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天 意 大 利 深 度 之 旅

首 10 名交訂報名(每房)，
最高優惠可達 $200
( 2 人 1 房計 )

9-Day Italy Discovery

出發地：溫哥華、維多利亞、卡加利、愛民頓

暢遊 : 羅馬、拿坡里、龐貝古城、亞西西、
白露里治奧古城、佛羅倫斯、比薩、基安帝、
成人 小童 (單人房
附加費)
(2012-13) 五鄉鎮、柏都、威尼斯、維羅納、米蘭
2012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10、17、24 日；12 月 8 日
淡季 2013
2,299
1,899
439
年 1 月 12、26 日；2 月 9、23 日；3 月 9、16、23 日
中旺季 2012 年 12 月 22 日
2,399
1,999
439
•
上列費用均以加幣每位計算，稅金及「燃油附加費」，正確數目須於出票日方能作準。
•
成人費用以ニ人一房，每位計算；小童費用適用於 2 -11 歲小孩不佔床。
附加費 : 更改停留日期，每位 $150 ；更改回程城市，每位 $250。
•
•
費用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
ETL 9

原居地  羅馬
1 Home City  Rome
是日乘搭豪華客機飛往意大利首
都～羅馬。
Depart from home city for Rome, the capital of
Italy.

2
City

羅馬( 市內觀光) ~ 梵蒂崗
Rome (City Tour) ~ Vatican

是日抵達羅馬。下午開始遊覽全球天
主教的中心點之梵蒂崗，此乃歐洲獨
立小國。聖彼得大教堂的廣場上之圓
柱廊、埃及方尖碑及噴泉，教堂內大
型馬賽克鑲嵌畫及文藝復興大師米高

(

稅金

連燃油附加費)
589 起
589 起

獨家安排

★ 乘火車暢遊世外桃源及擁有天然海灘的漁村～五鄉鎮。
★ 途經有“情人路”之稱的風景區。
★ 意大利最負勝名的葡萄區～ 基安帝 Chianti。
★ 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奧古城。
★ 聖城亞西西紀念聖人聖方濟各。
★ 景緻怡人的湖區～ Italian Lake District。
★ 南部渡假勝地～拿坡里。

美式或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前往龐
貝古城。抵達後參觀羅馬帝國時期建
築遺蹟，此城於公元 79 年因維蘇威火
山爆發，遭大量火山岩灰覆蓋而埋在
地下，直到 1748 年才被挖掘出來，今
天出土遺蹟中包括神殿、市集和宮

賞海灣美景和無玷噴泉。晚餐於當地
餐館。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早、晚餐)
Coach south to Pompei to enjoy a guided walking
tour of excavations of the Roman town and its
inhabitants, literally petrified by the eruption of
Versuvius in AD79. Later on, proceed to Napoli, a
lovely seashore resort. On arrival, there will be a
brief city orientation on the city wall, Arch of
Triumph and People’s Square.
(B/D)

安哲奴名作「聖母抱子像」堪稱鬼斧
神工。繼而途經古羅馬廢墟而前往古
羅馬鬥獸場及君士坦丁凱旋門並拍照
留念。然後前往著名的許願泉，已故
女星柯德麗夏萍主演經典名片「羅馬
假期」亦曾在此取景。晚餐於中國餐 殿，備受考古學家推崇，而濕壁畫殘
餘的遺蹟，題材前衛，定能大開眼界，
館。
彷彿穿越時光隧道，重回ニ千年前的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晚餐)
Arrive in Rome, a city with unique blend of history,
時空。是日午餐自備。繼驅車前往拿
architecture and world famous monuments. The
拿坡里 ~ 白露里治奧古城(天
坡里。拿坡里於公元前六世紀由南部 4 空之城
afternoon tour includes the Roma Forum, St.
) ~ 亞西西(市內觀光)
甘馬人所建，土語即「新城」之意， Napoli ~ Bagnoregio
Peter’s Basilica,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 Assisi (City Tour)
Colosseum, the Trevi Fountain, etc.
(D)
是意大利最有活力城市之一。而該城 美式或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前往白
之情歌及薄餅更揚名四海。抵達後隨 露里治奧古城此城曾經荒廢了幾百
羅馬 ~ 龐貝古城 ~ 拿坡里
3 Rome ~ Pompei Ruins ~ Napoli 即瀏覽市內名勝，如城堡圍牆、凱旋
門、民意廣場等都能感受到這個傳統
的小鎮風情。繼而前往海濱大道，欣

