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費包括 : 團費不包括 :

國泰航空往返 ( 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機場稅 ) 餐膳中之酒水費用

行程中酒店住宿或同級數（連每天酒店早餐） 簽證費用

行程中所指定膳食安排 個人之旅遊保險

隨團出發之領隊服務  （免收小費） 酒店內之雜項 ( 如電話費 , 洗衣費等 )

當地導遊及司機服務  （免收小費）

18 至 20 座觀光專用車

行程所列之觀光入場費

註 ： 以小團組形式出發 ( 十人成團，以十六位客人為上限 )。

團費

港幣 $50,999 每位

 單人房附加費

港幣 $16,999 每位

交通資料：乘國泰航航空 (CX) 豪華客機經濟艙直航往返 (註：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  羅馬 約凌晨00︰10起飛 / 同日早上06 : 50抵達

羅馬  香港 約中午12︰30起飛 / 翌日早上06 : 25抵達

香港 回程香港 

義大利 ( 葡萄酒之旅 ) 九天尊鑄遊

義大利南部是一個地理概念。其範圍大致上相當於古代的那不勒斯王國。一般包括了今日的巴斯
利卡塔、坎帕尼亞、卡拉布里亞、普利亞、莫利塞五個大區，有時還包括阿布魯佐、拉齊奧南
部、西西里島和撒丁島，而阿瑪菲海岸是義大利南部薩雷諾省索倫托半島南側的一段海岸線，
阿瑪菲海岸其崎嶇的地形，如畫的美景，城鎮的獨特和多樣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阿馬爾菲海岸 羅馬市

行程編號 ITROMROM09MG

羅馬城區羅馬市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阿爾多布蘭別墅 (Villa Aldobrandini) : 位於弗拉斯卡蒂施加廣

場的山崗上，而且被一個2500平方米的花園包圍，加上各式的噴

泉和不同層次台階石柱，構成一幅美麗圖案。

塔斯卡盧姆 (Tusculana）: 是世界上最大的羅馬城市的阿爾班

山之一。塔斯卡盧姆遺址位於Tuscolo山，更具體的阿爾班火山

的火山口外側的環北部邊緣。火山本身坐落在阿爾班山6公里（4

哩）現今弗拉斯卡蒂鎮的東北部。

Castel de Paolis 酒莊 : 坐落於於中世紀城堡及古羅馬廢墟上。

酒莊保存了古羅馬時代的地下宮殿，並用以儲存多桶優越的葡

萄酒。客人可品嚐莊園香醇的紅酒和白酒，如 Campo Vecchio, 

Frascati Superiore 和Rosathea 等。

聖瑪麗亞修道院 (Exarchic Monaster y of Santa Maria) : 又
名St. Nilus的希臘形式修道院，始建於1004，由一群來自卡拉布里

亞僧侶創辦。它獨特之處在同時保留了拜占庭儀式和羅馬教會的

寺院傳統。

馬里諾 (Marino) : 是義大利拉齊奧大區羅馬省的一座城市，素

有小酒都之稱，按傳統每年十月葡萄酒節，城倫十七世紀紀麟爾

人噴泉都會噴出葡萄酒，以示慶祝。

岡道爾夫堡 (Castel Gandolfo) : 是一個在義大利羅馬東南方

30公里的小鎮，岡道爾夫堡高踞在阿爾巴諾山上，俯視阿爾巴諾

湖，風景優美，是教宗的夏日別墅所在地，至今已有400多年歷

入住 ： St. Regis Rome  或同級 

第一天
香港 > 羅馬 (機程約12小時50分鐘 ) > 奧斯提亞古城 >  
Vineria Reggio (品酒) > 下午自由享用酒店設施

奧斯提亞古城 (Ostia Antica) : 距離羅馬大約25公里，雖然較

遠，但是卻有〝小龐貝城〞之稱。在2000年前，這座現在是斷垣

殘壁的古城是羅馬非常活躍的國際港口。在羅馬黃金時代，這裡

的人口超過10萬。在奧斯提亞可以看到意識廣場、浴場、神廟等

遺跡，也可以參觀展示當地考古發現的博物館。除此之外，還是

運送葡萄酒的重要港口。

Vineria Reggio Bar : 酒吧的歷史可追溯至1896年，其內部保

留十六世紀的天花裝飾，而牆壁上則排列著六百多款葡萄酒，算

是城中最古老的酒吧所以這裡一直是葡萄酒喜愛者交流集中地。

入住  :  Park Hotel Villa Grazioli 或同級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地道餐館。
晚餐 ： 地道餐館。

早餐 ： Ca�è Greco (輕食) 

午餐 ： Antico Arco (新派義大利菜) 

晚餐 ： 費用自理。

第二天
羅馬 > 羅馬城區 > 弗拉斯卡蒂 > 阿爾多布蘭別墅 > 
塔斯卡盧姆 > Castel de paolis 酒庄品酒 > 聖瑪麗亞修
道院> 岡道爾夫堡

弗拉斯卡蒂 (Frascati) : 是義大利中部羅馬省拉丁區的一個小

鎮，位於羅馬市東南20公里處，面積22平方公里，人口二萬餘。

弗拉斯卡蒂鎮風景秀麗，以其眾多的教宗別墅而聞名。



第三天
羅馬城區 > 坎帕尼亞區 > 龐貝古城 > 博斯科雷亞萊 > 
阿馬爾菲海岸

龐貝古城 (Pompeii) : 為古羅馬城市之一，位於義大利南部那不

勒斯附近，那波利灣的岸邊，維蘇威火山西南腳下10公里處，以

紀念古羅馬政治及軍事家格奈烏斯·龐培，龐培於1979年8月24日

被維蘇威火山爆發時的火山灰覆蓋。

博斯科雷亞萊國立古物展示館 (Boscoreale Antiquarium) : 博
物館對維蘇維火山噴發前的城市生活有詳細介紹，彷彿帶你返

回到多年前的繁華古城，還展示古時貴族儲存葡萄酒特大陶器 - 

Dolia。

入住 : Grand Hotel Excelsior Vittoria  或同級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地道餐館。
晚餐 ： 地道餐館。

