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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o Viaggi 是一个建立于1982年的旅行公司，最初起源于三个年轻人

拥有让意大利人认识世界并让世界认识意大利的愿望。多年来，Infinito 

Viaggi已成为重要的旅游运营商，成为众多国内和国际（包括荷兰，德国，奥

地利，俄罗斯等）旅游运营商的典范。

我们拥有专业旅行团队，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定制特定的行
程。

我们与大型连锁酒店合作，并提供多语种专业指导。

我们拥有2至50个座位的车队，同时为了保证客户的舒适和安
全，车队全部由最新一代的车辆组成， 

基于我们在旅游产业方面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在设计旅行和旅行
途中，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高层次的服务和更专业的帮助。

大宝

2004年毕业于在米兰天主圣心大学旅游管理方向的

外语和文学（英语和德语）专业。 由于一直以来

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极大的热情，2008年至2012年

间一直在中国进行语言学习，同时进行翻译工作。

回意大利后，担任中文老师。现在和意大利以及国

外的旅游公司合作，担任中英文旅行陪同以及购物

指导。

梁健鸿

2009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在北京BLCU
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后，于2011年转到米兰
大学继续学习，之后做过许多相关翻译工
作。2016年创建Mercury Service（辰星
旅游公司），一家专门针对中国客流的旅
行服务公司，在公司担任总经理，同时为
VIP客户提供专业的中文指导服务。

磐石合作

总部办公地点

公司简介



大巴交通规定

在意大利，交通规则是非常严格的，司机无法驾驶超过.........

历史中心禁止旅游大巴进入，而且在许多城市，有一些规定的旅客上车下车点。

房间

单人间数量有限，需要额外补差价。酒店提供标准双人间，可以添加床位拼成三人间或四人间。

早餐

酒店提供欧陆式早餐，包括咖啡或卡布奇诺，茶，牛奶，羊角面包，面包和果酱等。部分酒店提

供丰盛的自助餐，包括一些咸制餐点，鸡蛋和火腿。

电流

电压为220V。 对于110V的电器，您需要一个变压器。

电源为3孔插座接口， 对于Schuko插头需要适配器一起使用的。

暖气

暖气的接通和关闭的控制规则可能根据政府的不同而变化。 

通常暖气在10月底开放，并在第二年4月底关闭。

银行

银行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五早上8.30至下午16.00.

货币兑换点不是很普遍。

建议在银行兑换。

一般都接受使用visa卡和mastercard

商店

商店一般营业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13点，下午15.30至晚上19.30，周日不营业。

在一些景区的商店会一周七天从早上9点持续营业到晚上19.30。 

小费

小费不是必须的但是广泛接受。

服装

意大利气候温和。冬季不会过度寒冷，但我们建议穿好保暖的衣物。 夏天很热，建议穿轻便服装

并戴帽子和太阳镜做好防晒。

教堂是神圣的礼拜场所，所以不允许穿短裤、短裙或其他太暴露的衣服进入。

法定节假日

在法定节假日期间，一些博物馆和古迹可能关闭。

1月1日   元旦

1月6日   主显节

4月1日/2日  复活节

4月25日   解放日

6月2日   共和日

8月15日   圣母升天日

11月1日   万圣节

12月25日/26日  圣诞节

实用信息：旅行者忠告



第1天：罗马

下午抵达罗马，领队在机场等候贵宾团队，接上团队前往市区，办理酒店入住

手续，享受晚餐与休息。

 

第2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团队与导游一起参观罗马城市。首先我们将参观梵蒂冈

博物馆，欣赏烛台陈列廊、挂毯馆、地图廊等展出的杰作，以及米开朗琪罗在

西斯廷礼拜堂的宏伟创世纪壁画。随后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的内部参观，这是

天主教精神的中心，它拥有许多杰作，如米开朗基罗的圣殇。 下午走进市中

心，欣赏首都最美丽的广场：纳沃纳广场、西班牙台阶、被誉为”建筑奇观”

