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他 - 藍窗

地中海

12天 塞蒲路斯．馬爾他．西西里島．龐貝古城

尼科西亞


（經杜拜轉機）
香港


拉納卡

利馬索

羅馬
拿波里

RI12

． 遍遊古城：西拉庫莎 ( UNESCO ) 、神殿之
谷(UNESCO)、卡爾塔吉內(UNESCO)、龐
貝古城 ( UNESCO ) 、陶美娜、華雷塔、帕
福斯(UNESCO)
． 馬耳他：往中古世紀城鎮梅迪那市，乘船
遊覽馬耳他姊妹島「戈佐島」，參觀維多
利亞舊城堡及藍窗，暢遊「藍洞」
． 塞浦路斯：希臘神話中愛神「阿芙羅狄特」
誕生地，暢遊首都尼科西亞、第二大城市
利馬索、帕福斯及著名南北分界「綠線」
． 蜜月勝地卡布里島，遊覽山中湖洞「藍洞」
，湖水冰藍，清徹見底

卡布里島
巴勒摩
卡塔尼亞

戈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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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羅馬 (意大利)～拿坡里
Hong Kong  Rome (Italy)～Napoli
團友請於早一晚齊集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
協助辦理登機及行李過磅手續，於凌晨乘搭豪華廣體
客機由香港經杜拜轉機飛赴羅馬。抵達後車往拿坡里
。
早餐
航機上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酒店
住宿 : NAPLES HOTEL 或同級

府—巴勒莫。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客輪上
住宿 : SNAV 客輪（二人一房）

第四天
諾曼宮～大教堂～普雷托利亞廣場～皇室山
Palazzo Dei Normanni～Duomo～
Piazza Pretoria～Monreale

第二天
卡布里島～藍洞～拿波里
Capri～Blue Grotto～Naples

諾曼宮

卡布里島

是日於碼頭乘船前往歐洲富有詩意的蜜月勝地 ─ 卡
布里島，參觀著名的藍洞，團友乘小艇進入窄小的洞
窟，湖水經陽光從洞口進來的光線折射下，形成神秘
的螢光藍，令人著迷。 ( 注：若因天氣或水位問題而
取消藍洞乘船，將改為乘坐觀光吊車遊覽Anacapri)
早餐
酒店

參觀十二世紀時由當時諾曼王威廉二世所建的皇宮及
巴勒摩大教堂，現仍保存得極完整的馬賽克畫實為不
可多得之作，前往普雷托利亞廣場，廣場保留了16世
紀的噴泉，盡覽巴洛克及文藝復興風格；遊畢前往皇
室山，蒙雷阿萊主教座堂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諾曼式
建築，它協調地將拜占庭鑲嵌藝術、阿拉伯建築風格
以及諾曼式樣融合於一身。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NAPLES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龐貝古城 (UNESCO)～葡萄園酒莊
巴勒摩 (西西里島) (船程時間約：2000-0630+1)
Pompeii (UNESCO)～Wine tasting
Palermo

普雷托利亞廣場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POLITEAMA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亞格里琴敦～神殿之谷 (UNESCO)
Agrigento～Valley of Temples

龐貝古城

是日前往龐貝古城，古城曾經是羅馬帝國時期一個繁
華興旺的城市，於西元前79年被火山爆發時的火山
灰埋沒。城內除了可欣賞古城遺跡外，還可於博物館
參觀石膏人像和動物像，石膏像呈現了當時火山爆發
間被熔漿奪去生命的慘狀。接著前往釀酒區參觀葡萄
園酒莊品嚐葡萄酒。遊覽完後乘客輪前往西西里島首

神殿之谷

前往亞格里琴敦，在神殿之谷山脊上保留了許多希臘
式神廟建築，始建於西元前五世紀，兩千年來一直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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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這片土地之上是意大利境外最著名的古希臘建築
群之一。神殿位於翠綠的山巒之上，俯瞰著碧藍的大
海，遠望無邊界的蒼穹。其中：協和神殿 (Tempio
della Concordia) 是如今此地唯一保存較為完整的神
廟。 宙斯神廟 (Tempio di Giove) 如今已成廢墟，但
是龐大的殘骸，還是能讓人想像得到曾經的輝煌。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 : COLLEVERRDE PARK HOTEL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 : KATANE PALACE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西拉庫莎 (UNESCO)～聖母之淚教堂～
波札洛 (約2小時船程)
華雷塔 (馬爾他)
Siracusa～Church of Weeping Madonna～
Pozzallo
Valletta (Malta)

第六天
卡爾塔吉內 (UNESCO)～卡薩爾古羅馬別墅
(UNESCO)～意大利小鎮風情桃米拿城～卡塔尼亞
Caltagirone～Villa Romana del Casale～
Taormina～Catania
西拉庫莎

