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 INTER Europe

深度暢游「南意大利」7天
Southern Italy In-depth
Tour 7 Days
*
$

139

*

( 每人每天的團費
含車/住宿/導遊 )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18 Apr-30 Oct
买一送一促销团期(羅馬 Departs From Roma)
Buy 1 Get 1 free on: 27 May, 1 Jul, 29 Jul, 26 Aug
團費按天算,玩幾天,算幾天,可全程參團,亦可部分參團,更可轉綫
Fixed day price, tours can be combined or jointly joined
English-speaking tour available on request

四星酒店

Day 1【每週三】羅馬Roma→龐貝Pompei→(39公里)阿瑪菲海岸Amalﬁ Coast→那不勒斯Naples（350公里）
(可根据客人情况安排收费接机/接酒店/团前住宿 Pick-up from airport or hotel and pre-accommodation can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guests' circumstances) 驅車前往龐貝古城(Pompeii),這因公元79年火山爆發而消失的
城市，直到十八世紀那不勒斯的貴族開始挖掘才讓這座古城重見天日，因火山灰的保護，所有建築物幾乎都能完
整的保存下來，走進這古城就像身臨其境到了古羅馬年代生活。遊畢沿著小路進入瀰漫清新檸檬香的阿瑪菲海岸
(Amalﬁ Coast)區稍作瀏覽，阿瑪菲海岸被冠上一生必遊、世上最美海岸、人間樂土等美譽於一身。隨後轉赴意大
利南部最大城市那不勒斯(Naples拿坡里) 遊覽市內名勝景點，這裡是薄餅的發源地，據說世上最好吃的薄餅盡在
這裏。住宿︰那不勒斯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Naples or city nearby

Day 2【每週四】那不勒斯Naples →(渡輪) →卡布里島Capri →(渡輪)→索倫托Sorrento（50公里）
*自選：您可随着旅遊車直驅索倫托(Sorrento)自由活動，或是自費乘搭渡輪前往卡布里島(Capri), 卡布里島位於古
羅馬帝國，已受帝王、藝術家及思想家的青睞。現今島上除卻風光引人外，更因「有緣才得進」的海中奇觀藍洞
(Blue Grotto)而極受旅客歡迎。藍洞內水色晶瑩透澈，如夢似幻的，讓人驚艷不已，團友可轉乘小船前往藍洞遊覽
(注：藍洞乃屬天然奇觀，如遇風浪而被關閉。行程則改往乘搭纜椅登山，俯瞰海島美景)。遊罷再次乘坐渡輪轉赴
風光秀麗的小城索倫托(Sorrento)以市中心的塔索廣場最為熱鬧，當地有許多特色小店及餐廳，在這裡休閒活動，
深感著名民歌《重歸蘇蓮托Torna a Surriento》唱出的美麗風景和旖旎愛情之喜樂。住宿︰索倫托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Sorrento or city nearby

費用說明 Fee

澳币AUD

每人團費 Tour Fee per person
(雙人房 twin share)

139/天*7天=973

11岁以下小童不佔床
Children without bed

130/天*7天=910

單人房差Single Supplement
（每人每晚 per person per night）

85/晚*6晚=510

額外接送機服務:Extra transfer services
(每人每程,2人起,per personper way,min.2pax)

68

額外參團前後住宿Pre and post hotel
（双人房/晚 Twin share room per night）

170

Day 3【每週五】索倫托Sorrento →羅馬Roma（270公里）

團費包括
TOUR FEE INCLUDE

早上啟程返回羅馬，途經卡斯尼祿曼尼地區遊覽教宗夏宮的小城鎮岡多菲堡(Castel Gandolfo)。教宗的夏日別墅
高踞在阿爾巴諾山(Alban Hills)上，俯瞰阿爾巴諾湖(Lake Albano)，風景優美，此處為教宗假日避靜及夏季避暑的
地方，是屬於梵蒂岡的地產，享有治外法權，不歸意大利政府管理；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在岡多菲堡夏宮會見
美國總統喬治希殊。下午返抵羅馬(Roma)，抵步後於市區自由活動，團友們可到西班牙石級(Scalinat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一帶逛街購物。住宿︰羅馬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Roma or city nearby