的山上天主圣三教堂，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3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

这一天我们将游览永恒之城

古罗马遗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人类遗产。见证着罗马的辉煌历

史的斗兽场，是城市最大的竞技场；Flavian圆形露天剧场，众所周知的就像

罗马斗兽场建于公元2世纪，这座原用于角斗士战斗和娱乐的建筑物，包括帝

罗马遗址的考古区域，作为2007年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团队返回酒店休息。

第4天：罗马 - 卡帕尔比 – 萨特尼亚（约18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出发去托斯卡纳。

塔罗牌花园是第一站，这是一个主题公园，由折衷主义艺术家Niki de Saint 

Phalle创造了一种精神上的旅程，其雕塑具有由塔罗牌最伟大的阿拉基塔人所

启发的象征性和深奥意义; 稍作休息，品尝当地特色葡萄酒和奶酪。

随后，我们继续前往萨特尼亚(Saturnia)，这是一座古老的温泉村，3000年以

来，当地的水流温度一直在37°C左右。我们享受水疗中心的水疗套餐之后，

前往托斯卡纳地区，品尝当地葡萄酒与享用晚餐，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5天：凝灰岩之城考古公园（约18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出发前往迷人的Tufo凝灰岩之城考古公园，游览”索瓦

纳，索拉诺和皮蒂利亚诺”地区的伊特鲁里亚遗址。 

在羊肠小道徒步一小段距离之后，令人着迷的远足小径在凝灰岩丘陵中缓缓展

开，随机带领我们通往著名的Idebranda墓区的伊特鲁里亚大墓地，该地是伊

特鲁里亚最重要的纪念地之一;

我们继续参观皮蒂利亚诺，该地的凝灰岩悬崖是由一千个洞穴和塔房组成，该

地的房子建立于凝灰岩墙壁的悬崖之上，并且与悬崖峭壁保持着相同的垂直

线。我们将参观当地的每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明: 从新石器时代的伊特鲁里亚

古墓，到中世纪的德思奇，再到奥尔西尼，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诺布尔·罗曼

家庭。我们在狭窄的街道休闲漫步，欣赏着古老的房子，进入犹太人区: 自15

世纪以来，该庞大活跃的犹太社区逐步安定下来，使得这里获得了“小耶路撒

冷”的名字。

我们结束该地的参观，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意大利冬季路线1号

1



第6天：萨特尼亚 – 锡耶纳 （约11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一起出发前往锡耶纳。锡耶纳城中心是著名的坎波

广场，以其特有的贝壳造型而闻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7天：圣吉米尼亚诺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将参观这一片融合了”历史、风景、葡萄酒与烹饪

传统”的基安蒂葡萄酒产区。我们品尝当地葡萄酒与经典食物，随后在返回圣

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的路途中，可以看到这座中世纪古老的村庄，

其坐落于甜美的托斯卡纳山脉的中心地带，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8天：锡耶纳 – 佛罗伦萨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佛罗伦萨，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于其悠久历史与丰富多彩文化而闻名。我们将观赏圣母

百花大教堂，领主广场，与旧宫，老桥等名胜古迹，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9天：佛罗伦萨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上午我们参观乌菲兹博物馆：意大利最重要的美术馆之

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 它还是美第奇家族遗留给世间最丰富宝贵的财

富。

下午自由购物活动;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0天：佛罗伦萨 - 帕多瓦（约218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 出发前往帕多瓦。抵达帕多瓦，我们参观美丽的圣安

东尼大教堂，该教堂建成于二百三十年间，具有约七百年的历史; 随后参观美

丽的百草广场，该广场在中世纪是处决犯人的地点；随后观赏斯克罗威尼礼拜

堂，其礼拜堂以乔托创造的湿壁画而闻名，该壁画是西方艺术中最重要的代表

作之一。

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1天：PALLADIO VILLAS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将乘坐游船，在布伦塔河之上欣赏由建筑天才”