年，當地人稱為鬼城，因巳有一段長時間 石建造的比薩大教堂及洗禮堂亦為遊客 而前往保存得極完美的古羅馬競技場。晚
沒有人居住及與世隔絕。直至日本著名漫 必到之處。遊畢驅車前往盧加。晚餐於當 餐於當地餐館。
畫家宮崎駿到此遊覽後，就以此作為題 地餐廳。
住宿：Holiday In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to Venice. On board a water taxi to St. Mark’s
材，創造了漫畫小說中的“天空之城”而聞 住宿：Grand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Coach
Square, all will have a spectacular view of the Bridge of
Coach
to
Florence,
the
cradle
of
Renaissance.
The
名四方。此城興建在高地上，如大霧時 multi colored Santa Maria of the Flower Cathedral, Signs, the Basilica, etc., and will enjoy a demonstration
份，遠眺此城彷似是飄浮於半空中的城 Signoria Squares, etc. are all included in the city in a glass blowing factory. In late afternoon, a

市。基本上此城為古羅馬人興建，並有古
代伊特魯亞人的遺跡。下午前往有“Pink
City”之稱的亞西西參觀興建於 1228 年並
為紀念偉大聖人聖方濟各的大教堂，教堂
內由多位著名藝術家進行裝飾工作。教堂
分為兩層，下層有契馬布耶的“寶座上的
聖母與天使和聖方濟各”；上層有喬托的
濕壁畫“聖方濟各的生涯”之偉大傑作。每
年來此朝聖者絡繹不絕。晚餐於當地餐
廳。
住宿：Subasio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Head north for Bagnoregio accessible only by bridges,
and also known as “Sky City” once animated by a
cartoon novelist. Afterwards proceed to Assis, known
as “Pink City” to start a walking tour at the Bascilica of
St. Francis, famous for its fresco painting depicting of
the life of this much-loved saint, and to view the tomb
of St. Francis.
(B/D)

亞西西 ~ 佛羅倫斯(市內觀光) ~
5 比薩 ~ 盧加
Assisi ~ Florence (City Tour) ~ Pisa ~
Lucca

美式或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前往「文藝
復興」的發源地～佛羅倫斯。抵達後以步
行觀光方式細意觀賞被譽為「中古時代再
現」的文
藝復興之
城。繼而
前往有
「露天博
物館」美
譽的聖日
內亞廣
場，其中
的海神
像，大衛像複製品更是栩栩如生，而「被
強暴的薩比奴婦人」（ Rape of Sabine
Woman)，更是不可多得之作，繼而前往世
界第三大教堂聖母之花大教堂，外觀以粉
紅、綠及奶油色的大理石建成。午餐自
備。稍後前往比薩外觀此座建於十二世紀
被譽為世界奇觀之一的「比薩斜塔」，斜
塔是意大利著名的古代文化遺產，白色雲

walking tour. Ample time will be available for all to have
a panoramic view from Michaelangelo Square. The
next stop at Pisa for photo taking of the famed Leaning
Tower.
(B/D)

memorable visit to Verona, the home of
Shakespeare’s star-crossed lovers. A brief stop for all
to admire the Roman Arena and Juliet’s Balcony. (B/D)