Day 4【每週六】羅馬Roma→白露里治奧Bagnoregio→阿西西Assisi→佩魯賈Perugia（242公里）

團費不包括
DOES NOT INCLUDE

早上起程前往白露里治奧，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製作的動畫《天空之城》靈感來源白露里治奧(Bagnoregio)古城
，建於山頂的古城已經有2000多年歴史，由於只靠一條狹窄長橋與外界相連，從遠處看像一座空中的城堡，因此
被稱為「天空之城」，進城就只有徒步了。遊畢轉赴天主教方濟會的發源地阿西西，這裏是非常受矚目的世界文
化遺產；阿西西是天主教方濟會創辦者阿西西方濟各的出生地，天主教徒來到這裡更能體驗阿西西(Assisi)的宗教
歷史意義，現任羅馬教宗的聖號方濟各就是為了紀念這位聖人；聖殿前的廣場氣魄萬千，殿內的壁畫都是意大利
藝術發展史上重要的畫作，就算你不是教徒也絕對值得一遊。下午前往鄰近的山城佩魯賈(Perugia)，在風景秀麗
的高地上，擁有悠久歷史的古城；優雅的環境和充滿生氣的生活使佩魯賈被評為「 2019年歐洲文化之都（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2019），在此參觀美麗的教堂、廣場、噴泉和水道。住宿︰佩魯賈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Perugia or city nearby

Day 5【每週日】佩魯賈Perugia→皮恩札Pienza→聖奎里科多爾恰San Quirico d’Orcia
→蒙達奇諾Montalcino（110公里）
早上往馳名世上的意大利景區托斯卡尼地區進發，稍後穿梭在奧爾恰山谷，可說是經典的托斯卡尼田園風光。旅
遊車穿梭在鄉間小路，起伏較為平緩的丘陵地帶，不時穿插葡萄園和風景如畫的村鎮，讓這片丘陵增添了許多絢
爛奪目的色彩，加上電影《托斯卡尼艷陽下》(Under the Tuscan Sun)讓這裏成為遊客爭相目睹的焦點。首先抵達
名列世界遺產的迷你小山城皮恩札(Pienza)，這小鎮是俯瞰世界遺產奧爾恰山谷景緻的最佳地點；下一站拍照的景
點是維塔萊塔教堂(St. Vitale's Church)，一望無際的田園山丘和小小教堂，拍出經典的托斯卡尼風光，隨後前往被
護城牆包圍著的聖奎里科多爾恰(San Quirico d’Orcia)，這座還沒有被太多遊客發現的城堡小鎮，是體驗托斯卡尼
人鄕村生活的一個好地方。最後抵達蒙達奇諾(Montalcino)，這裏是意大利葡萄酒其中的一個產區，是托斯卡尼最
富庶的「紅酒之鄕」，此地是以生產頂級紅葡萄酒布魯涅羅 (Brunello) 而聞名，迷宮般的小街，小店林立，城郊
的聖安提莫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 antimo)，樸實清美令人喜愛，非常托斯卡尼。住宿︰蒙達奇諾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Montalcino or city nearby

Day 7【每週二】佛羅倫斯Florence→羅馬Roma（275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永恆之都羅馬(Roma)，抵歩後遊覽羅馬城中之國梵蒂岡(Vatican)，這全球最小的國家是天主教的聖
地，參觀全球第一大教堂聖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這座建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建築，集意大利
最出色的建築及藝術家結晶，歷時120載才建造而成，大教堂圓頂結構完美，廣場氣勢宏偉莊嚴令人嘆為觀止。隨
後瀏覽羅馬名勝：建於公元72年的文化精髓鬥獸場(Colosseum)、君士坦丁凱旋門(Arch of Constantine)、宏偉壯
觀的統一紀念館（Il Vittoriano）、有許願泉之稱的德維雷噴泉(Devere Fountain)；餘下時間我們會到共和廣場
(Piazza della Repubblica)，團友可自由參觀天使與殉教者聖母大殿(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e dei Martiri)。住宿
︰羅馬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Roma or city nearby(可付费送往机场或酒店 Transfer to airport or hotel at
your own expense(Pre-book only))

