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致享受
阿爾貝羅貝洛 ( 土利蘑菇屋集中地 ) 入住一晚。
阿瑪菲海岸入住一晚。
索倫多連續入住兩晚。

精選美饌
馬特拉 ~ 洞窟餐廳
阿爾貝羅貝洛 ~ 土利屋餐廳
索倫多 ~ 米芝蓮餐廳
龐貝 ~ 地道 Pizza、牛排
蒐羅各式地道意大利麵食

南意大利
《夢幻西西里、土利磨菇屋、阿瑪菲海岸》

『神秘“8”之迷』蒙特城堡
參觀山上的八邊形城堡，了解神秘色彩的內部
及解開與 8 的神秘關連。

『人間樂土』阿瑪菲海岸
國家地理旅人雜誌，一生必遊 50 景點之一，
重本安排乘坐中型旅遊車，走進阿瑪菲鎮及波
西塔諾，非一般遠距離拍照可媲美。

『卡普里島藍調誘惑』藍洞
乘小船進入美麗仙境，由太陽反射出的奇幻之
光，藍調誘惑，美得不可思議。

『千年古城』龐貝
緬懷古羅馬帝國時期繁華，感受火山塵封後千
年古蹟，被活埋千多年後重見天日的「天然歷
史博物館」。

乘坐渡輪，以最短時間前往意大利本土 
( 約 20 分鐘 )

South Italy &
Sicily

11天

南意大利 : 錫拉哥斯、阿格真圖、巴勒摩、杜明娜、墨西拿、馬特拉、

萊切、阿爾貝羅貝洛、阿瑪菲、波西塔諾、索倫多、卡普里島、龐貝、

拿坡里

暢遊 /

意大利 - 阿瑪菲海岸

Tour Code : EWCA11V

閃 亮 推 介

希臘劇場

馬特拉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西西里島首屈一指山城』杜明娜
依山而建，臨海靠山，處處美景，遊覽古希臘
劇場，遠眺埃特納火山。

『眾神之城』阿格真圖
希臘詩人品達爾 (PINDAROS) 曾稱讚這裡是人
間最美的城市，遊覽神殿之谷，參觀保存完好
的希臘神殿。

『國王的寢宮』諾曼宮
集拜占庭、回教及諾曼建築風格於一身，富麗
堂皇，是國王的寢宮、行政的場所、西西里的
中心。

『童話蘑菇小鎮』阿爾貝羅貝洛
進入童話世界裡，擁有逾千間灰色圓錐尖頂、
白色牆的土利屋，就如朵朵蘑菇，奇幻屋頂加
牆上鮮花，妙不可言。

『千年穴居古城』馬特拉
世界上現存最古老城鎮之一，以 Sassi 石屋而
聞名，一睹天然洞穴屋之妙。



第 1天 香港Q拿坡里(意大利)
Hong KongQNapoli(Italy)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
土耳其航空經伊斯坦堡轉機飛往意大利南部~拿坡里。
第 2天 拿坡里~龐貝古城~索倫多
Napoli ~ Pompeii Ruins~ Sorrento
航機抵達後，專車前往參觀拿坡里及龐貝古城。
I拿坡里：位處地中海中央且歷史悠久的古城，1995年被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前往Partenope海濱大道，欣賞海灣美景。
j龐貝古城：古城於公元 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火山灰
覆蓋掩埋。直到 1748年才被挖掘出來，出土遺跡中包括神殿、
市集和宮殿，被譽為「天然的歷史博物館」。於 1997年被列為
世界遺產。
I索倫多：意大利南部渡假風情小鎮，風和日麗山城景致，面
向地中海洋，悠哉遊哉的氣息令人放鬆。當地盛產黃檸檬製品，
包括檸檬甜酒、香皂、香包等。
ãHilton 或 Regina 酒店或同級
(註：如索倫多酒店客滿，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酒店。)

第 3天 索倫多~卡普里島~藍洞~索倫多
Sorrento ~Capri ~ Blue Grotto ~ Sorrento
早餐後，乘船前往卡普里島參觀藍洞。遊畢，返回索倫多。
I卡普里島：悠閒的地中海風情小島，怡人的氣候、優美海岸
線，連羅馬帝國奧古斯都大帝，都對它情有獨鍾，至今仍是歐
洲人 愛的渡假小島之一。
j藍洞：搭乘小船參觀夢幻的藍洞，洞內海水被海底白沙反射
的陽光照出的藍光，異常漂亮。
(註：如因天氣水位等安全問題而未能進入藍洞，則改為乘觀光吊車登上山頂
Anacapri遊覽。)
ã Hilton 或 Regina酒店或同級
(註：如索倫多酒店客滿，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酒店。)

第 4天 索倫多~阿瑪菲鎮~波西塔諾~阿瑪菲海岸
Sorrento ~ Amalfi ~Positano ~ Amalfi Coast
早餐後，乘坐中型旅遊車遊覽波西塔諾及阿瑪菲鎮。及後，前
往阿瑪菲海岸。
I阿瑪菲鎮：斷崖絕壁風光，白色屋瓦搭配碧藍晴空，被譽為
世界 美的海岸線及人生必到50個景點之一。
I波西塔諾：意大利阿瑪菲海岸沿岸 美麗的小鎮，依山而建，
漫步曲折小巷及色彩繽紛的小屋，令人著迷。
ãGrand Hotel Salerno或Novotel酒店或同級
第 5天 阿瑪菲海岸~蒙特城堡~阿爾貝羅貝洛~土利蘑菇屋
Amalfi Coast ~ Castel Del Monte ~ Alberobello ~ Trulli
早餐後，前往蒙特城堡。遊畢，前往阿爾貝羅貝洛遊覽著名土
利屋。
j蒙特城堡：這八角形城堡共有8座搭、每層有8間房間，由神
聖羅馬帝國腓特烈二世建造。很多人對於這8字的建造理論中
感到好奇，給予一種神秘的感覺。
j土利蘑菇屋：人口不到一萬的小鎮，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全因保存著1，000多座石頂屋。一間間灰色的
圓錐尖頂、白色牆身的石屋，遍佈整個小鎮彷如童話世界的它
故譽有「蘑菇村」之名。
ãLa Chiusa di Chietri或 Ramapendula酒店或同級
( 註︰如阿爾貝羅貝洛酒店客滿，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酒店。)