盧加～五鄉鎮～基安帝葡萄園
6 區～柏都
Lucca～Cinque Terre～Chianti～Prato

8

stop-overs at various locations on the way for all to
enjoy the exhilarating air as well as breath-taking
scenery where indigenous villagers reside. Afternoon,
all will head for Italy’s best well-known vineyards by
coach, where all will have the unique opportunity to
enjoy famous grape wine served with cheese, dry
aged meat and a variety of olive oil. Leaving the
vineyards, all will continue the journey to Prato for an
overnight stay.
(B/D)

Coach to Lake Como, the most beautiful lake in Italian
Lake District. One can leisurely roam the old town and
have a taste of a local lunch at your own expense.
Shopping and a brief city tour in Milan will be next.
(B/D)

維羅納 意大利湖區 米蘭

~
~
Verona ~ Lake District ~ Milan

美式或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前往意大利
湖區內之甘武湖(Lake Como)。此乃意大利
五湖之首，風景優美與瑞士接壤，故擁有
意大利民族風情亦兼有瑞士湖光山色之
美。是日午餐自備。其後再往意大利時裝
中心～米蘭。米蘭市建於公元前四世紀，
古蹟林立雖於二次世界大戰受到損毁，戰

美式或自助早餐。餐後驅車前往拉士碧芝
區轉乘火車暢遊五鄉鎮。五鄉鎮分別為
Monterosso Al Mare 、 Vernazza 、 Corniglia 、
Manarola and Rionaggiore，是尼古拉海岸區
不受任何人工影響的鄉土漁村度假區，此
地風景優美，空氣清新，遠離煩囂，擁有
天然海灘，是意大利都市人響住的度假勝
地。此地全是鄉土人的居所，像環保村
莊，都受當地政府的保護。本公司特別安
排火車套票，各團友可乘坐火車穿梭於五
鄉鎮，其中 Riomaggiore and Manarola 有一
條小徑稱為 “情人路 ”是情侶響往的風景
區，沿路的風景實是引人入勝。午餐自
備。餐後驅車前往意大利最負勝名的基安
帝葡萄園區。抵達後品嚐當地著名葡萄
酒、並以芝士及風乾肉伴吃，還可一嚐不 後重建發展迅速，使米蘭成為古老名城與
同性質的橄欖油，實是人生的享受。遊罷 現代都會交替，途經米蘭大教堂及埃馬努
驅車前往柏都。晚餐於當地餐廳。
爾拱廊後，前往著名的店街 Via Monte
住宿：Wall Art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Napoleone，選購歐洲及時尚飾物。晚餐於
The tour will proceed to Cinque Terre, which is the
中國餐館。
dream holiday resort for urban Italians. Riding on a
住宿：Quark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train, all will pass through natural fishing villages with

柏都 ~ 威尼斯(市內觀光) ~ 維羅
7納

Prato ~ Venice (City Tour) ~ Verona

美式或自助式早餐。餐後驅車前往意大利
「水鄉」威尼斯。抵達後安排水上的士前
往聖馬可廣場，「水城」上之嘆息橋、道
奇皇宮、聖馬可教堂及鐘樓等，皆是不容
錯過的拍攝地方。最後參觀玻璃廠，觀賞
專人示範玻璃製作過程。如天氣許可，還
可自費乘坐特有的貢多拉平底船暢遊大
小運河，親身體驗水鄉風情。是日午餐自
備。稍後驅車前往莎士比亞名著「羅密歐
與茱麗葉」而名譽於世的維羅納，抵達後
參觀栩栩如生的茱麗葉銅像及其府邸。繼

米蘭 原居地
9 Milan
 Home City

美式或自助式早餐。餐後專車前往機場飛
返原居地。
(早餐)
At the time specified,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for a home
bound flight.
(B)

●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Charming
Europe color brochure.

洲 旅 行 團 章程。

特約旅行社
BPCPA Travel Agent / Wholesaler Licence # 2668

* * Revised fuel surcharge – effective :
September 20, 2012 * *
D.O.I. 20 September,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