四星級酒店或以上,含歐陸式早餐
4 star hotel with continental breakfast
小費（7歐元/人/天）
Compulsory tipping:€7
per person per day
午餐及晚餐 Lunch or dinner
景點門券 Entrances, any optional;
城市税City tax

自費項目OPTIONALS（團上支付）
景點票價
Entrance fee

額外自費節目
Optional

旅客進城遊覽
稅(必付)
Compulsory
City Tax

價格 (€)

羅馬鬥獸場 Colosseum(18歲以下免費)

12

白露里治奧(天空之城)Bagnoregio

7

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聖彼得大教堂(門票+講解+訂位費)免排
隊(最少25人成行)Sistine Chapel with Guide+VaticanMuseums+St.
Peter’s Basilica (No Queue,Min. 25 Pax)

50

阿西西意式嘟嘟車全景遊覽Ape CalessionParoramic Vintage Tour

35

龐貝古城遊覽門連導遊PomPei ticket + Guide (25人以上)
鬥獸場(門票+講解+訂位費)免排隊(最少25人成行)
Coliseum Guided Tour (No Queue, Min. 25 Pax)
龐貝+索倫托進城稅及住宿稅
Pompei+Sorrento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Tax

Day 6【每週一】蒙達奇諾Montalcino→ The Mall 購物村→佛羅倫斯Florence（275 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意大利最著名的購物村The Mall，這裏是奢侈品的天堂，涵蓋著名的意大利與國際高端時尚品牌，
是令人驚喜連連的血拼勝地，Gucci 咖啡廳更是潮人嚮往的歇腳和用餐地點。下午轉赴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
(Florence)，漫步遊覧市內名勝：建於十三世紀、全球第三大教堂的聖母無原罪之花教堂(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del Fiore)及安奴河上中世紀黃金交易處之拱橋(Arch bridge)、安葬意大利名人米高安哲奴、達文西及著名物
理學家伽俐略的聖十字教堂(Basilica of Santa Croce in Florence)。聞名世界的意大利皮革業及製皮技術源出於此
，團友可藉此機會到皮革公司(Leather company)選購實用的皮革製成品。

旅游车Coach、导游Tour Guide、

30
35
10

那不勒斯進城稅及住宿稅Naples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10

阿西西/佩魯賈住宿稅 Assisi/Perugia Overnight City Tax

3

蒙達奇諾住宿稅Montalcino Overnight City Tax

3

佛羅倫薩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Florence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18

羅馬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星期六及二)
Rome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Sat & Tue)

10

威尼斯地道墨魚汁麵套餐(沙拉、墨魚汁麵、炸海鮮、甜點+飲品)
Italian Spaghetti Menu+1 drink

25

特色餐
索倫托海鮮晚餐Sorrento Seafood Dinner
Optional Dinner
佛羅倫斯牛排餐(比蕯餅、自製肉醬意大利粉、四人分享一公斤牛排、
甜點、意大利葡萄酒) Fiorentina Steak Menu (Salad, homemade
pasta, 1 Kg Fiorentina steak for 4, dessert and wine)

45
30

2號線「南意大利」• 消費指南【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決定是否參加用餐、景點或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但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遊及司機小費共7歐元。景點票價僅供參考,票價以官方景點現場為准。進城遊
覽稅、住宿稅等必需徵收,請按價交現金給導遊，否則旅客不得乘巴士進城遊覽,大小同價�The optional price list functio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your expenses during your trip. All prices shown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ubject to the current price on spot. Customers can decide to purchase excursion tickets or meal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posed excursion program is not mandatory. However, each person must pay
the tour guide and driver a gratuity of € 7 per day. Tourist tax, accommodation tax, must also be collected. Please pay these expenses in cash to the tour guide. Otherwise, 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bus to the city for sightsee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