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伴同行優惠如下：
4 位減$300｜5-7 位減$400｜8 位或以上減$500
注意：優惠名額有限，價目以報名及付訂金作準，
團費及優惠如有任何調整或更改，恕不作另行通知

暢遊：意大利 ~ 羅馬、白露里治奧古城、西恩納、聖吉米那諾、佛羅倫斯、拉士碧
芝、帕爾馬 、威尼斯、
米蘭、斯特雷薩、馬焦雷湖、伊索拉貝拉島
成人價 - 佔半房

出發日期
【 】較高成團日期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10 月【5】、【9】日

$20298 起

10 月【25】日
$19298 起
11 月【7】、【15】、【29】日
12 月【4】日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所有機場稅項

小童價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與父母同房
佔半房
(不佔床)

$20298 起

$18698 起

$19298 起

$17698 起

單人房
附加費

$4698

服務費

各地所有
機場稅項

免收

已包

注意：價目將會調整，請查詢報名旅行社，敬請留意。

行程特點








暢遊白露里治奧古城(天空之城)入內參觀，它仿如飄浮於半空之中，
是宮崎駿著名動漫《天空之城》的靈感來源
擁有世界美麗廣場山城「西恩納」於 1995 被納入列世界遺產
佛羅倫斯 ~ 特別安排入城參觀
保育鄉土漁村五鄉鎮
時裝大都會 ~ 米蘭，優雅時尚
湖區小島風情 Isola di Bella，及鄰近小島外圍拍照

香港  羅馬[意大利]

1Hong Kong  Rome[Italy]
是日晚上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德國航空公司客機
經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轉機或乘坐瑞士航空公司客機經蘇黎
世轉機或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客機經倫敦轉機或傍晚乘坐阿
聯酋航空公司客機經杜拜轉機後飛往意大利首都~羅馬。

羅馬 ~ 市內觀光 ~ 鬥獸場 ~

2納沃納廣場 ~ 四河噴泉 ~ 萬神殿 ~ 許願池

Rome ~ City Tour ~ Colosseum ~ Piazza Navona ~
Fontana dei Quattro Fiumi ~ Pantheon ~
Trevi Fountain
航機於是日抵達後隨即展開市內觀光，途經古羅馬廢墟，
繼而前往鬥獸場及君士坦丁凱旋門並於外圍拍照留念。

帕爾馬 ~ 威尼斯(嘆息橋 ~ 聖馬可廣場 ~ 道奇皇宮

【鬥獸場(門外觀光)】羅馬時期的圓形鬥場，是現今保存
算完整的古羅馬遺跡，位於羅馬市的中心。
【納沃納廣場】觀看貝爾尼尼於 1651 年運用四個巨人塑
像，以代表歐、亞、美、非四大洲之故名四河噴泉。
【萬神殿】此神廟始建於西元前 27 年榮耀眾神，建築上
有許多神的雕像，拱形屋頂徑達 43.3 公尺，僅次於佛羅倫
斯聖國石花大教堂，拱頂中央圓孔光線，映照內裡建築的
圖案和線條也隨之變化，別具吸引。
【許願泉】原名特雷維噴泉，是羅馬最大的巴洛克風格噴
泉。

6~ 慕蘭奴玻璃製作過程)

住宿：SHERATON PARCO DE MEDICI ROME HOTEL
或同級酒店
早：---｜午：中國餐館(8 餸 1 湯)｜晚：酒店

住宿：NOVOTEL VENICE MESTRE CASTELLAN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蜆肉意大利粉及烤魚｜
晚：酒店

羅馬 ~ 白露里治奧古城(天空之城) ~ 西恩納 ~

3市內觀光

Rome ~ Bagnoregio ~ Siena ~ City Tour
【白露里治奧古城】此城曾經荒廢了幾百年。曾有一位日
本小說家到此旅遊後，以此地作為題材，創造了漫畫小說
中的「天空之城」。由於它是興建在高地上，如大霧時份，
遠眺此城彷似是飄浮於半空中的城市，雄據在高原之上。
【西恩納】十三世紀時意大利最繁榮的自治城邦之一的西
恩納，前往有世界最美廣場美名的康坡廣場，因別具一格
的扇型形狀又名扇形廣場，獨特的緩坡地形，廣場中間的
歡樂噴泉，彷彿巨人般俯瞰著廣場的曼吉亞塔，廣場四週
包括共和國宮的古老建築，都令人連流忘返；建於 12 世
紀擁有獨特的大理石條紋外觀的主教堂，圍繞在圓花窗上
的 40 位聖人，讓教堂充滿莊嚴氣氛。
住宿：FOUR POINTS BY SHERATON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意大利飯及雞腿｜晚：酒店