安德烈亚”设计的壮丽别墅Palladio，该别墅外观壮丽，远观其如一座城堡; 

随后我们还将观赏美轮美奂的威德曼别墅与皮萨尼纪念别墅，还有令人印象深

刻、精湛的Giovannelli别墅;

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2天：帕多瓦 – 米兰（约15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离开帕多瓦，前往米兰。抵达后，我们参观斯福尔

扎城堡，Sant’Ambrogio大教堂与公园，直至Navigli运河艺术区，你可以自

主选择乘船进行河上观光；随后，我们参观哥特式风格的米兰大教堂；晚餐之

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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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参观现代时尚之都:米兰。步行于Porta Nuova新

区，其特点是大胆设计和具有未来感的建筑而闻名：垂直森林的摩天大楼，该

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摩天大楼。

我们可以在Eataly餐厅自由购物与享用午餐，Eataly是”意大利制造”认证品

牌的食物天堂。随后，我们步行至布雷拉艺术区，该区遍布众多的设计师工作

室与设计精品店，通过全新的展览空间设计来提高质量，同时，通过传统结合

创新的设计特征。游览于这些商店之间，您可以找到壁画，家具面料，配件，

服装及陶瓷等各种设计精品。

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4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当天在拿破仑大街、Spiga街观赏高级时装精品店和二

世长廊与购物。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5天：米兰 - 出发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领队把团队送到机场，协助团队办理退税与登机手续，

结束愉快的旅程，结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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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罗马

下午抵达罗马，领队在机场等候贵宾团队，接上团队前往市区，办理酒店入住

手续，享受晚餐与休息。

第2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团队与导游一起参观罗马城市。首先我们将参观梵蒂冈

博物馆，欣赏烛台陈列廊、挂毯馆、地图廊等展出的杰作，以及米开朗琪罗在

西斯廷礼拜堂的宏伟创世纪壁画。随后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的内部参观，这是

天主教精神的中心，它拥有许多杰作，如米开朗基罗的圣殇。 下午走进市中

心，欣赏首都最美丽的广场：纳沃纳广场、西班牙台阶、被誉为”建筑奇观”

的山上天主圣三教堂，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3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

当天我们将游览永恒之城

古罗马遗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人类遗产。见证着罗马的辉煌历

史的斗兽场，是城市最大的竞技场；Flavian圆形露天剧场，众所周知的就像

罗马斗兽场建于公元2世纪，这座原用于角斗士战斗和娱乐的建筑物，包括帝

罗马遗址的考古区域，作为2007年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团队返回酒店休息。

第4天：罗马 -斯波莱托 - 佩鲁贾（约214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

我们将参观这个美丽的城市，集优雅、国际化、意想不到的风景于一身的城

市。在精美的街道上遍布着精致的古董店; 当地每年举办世界闻名的“due 

mondi”的节日: 这是一件融合音乐、艺术、文化与娱乐的国际盛事。随后，

我们出发前往美丽的城市：佩鲁贾。佩鲁贾是一座古老的小镇，从伊特鲁里亚

和罗马时代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复兴运动的胜利，这座城市历经上百年的历

史。最后，我们将在巧克力艺术工作坊停留下来，品尝当地最著名的巧克力。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5天：阿西西 – 古比奥 （约150公里）

早晨在酒店用餐。

全天在意大利中部地区游览，该地区具有连绵彼伏的山丘和精致的历史古镇。 

我们将游览阿西西，这是一个人们精神信仰宗教中心。这个城市诞生了著名

的”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的保护人”弗朗切斯科”和”基亚拉”; 该教堂以

其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创作的壁画闻名于世。随后，我们继续游览古比

奥（Gubbio），这是翁布里亚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完美地保留着中世纪的景

观。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意大利冬季路线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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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佩鲁贾 - 佛罗伦萨（约151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佛罗伦萨：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地”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们将观赏圣母百花大教堂，领主广场，与旧宫，老桥等名胜古迹，当晚下榻

