠方白皚的山可以在希臘古劇場中看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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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與自然的絕佳組合!。陶歐米納的美在於它的碧海藍天，色彩奪目，海天一線襯托著微微起伏

的山坡。展開陶米納市區觀光：沿著翁貝托大道，前往 4 月 9 日廣場、卡塔尼亞門旁之大教堂廣

場！ 

【貼心門票安排】： 

★埃特納火山（包含纜車門票）：自有人類紀錄以來已爆發過 136 次，山頂火山口迄今

噴煙不熄遠在 250 公里外即可看到，遠處望去山頂上幾乎全年白雪皚皚。而於 2003 年

才噴發，噴出岩漿高達數十公尺。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烤羊腿+義大利麵 晚餐：義式套餐 

住宿：EXCELSIOR PALACE、VILLA DIODORO HOTEL 或同級 

～橫渡最窄處僅以 5 公里寬之稱的 Stretto di Messsina 海峽～ 

第十一天 陶歐米納 TAORMINA－52KM( 45 分 HR.)－梅西納 MESSINA～搭船渡過麥斯

納 Messina 海峽～VILLA SAN GIOVANNI－177KM( 2.5HR.)－COSENZA－

204KM( 3HR.)－馬特拉【沙西石屋，古老的穴居建築群】 
今日搭船渡過麥斯納 Messina 海峽，來到義大利本島南部，之後北上進入馬特拉省，之後我們來到

【耶穌受難曲】的拍攝場地◎馬特拉 Matera，位於義大利南部巴西利卡塔 Basilicata 地區的古城

馬特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當地為史前時代穴居人村落保存最完整的地方。

馬特拉擁有一條 350-400 米深的石灰岩地帶，有高原區。由於土質鬆軟，所以當地人便把挖出的裂

罅地帶作為居所，在山谷地帶和兩處天然地陷的地方，形成連綿延伸的洞穴。而當地人稱這些房屋

為 Sassi，可解作石頭、居所、教堂或貧民的容身之所。從貝維德雷瞭望台可以覽盡大教堂和整個

石屋住宅景觀。人類在此地最早的定居時間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而在此之後，也在人類歷史上留

下許多輝煌時期。梅爾吉勃遜挑選「受難記： 最後的激情」場景時，就是看上這裡不為文明侵擾

的質樸，像極了二千年前的耶路撒冷。 

 

【貼心門票安排】：★安排渡輪橫渡麥斯納 Messina 海峽(約 40 分鐘)。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義式套餐 晚餐：南義地方料理 

住宿：獨家安排洞穴旅館住宿。（若訂不到洞穴旅館則我們會每人退價差 25 歐元）。（這

種石穴源起於史前時代人們的居住方式，被推斷這裏可能是義大利最早人們定居的據

點之一。石屋是指從岩石內部挖掘出一個共人們居住的空間，在岩石裏面建造適合人

們生活的房子，這種石屋是義大利南部 Basilicata 與 Puglia 兩省主要的文化特色。

其實所謂的石屋簡單來說就是洞穴，可算是人類最原始的居住庇護的型態。） 

～南義童話藝術原鄉～ 

第十二天 馬特拉－68KM( 1.5 HR.)－阿爾貝羅貝洛【童話般的蘑菇村】 
接續東行進入阿普利亞省，前往已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所保護的◎阿爾貝羅貝洛村，一朵

朵蘑菇似的房舍讓我們彷彿一腳踩進了童話世界裡，Alberobello 的原意是美麗的樹，16 世紀，村

落成形初期，這裡是個樹林。今日，樹被石屋取替了。無樑無柱的圓錐尖頂石屋-陶爾利 Trulli，

這種奇形怪狀的建築，圓椎狀的屋頂是用當地的石灰岩砌成，經長年風吹雨打，顏色變得越來越黑。

今夜住宿在這小村落異國之夜，想必也應充滿了許多童稚的樂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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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程特別推薦－阿爾貝羅貝洛】位於巴里東南方約 55 公里處，被稱為「陶爾利」的

尖帽般圓錐形白石屋櫛比鱗次，人口不到 1萬的小村落。這個宛如童話世界的村落舉

世獨一無二，列為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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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意大利權威指南餐廳 

（Gambero Rosso 紅蝦餐廳）

晚餐：傳統建築「土盧里」餐

廳享用風味美食 

住宿：ASTORIA、LACHIUSA DI CHIETRI HOTEL 或同級 

～您的羅馬假期 拜金、購物、SHOPPING 中～ 

第十三天 阿爾貝羅貝洛－66KM(1 HR)－巴里（或布林迪西）／羅馬【自由逛街購物】 
世界上叫 ㄅㄚ ㄌ一ˇ // ㄅㄚ ㄌ一ˊ的地方真不少，台灣有八里、法國有巴黎、東

南亞也有巴里島、而今天我們要前往的是義大利的巴里 Bari 啦！它是南義普利亞

Puglia 省的首府，我們從這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往首都羅馬（若此班客滿的話，則我們

會改前往義大利鞋跟的古城－布林迪西，搭乘國內線班機飛往首都羅馬）。抵達後帶您

來到『耳熟能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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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門票安排】：★搭乘國內線班機。 

Ps.參考航班（國內線班機）：AZ1612 11:15-12:20／AZ1624 11:20-12:30 

【下車參觀】：西班牙台階。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搭乘飛機、敬請自理 晚餐：Gambero Rosso(紅蝦)

義大利權威指南餐廳－媲美

法國米其林餐廳（價值 50 歐

元） 

住宿：GRAND PALATINO、NH MIDAS HOTEL、ABITART HOTEL、CROWNE PLAZA ST.PETER HOTEL、

H 10 ROMA CITTA 、PRESIDENT、ALBANI 、BERVERLY HILL 、CICERONE、SHEROTON GOLF

或同級 

第十四天 羅馬／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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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五天 杜拜／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西西里+馬爾他+南義深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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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