4路加

西恩納 ~ 聖吉米那諾 ~ 佛羅倫斯 ~ 市內觀光 ~

Siena ~ St. Gimignano ~ Florence ~ City Tour ~
Lucca
【聖吉米那諾】被譽為高塔林立的山城，於希臘時期就已
存在，在中世紀時期發展最為繁盛，城中許多古蹟皆建於
此時。
【佛羅倫斯】歐洲文藝復興發源地，擁有眾多的歷史建築
和藏品豐富的博物館。
【聖母百花大教堂(門外拍照)】教堂建築群由主教座堂、
鐘塔與洗禮堂構成。洗禮堂其中兩扇銅門刻有《舊約》聖
經故事的青銅浮雕，被稱為「天國之門」。
【領主廣場】有「露天博物館」之稱，擺放不少經典雕像
的複製品。
住宿：BEST WESTERN GRAND HOTEL GUINIGI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意大利薄餅、豬扒及餐酒｜
晚：酒店
路加 ~ 拉士碧
芝 ~ 乘火車暢遊五鄉鎮 ~ 拉士碧
芝

5~ 帕爾馬

Lucca ~ La Spezia ~ Cinque Terre ~ La Spezia ~
Parma
【五鄉鎮】前往拉士碧芝區轉乘火車暢遊五鄉鎮。五鄉鎮
分別為 Monterosso、Vernazza、Corniglia、Manarola
and Riomaggiore，是尼古拉海岸區不受人工影響的鄉土
漁村度假區，此地擁有天然海灘，是意大利都市人的度假
勝地。此地全是鄉土人的居所，是環保村莊，受當地政府
的保護。本公司特別安排火車套票，由領隊帶領乘火車參
觀五鄉鎮其中三個漂亮小鎮。
住宿：CDH HOTEL PARMA E CONGRESSI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
午：當地餐廳品嚐地中海尼古拉海岸式海鮮餐及餐酒｜
晚：酒店

Parma ~ Venice(Bridge of Sighs ~ St. Mark's Square
~ Doge's Palace ~ Glass Blowing)
【威尼斯】素有意大利「水鄉」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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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觀由專人示範製作慕蘭奴玻璃過程。還可自
費乘坐特色貢多拉平底船暢遊大小運河，親身體驗水鄉風
情。

7Venice ~ Milan ~ Free for Shopping ~ Stresa
威尼斯 ~ 米蘭 ~ 自由購物 ~ 斯特雷薩

【米蘭】意大利時裝中心，團友可自由參觀米蘭教堂或於
舊城區內自由購物。
住宿：HOTEL REGINA PALAC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中國餐館(8 餸 1 湯)｜晚：酒店
斯特雷薩 ~ 馬焦雷湖 ~ 船河前往伊索拉貝拉島

8/9~ 斯特雷薩  香港

Stresa ~ Lake Maggiore Area ~
Boat Trip to Isola Di Bella ~ Stresa  Hong Kong
【馬焦雷湖】位於意大利北部，此湖是義大利第二大湖。
這個湖區自古以來是王公貴族和富豪的度假勝地，除了山
光水色之外，還興建了許多美麗花園和度假別墅。
【伊索拉貝拉島船河】乘船前往伊索拉貝拉島及鄰近小島
外圍拍照。
稍後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客機經
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轉機或乘坐瑞士航空公司客機經蘇黎世
轉機或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客機經倫敦轉機或乘坐阿聯酋航
空公司客機經杜拜轉機後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9 天抵達香
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

特約旅行社

注意：
1)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
敬請留意！
2)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
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3)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
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
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
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
償。
4)辦理簽證所需工作天因應各國領使館所需而有不同，詳
情請查詢報名旅行社，以確定最遲申請簽證日期，敬請留
意！
5)一人報名者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全額，三人或以上報
名者如有單身男或女，本公司將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同
房，如最終未能安排，客人也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的一半
費用，另單人房對比雙人房之房間細，敬請留意！
6)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
細則條款。
F-18-MONO-015-PITA(OCT-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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