于当地酒店。

第7天：佛罗伦萨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上午我们参观乌菲兹博物馆：意大利最重要的美术馆之

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 它还是美第奇家族遗留给世间最丰富宝贵的财

富。

下午到the mall购物中心购物；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8天：佛罗伦萨 – 摩德纳 （约132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摩德纳，摩德纳是一个古老的城镇，拥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我们参观恩佐法拉利博物馆

和马拉内罗法拉利工厂，那里展现了世界各地知名跑车，了解杰出汽车的起源

与发展史。品尝经典的特色午餐之后，我们将品尝最有名的“液态黄金”: 摩

德纳香醋。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9天：帕尔马 - TORRECHIARA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游览帕尔马。这是一座贵族城市，也是著名人物”

威尔第”、”托斯卡尼尼”、”派格尼尼”的诞生地，更是广为人知的美食之

都。当地的每条街道与宫殿都传递着和谐的艺术与文化。下午，我们游览中世

纪的小村庄：托雷奇拉拉的一座十五世纪堡垒。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0天：摩德纳 –维罗纳（约109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维罗纳。这座美丽优雅的城市深得许多名

人所爱，如Catullo，但丁，莎士比亚，玛丽亚·卡拉斯和塞西莉亚·加迪迪

亚等名人在此地停留期间，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将游览著名的维

罗纳竞技场，极具特色的维多利亚广场，朱丽叶之家，百草广场。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1天：加尔达湖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当天一整天我们将探索意大利最大的湖泊：加尔达湖。

这里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植被茂密，具有着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我们将参

观狭窄半岛的希尔苗内湖，您可以漫步于狭窄的中世纪街道，Catullo洞穴与

Desenzano旧港口。 我们将在湖上进行一次湖上巡航;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

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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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天：维罗纳 – 米兰（约15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前往米兰。抵达后，我们参观斯福尔扎城

堡，Sant’Ambrogio大教堂与公园，直至Navigli运河艺术区，你可以自主选

择乘船进行河上观光；随后，我们参观哥特式风格的米兰大教堂；晚餐之后，

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3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参观现代时尚之都:米兰。步行于Porta Nuova新

区，其特点是大胆设计和具有未来感的建筑而闻名：垂直森林的摩天大楼，该

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摩天大楼。

我们可以在Eataly餐厅自由购物与享用午餐，Eataly是”意大利制造”认证品

牌的食物天堂。随后，我们步行至布雷拉艺术区，该区遍布众多的设计师工作

室与设计精品店，通过全新的展览空间设计来提高质量，同时，通过传统结合

创新的设计特征。游览于这些商店之间，您可以找到壁画，家具面料，配件，

服装及陶瓷等各种设计精品。

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4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当天在拿破仑大街、Spiga街观赏高级时装精品店和二

世长廊与购物。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5天：米兰 - 出发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领队把团队送到机场，协助团队办理退税与登机手续，

结束愉快的旅程，结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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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罗马

下午抵达罗马，领队在机场等候贵宾团队，接上团队前往市区，办理酒店入住

手续，享受晚餐与休息。

 

第2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团队与导游一起参观罗马城市。首先我们将参观梵蒂冈

博物馆，欣赏烛台陈列廊、挂毯馆、地图廊等展出的杰作，以及米开朗琪罗在

西斯廷礼拜堂的宏伟创世纪壁画。随后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的内部参观，这是

天主教精神的中心，它拥有许多杰作，如米开朗基罗的圣殇。 下午走进市中

心，欣赏首都最美丽的广场：纳沃纳广场、西班牙台阶、被誉为”建筑奇观”

的山上天主圣三教堂，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3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

这一天我们将游览永恒之城

古罗马遗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人类遗产。见证着罗马的辉煌历

史的斗兽场，是城市最大的竞技场；Flavian圆形露天剧场，众所周知的就像

罗马斗兽场建于公元2世纪，这座原用于角斗士战斗和娱乐的建筑物，包括帝

罗马遗址的考古区域，作为2007年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团队返回酒店休息。

第4天：罗马 –卡帕尔比奥 –山脉 – 格罗塞托（约228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出发去托斯卡纳。