入住 : Grand Hotel Excelsior Vittoria  或同級 

入住 : Grand Hotel Excelsior Vittoria  或同級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地道餐館。

晚餐 ： 地道餐館。

第四天
阿馬爾菲海岸  > 上午自由享用酒店設施  > Marisa 
Cuomo酒莊品酒

阿馬爾菲海岸 (Amalif Coast) : 是義大利南部薩萊諾省索倫托

半島南側的一段海岸線，西面到波西塔諾，東面到海上維耶特

利。沿著阿馬爾菲海岸的城鎮有維耶特利蘇瑪雷、切塔拉、馬奧

萊、米諾利、拉韋洛、斯卡拉、阿特拉尼、阿馬爾菲、康加德馬

里尼、福羅瑞、普萊亞諾和波西塔諾。

Marisa Cuomo酒莊 : 酒莊的白葡萄酒“Furore”獲得2006年 

Fioduva Awards，葡萄酒中之奧斯卡獎，這聲譽令 Marisa Cuomo 

成為意大利最負盛名的葡萄酒莊之一。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費用自理。

晚餐 ： 地道餐館。

第五天
阿馬爾菲海岸> 托雷安農齊亞塔別墅> Mastroberdino
酒莊品酒

托雷安農齊亞塔別墅 (Oplontis Villa) : 是一個古老羅馬時付別

墅，於那不勒斯和索倫托之間的海邊。它也被稱為沙地柏別墅，

由皇帝尼祿所擁有，相信是用作他和第二個妻子沙地柏居住，亦

作為她的主要住所時，內部的壁畫描繪了早期羅馬帝國富裕市民

的生活。

Mastroberdino酒莊 : 家族對保留古羅馬栽培葡萄和釀酒的技術

有擧足輕重的貢獻，因而獲得龐貝考古監管局授担當古城葡萄園

種植原有品種的工作。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早餐  ： 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於航機上。
晚餐 ： 於航機上。

第六天
阿馬爾菲海岸 > 伊爾皮納 > Feudi di San Gregorio 酒莊
品酒 > Montevertrano酒莊品酒

伊爾皮納 (Iprina) : 意大利最古老的葡萄生產區。

Feudi di San Gregorio 酒莊 : 欣賞莊園酒窖的獨特建築，參觀

陶樂西地區 (Taurasi) 具歷史性的老葡萄園和完全與伊爾皮尼亞環

境生態融合的新葡萄園。品嚐莊園的各種產品，包括認為意大利

最優雅而強烈的紅葡萄 - Taurasi。

Montevertrano酒莊 :  曾為波旁王朝的產業。酒主  S l iv ia 

Imparato 歡迎客人品嚐獨特的葡萄酒，包括由葡萄品種赤霞

殊，品麗珠，梅鹿輒和  Aglianico Taurasi 組成的星級葡萄酒 

“Montevertrano”。

夜宿於航機上

第九天
香港

航機於是日早上抵達香港，行程到此完畢。

LT-ITROMROM09MG

注意事項﹕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
小童不佔床為標準。如單人報名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女之情況，旅
客須補回單人房差額。

2. 免收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團費已包括十萬元之平安保險，但不
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費及飛機燃油附加費；遊輪港口服務費、碼頭
稅及遊輪燃油附加費。另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
徵費的服務費每位港幣30元。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
而導致成本上升，本社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
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
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社可將訂位作廢，已繳之所有款項 (包括團
費及各項額外費用) 將不發還及不會撥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
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
位為準。而各項價目及細則，期間如有更改則以報名為準，恕不另行 
通知。

4.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
險。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自備綜合旅遊保險。若旅客於
出發前14天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本社將會取
消客人之訂位及可能扣除旅客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此條款只適用於旅
行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條款」
及「旅客須知」。旅客可於新歷遊網站 (www.leisurelytours.com) 下載
或向本社職員索取。

6. 於2011年7月1日起報名參加旅行團，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
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
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
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或向本社職員查詢。

入住 : Grand Hotel Excelsior Vittoria  或同級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地道餐館。

晚餐 ： 費用自理。

第七天
阿馬爾菲海岸 > 拿坡里 > Terre del Principle酒莊品酒 
>羅馬

拿坡里 (Naples) : 是義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坎帕尼亞大區

以及拿坡里省的首府。城市面積117平方公里，人口略低於100

萬。拿坡里都會區有大約380萬人人口，是僅次於米蘭和羅馬的

義大利第三大都會區和歐洲第15大都會區。拿坡里地區也是義大

利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Terre del Principle酒莊 : 酒莊集中培植坎帕尼亞大區的三種

本土葡萄品種- Pallagrello Bianco; Pallagrello Nero 和 Casavecchia。

客人可漫步於精巧扇型設計的葡萄園 “Vigna del Ventaglio”，

並品嚐香醇可口的葡萄酒，包括榮獲2014年 Gambero Rosso Tre 

Bicchieri Award的“Centomaggio 2011”。

第八天
羅馬 > 香港 (機程約12小時05分鐘 )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坐國泰航空公司客機，直航返回香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