第 6天 阿爾貝羅貝洛~萊切~大教堂及聖十字聖殿~馬特拉
Alberobello ~ Lecce ~ Duomo and Santa Croce~ Matera
早餐後，前往萊切。及後前往馬特拉。
I萊切：擁有大量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物而被稱「巴洛克之城」，
而大教堂及聖十字聖殿更是當地巴洛克式建築物代表。
I大教堂及聖十字聖殿：當地巴洛克式建築物代表。大教堂廣
場建於17世紀中葉，而宏偉的大教堂建於廣場正面，其鐘樓高

達70米；聖十字聖殿經多位建築大師參與，自1549年花長達130
多年才建造完成。
ã Fuori Le Mura Altamura或 MH Matera酒店或同級
第 7天 馬特拉 ~ 石窟民居及石頭教堂~
維拉聖焦萬尼 o 墨西拿 ~ 杜明娜
Matera ~ Sassi & Rupestrian Church ~
Villa San Giovanni o Messina ~ Taormina
早餐後，前往維拉聖焦萬尼碼頭乘渡輪前往墨西拿。到達後前
往被譽為蜜月勝地杜明娜。
I馬特拉：意大利人視馬特拉為「國恥」，因當地居民大多貧
困，居住環境惡劣，疾病蔓延。有見及此，當地政府花費十六
年時間，把居民遷至新城，情況才得以改善。及後，因洞窟被
列入世界遺產及著名電影的影響下，馬特拉成為了旅遊熱點。
j馬特拉石窟民居及石頭教堂：因史前石窟民居與壯觀峽谷而
聞名，歷史超過7,000年，可說是世上 古老城鎮之一。因居
民將洞穴改造成住所名叫Sassi，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石窟民居
景觀。電影《受難記》的拍攝場地。
I杜明娜：迷人的山海景觀，俯瞰著愛歐尼奧海又背倚埃特納
火山(Mount Etna)，享有絕佳的自然風光。而獨特的歷史背景
使它保留著中古世紀的山城模式。登上山城除了可以得到更開
揚的景觀外，更可到達希臘劇場。
ãRG Hotel Giardini Naxos或 Excelsior Palace酒店或同級
第 8天 杜明娜 ~ 希臘劇場 ~ 巴勒摩
Taormina ~ Greek Theatre ~ Palermo
早餐後，遊覽希臘劇場及後前往巴勒摩。
j希臘劇場：位於山丘上，可眺望愛歐尼奧海及艾那特火山，
擁有碧海青天的景觀。以紅色磚塊圍起半圓形劇場，古時是進
行戰鬥競技、舞台或表演的場地。
I巴勒摩：西西里島的首府，經歷多次被諸國的侵略及統治，
以致這裡充滿著多地的文化與建築。
ãNH Palermo 或 Mercure Palermo酒店或同級
第 9天 巴勒摩~諾曼宮~阿格真圖~神殿之谷~錫拉哥斯
Palermo ~ Palazzo del Normanni ~Agrigento~

Valley of Temples~Syracuse
早餐後，遊覽諾曼宮及後前往阿格真圖，並遊覽神殿之谷。遊
畢，前往鍚拉哥斯。
j諾曼宮：建於11世紀，內部寢宮相當華麗，王宮內設有富麗
堂皇的王室禮拜堂(Cappella Palatina)，歷經13年工程才完成，
集拜占庭、回教及諾曼風格於一身。
I阿格真圖：古希臘詩人盛讚為「世界上 美的城市」，豐富
歷史遺跡。
j神殿之谷：保存超過20座的希臘神殿，規模驚人，完整性足
以媲美雅典的巴特農神殿，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保護。
I錫拉哥斯：西西里島東岸的沿海小鎮，全因其希臘殖民地的
身份，很快成為了地中海地區的重要城市，也成了雅典文化的
聚集地
ãMercure Siracusa Prometeo酒店或同級
第10/11天 錫拉哥斯~考古園區~聖母之淚教堂~卡塔尼亞Q香港
Syracuse~Archaeological Park of the Neapolis ~Madonna
Church of Weeping~CataniaQHong Kong
早餐後，專車前往考古園區及聖母之淚教堂。及後於指定時間
前往機場，乘坐土耳其航空經伊斯坦堡轉機飛返香港。航機於
第11天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j考古園區：園內設有多個由古希臘羅馬時期留下的遺跡，為
人熟識的有建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半圓形「希臘劇場」、大型「天
堂採石場」，以及羅馬時期競技場。
j聖母之淚教堂：教堂外觀有如未展開的帳篷，據說1953年，
聖母曾在此顯神蹟並流下眼淚。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11
早 -- 自理/航班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 地道 Pizza、
牛排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自理/航班上

晚 航班上 酒店餐廳 米芝蓮餐廳 當地餐廳 土利屋餐廳 洞窟餐廳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自理/航班上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 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
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
地圖只供參考｜ j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ã下榻酒店 PHL-FL-EUR19-021-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