塔罗牌花园是第一站，这是一个主题公园，由折衷主义艺术家Niki de Saint 

Phalle创造了一种精神上的旅程，其雕塑具有由塔罗牌最伟大的阿拉基塔人所

启发的象征性和深奥意义; 稍作休息，品尝当地特色葡萄酒和奶酪。

随后，我们继续参观Argentario山脉，这是一个小海角，当地山脉被地中海植

被覆盖，静静屹立在格罗塞托海岸的蓝色水域里。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5天：格罗塞托 –ROSELLE – 格罗塞托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参观公元前3世纪末Roselle迷人的考古遗址：罗马

尔（Romanelleque Etruscan）起源的古镇。截止目前为止，12座伊特鲁里亚

城市仍然是一个有趣与迷人的考古遗址。 下午继续漫步格罗塞托历史中心的

大街小巷，观赏迷人的小村庄，雄伟的罗马式哥特风格的大教堂和壮观遗址。

，随后参观MAAM（Maremma的考古博物馆）。晚饭后，我们穿越castiglioni 

di pescaia的街道，这是一座俯瞰大海的小型中世纪村庄，具有美丽的阿拉贡

城堡，您可以在那里享用美味意大利冰淇淋。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意大利夏季路线1号



第6天：凝灰岩之城考古公园（约18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出发前往迷人的Tufo凝灰岩之城考古公园，游览”索瓦

纳，索拉诺和皮蒂利亚诺”地区的伊特鲁里亚遗址。 

在羊肠小道徒步一小段距离之后，令人着迷的远足小径在凝灰岩丘陵中缓缓展

开，随机带领我们通往著名的Idebranda墓区的伊特鲁里亚大墓地，该地是伊

特鲁里亚最重要的纪念地之一;

我们继续参观皮蒂利亚诺，该地的凝灰岩悬崖是由一千个洞穴和塔房组成，该

地的房子建立于凝灰岩墙壁的悬崖之上，并且与悬崖峭壁保持着相同的垂直

线。我们将参观当地的每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明: 从新石器时代的伊特鲁里亚

古墓，到中世纪的德思奇，再到奥尔西尼，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诺布尔·罗曼

家庭。我们在狭窄的街道休闲漫步，欣赏着古老的房子，进入犹太人区: 自15

世纪以来，该庞大活跃的犹太社区逐步安定下来，使得这里获得了“小耶路撒

冷”的名字。

我们结束该地的参观，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7天：格罗塞托 –佛罗伦萨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佛罗伦萨：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地”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们将观赏圣母百花大教堂，领主广场，与旧宫，老桥等名胜古迹，当晚下榻

于当地酒店。

第8天：佛罗伦萨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上午我们参观乌菲兹博物馆：意大利最重要的美术馆之

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 它还是美第奇家族遗留给世间最丰富宝贵的财

富。

下午自由商场购物活动，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9天：佛罗伦萨 – 比萨 – 拉斯佩齐亚（16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比萨。 参观奇迹广场上的著名比萨斜

塔，大教堂和洗礼堂所，该广场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游览结束后，继续前往拉斯佩齐亚享用晚餐，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0天 五渔村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游览五渔村。这是一个迷人的海岸线，散布着海

湾与岩石，以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古老渔村。 我们乘坐一

个小船从里约马焦雷开始到Vernazza，然后继续前往著名的Monterosso al 

Mare。随后我们 返回Venere港口，在美丽的海滨村庄散步。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1天：菲诺港 - 拉帕洛（约9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著名的气候观测站以及被绿色环绕的海滨

度假胜地:菲诺港Portofino，这是一个以制造国际喷气机而闻名的小码头。大

家将会有自由时间参观港口和自由购物活动，随后前往拉帕洛Rapallo: 以其

传统花边和手工蕾丝而闻名，也是自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知识分子最喜爱的目的

地。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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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天：拉帕洛 – 米兰（约15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前往米兰。抵达后，我们参观斯福尔扎城

堡，Sant’Ambrogio大教堂与公园，直至Navigli运河艺术区，你可以自主选

择乘船进行河上观光；随后，我们参观哥特式风格的米兰大教堂；晚餐之后，

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3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参观现代时尚之都:米兰。步行于Porta Nuova新

区，其特点是大胆设计和具有未来感的建筑而闻名：垂直森林的摩天大楼，该

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摩天大楼。

我们可以在Eataly餐厅自由购物与享用午餐，Eataly是”意大利制造”认证品

牌的食物天堂。随后，我们步行至布雷拉艺术区，该区遍布众多的设计师工作

室与设计精品店，通过全新的展览空间设计来提高质量，同时，通过传统结合

创新的设计特征。游览于这些商店之间，您可以找到壁画，家具面料，配件，

服装及陶瓷等各种设计精品。

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4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当天在拿破仑大街、Spiga街观赏高级时装精品店和二

世长廊与购物。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5天：米兰 - 出发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领队把团队送到机场，协助团队办理退税与登机手续，

结束愉快的旅程，结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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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罗马

下午抵达罗马，领队在机场等候贵宾团队，接上团队前往市区，办理酒店入住

手续，享受晚餐与休息。

第2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团队与导游一起参观罗马城市。首先我们将参观梵蒂冈

博物馆，欣赏烛台陈列廊、挂毯馆、地图廊等展出的杰作，以及米开朗琪罗在

西斯廷礼拜堂的宏伟创世纪壁画。随后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的内部参观，这是

天主教精神的中心，它拥有许多杰作，如米开朗基罗的圣殇。 下午走进市中

心，欣赏首都最美丽的广场：纳沃纳广场、西班牙台阶、被誉为”建筑奇观”

的山上天主圣三教堂，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3天：罗马

早晨于酒店用餐。

这一天我们将游览永恒之城

古罗马遗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人类遗产。见证着罗马的辉煌历

史的斗兽场，是城市最大的竞技场；Flavian圆形露天剧场，众所周知的就像

罗马斗兽场建于公元2世纪，这座原用于角斗士战斗和娱乐的建筑物，包括帝

罗马遗址的考古区域，作为2007年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团队返回酒店休息。

第4天 : 罗马 –卡帕尔比奥 –山脉 – 格罗塞托（约228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出发去托斯卡纳。

塔罗牌花园是第一站，这是一个主题公园，由折衷主义艺术家Niki de Saint 

Phalle创造了一种精神上的旅程，其雕塑具有由塔罗牌最伟大的阿拉基塔人所

启发的象征性和深奥意义; 稍作休息，品尝当地特色葡萄酒和奶酪。

随后，我们继续参观Argentario山脉，这是一个小海角，当地山脉被地中海植

被覆盖，静静屹立在格罗塞托海岸的蓝色水域里。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5天：格罗塞托 –ROSELLE – 格罗塞托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参观公元前3世纪末Roselle迷人的考古遗址：罗马

尔（Romanelleque Etruscan）起源的古镇。截止目前为止，12座伊特鲁里亚

城市仍然是一个有趣与迷人的考古遗址。 下午继续漫步格罗塞托历史中心的

大街小巷，观赏迷人的小村庄，雄伟的罗马式哥特风格的大教堂和壮观遗址。

，随后参观MAAM（Maremma的考古博物馆）。晚饭后，我们穿越castiglioni 

di pescaia的街道，这是一座俯瞰大海的小型中世纪村庄，具有美丽的阿拉贡

城堡，您可以在那里享用美味意大利冰淇淋。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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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凝灰岩之城考古公园（约18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迷人的凝灰岩之城考古公园，游览”索瓦

纳，索拉诺和皮蒂利亚诺”地区的伊特鲁里亚遗址。 

在羊肠小道徒步一小段距离之后，令人着迷的远足小径在凝灰岩丘陵中缓缓展

开，随机带领我们通往著名的Idebranda墓区的伊特鲁里亚大墓地，该地是伊

特鲁里亚最重要的纪念地之一;

我们继续参观皮蒂利亚诺，该地的凝灰岩悬崖是由一千个洞穴和塔房组成，该

地的房子建立于凝灰岩墙壁的悬崖之上，并且与悬崖峭壁保持着相同的垂直

线。我们将参观当地的每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明: 从新石器时代的伊特鲁里亚

古墓，到中世纪的德思奇，再到奥尔西尼，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诺布尔·罗曼

家庭。我们在狭窄的街道休闲漫步，欣赏着古老的房子，进入犹太人区: 自15

世纪以来，该庞大活跃的犹太社区逐步安定下来，使得这里获得了“小耶路撒

冷”的名字。

我们结束该地的参观，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7天：格罗塞托 – 锡耶纳 –圣吉米尼亚诺 – 佛罗伦萨（约16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锡耶纳。导游带领大家游览城市古城区，

其特色是著

贝壳形田野广场，以独特的建筑外形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然

后继续前往圣吉米尼亚诺：一座典型的古老中世纪村庄，其坐落于甜美的托斯

卡纳山脉当中。 晚上抵达佛罗伦萨入住酒店休息。

第8天：佛罗伦萨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游览佛罗伦萨：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

界人类文化遗产地”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将

观赏圣母百花大教堂，领主广场，与旧宫，老桥等名胜古迹，当晚下榻于当地

酒店。

第9天：佛罗伦萨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上午我们参观乌菲兹博物馆：意大利最重要的美术馆之

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 它还是美第奇家族遗留给世间最丰富宝贵的财

富。

下午自由商场购物活动，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0天：佛罗伦萨 – 摩德纳 （约132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出发前往摩德纳，摩德纳是一个古老的城镇，拥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我们参观恩佐法拉利博物馆

和马拉内罗法拉利工厂，那里展现了世界各地知名跑车，了解杰出汽车的起源

与发展史。品尝经典的特色午餐之后，我们将品尝最有名的“液态黄金”: 摩

德纳香醋。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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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天：帕尔马 - TORRECHIARA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游览帕尔马。这是一座贵族城市，也是著名人物”

威尔第”、”托斯卡尼尼”、”派格尼尼”的诞生地，更是广为人知的美食之

都。当地的每条街道与宫殿都传递着和谐的艺术与文化。下午，我们游览中世

纪的小村庄：托雷奇拉拉的一座十五世纪堡垒。

晚餐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2天：摩德纳 – 米兰（约150公里）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前往米兰。抵达后，我们参观斯福尔扎城

堡，Sant’Ambrogio大教堂与公园，直至Navigli运河艺术区，你可以自主选

择乘船进行河上观光；随后，我们参观哥特式风格的米兰大教堂；晚餐之后，

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3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我们参观现代时尚之都:米兰。步行于Porta Nuova新

区，其特点是大胆设计和具有未来感的建筑而闻名：垂直森林的摩天大楼，该

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摩天大楼。

我们可以在Eataly餐厅自由购物与享用午餐，Eataly是”意大利制造”认证品

牌的食物天堂。随后，我们步行至布雷拉艺术区，该区遍布众多的设计师工作

室与设计精品店，通过全新的展览空间设计来提高质量，同时，通过传统结合

创新的设计特征。游览于这些商店之间，您可以找到壁画，家具面料，配件，

服装及陶瓷等各种设计精品。

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4天：米兰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当天在拿破仑大街、Spiga街观赏高级时装精品店和二

世长廊与购物。晚餐之后，当晚下榻于当地酒店。

第15天：米兰 - 出发

早晨于酒店用餐之后，领队把团队送到机场，协助团队办理退税与登机手续，

结束愉快的旅程，结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