聖母教堂

是日往卡爾塔吉內，該市的主要地標是聖山聖母教堂
前巨大的台階，142級，1608年修建。每一級台階都
裝飾著不同的手工裝飾陶瓷，使用沿襲千年的傳統樣
式。每年7月25日，該市的主保聖人聖雅各伯慶日，
台階上排列不同顏色的蠟燭。續往卡薩爾古羅馬別墅
，該別墅建於約西元三世紀，貴族們夏日來此渡假打
獵及招待重要賓客，建築佔地極廣。其中最令人嘆為
觀止的，是那些以馬賽克拼貼來裝飾的地板。總面積
約一千多坪的馬賽克拼貼，題材廣泛，舉凡神話人物
、長達六十公尺的大狩獵場面、動物圖騰、貴族被僕
人以精油按摩、馬戲雜耍表演、仕女跳舞等等，完整
呈現當時貴族的奢華生活，是至今世上發現最豐富且
完整的作品。前往「世外桃源」陶美娜，位於海拔
250米高的海岸斷崖上素以山海景觀著稱，是一個由
古城牆圍繞的山城，氣候常年如春，風光如畫，是西
西里島的渡假勝地。途中更可眺望埃特納火山。埃特
納火山高3343米，是現今歐洲大陸最高的活火山。
遊畢往卡塔尼亞夜宿。

西拉庫莎保存許多西元前5世紀的希臘古跡，在市區
的一處考古區有200米長的祭壇、希臘劇場、探索樂
園以及羅馬圓形劇場等，這也是幾何學家「阿基米德
」的家鄉。繼而參觀聖母之淚教堂，據說教堂的聖母
像會不停留淚，吸引不少當地人及遊客前往。甚至在
1994年，前任教宗約翰保祿二世更親自為該教堂舉
行奉獻儀式。此外，有不少患病信眾於教堂誠心祈禱
後疾病康復，因此亦被稱為「神蹟教堂」。接著往波
札洛乘渡輪往馬爾他城市 ─ 華雷塔。( 註：如前往
馬爾他船因客滿或特別事故取消，將改乘航機，並收
額外附加費每位港幣700，敬請留意 )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 : 五星級 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八天
戈佐島～維多利亞～卡呂普索洞窟～
巨石神殿 (UNESCO)～藍窗
Gozo～Victoria～Calypso’s Caves～
Gantija Temple～Blue Window

巨石神殿

桃米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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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耳他是歐洲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年皆為旅遊季節
，四面環海，景色秀麗。首都華雷塔位於馬耳他本島
東部沿岸的半島之上，兩側為天然海港Marsmaxett
及Grand Harbour，是全國的主要海港。城內有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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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的建築，保留維多利亞式氣氛，建築物典雅
細緻，別具風格。是日乘船前往戈佐島。抵達後遊覽
首府 ─ 維多利亞。接著前往希臘神話的海之女神 ─
「卡呂普索」囚禁希臘英雄奧德修斯的洞穴。在狹小
的岩洞中遠望地中海，是欣賞戈佐島景色的最佳地點
之一。之後往巨石神殿，神殿大約建於公元前2800
年，所用的巨型石板與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時所用的
巨石相似。最後前往島上最著名景點 ─ 藍窗，欣賞
經海水侵蝕而形成窗戶形狀的岩石。並且安排乘船暢
遊洞穴，欣賞崖下石灰岩洞與冰藍的海水互相輝映。
(註：如船隻因天氣而停航，此活動將取消，改為岸
邊拍攝)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中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RADISSON BLU 或同級

是日前往利馬索遊覽庫里安古城，參觀供奉森林保護
女神的聖殿與古希臘羅馬劇場等遺址。前往傳說是愛
和美的女神阿芙羅狄特誕生地 ─ 帕福斯，因此這個
地方一直被奉祀為愛神聖地。繼而前往羅馬時期的城
都 ─ 帕福斯古城 (UNESCO)，遊覽聖保羅之柱、帝
皇墓地及別墅等古城名勝。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 : GOLDEN BAY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一天
尼科西亞～法馬古斯塔城門～大主教府～
聖約翰大教堂 (經杜拜)  香港
Nicosia～Famagusta Gate～Archbishop’s Palace～
St. John Cathedral (Via Dubai)  Hong Kong

第九天
華雷塔～聖約翰教堂～「寂靜之城」梅迪那 
拉納卡 (塞浦路斯)
Valleta～St. John’s Cathedral �Medina 
Larnaca (Cyprus)
法馬古斯塔城門

聖約翰教堂
是日前往聖約翰大教堂，是羅馬天主教在馬耳他的主
教堂之一，也是由馬耳他騎士團所建。接著往「寂靜
之城」─ 梅迪那，梅迪那曾經是馬耳他舊首都，因
此城內保存完整的中古世紀建築，團友可於古城俯覽
迷人的港口。遊畢飛赴塞浦路斯城市 ─ 拉納卡。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中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GOLDEN BAY HOTEL 或同級

尼科西亞以「綠線」分隔南北兩面：南部屬希臘，北
部為土耳其管轄，分界線由聯合國部隊把守。及後參
觀法馬古斯塔城門、主教府、途經尼科西亞古城、聖
約翰大教堂等景點。晚上乘坐航機，經杜拜轉機後返
回香港。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第十二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機下午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晚餐
自理

祝君旅途愉快!

註：
報名前請參閱本社網站內最新的細則及責任條款

第十天
利馬索～庫里安～帕福斯古城 (UNESCO)
Limassol～Kourion～Paphos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圖片只供參考
行程中，部份列名安排入內參觀的博物館﹑古堡皇宮或表演等，如休息關閉，此節
目則取消，如涉及有入場費則退回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則無款項退還，團友
不得回港再爭議或追索
旅行團服務費每人每天＄140（香港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尾站停留費每位＄1500起，以機位確定後收費為準。如機票於出發前仍未能確定，
客人必須隨團出發

帕福斯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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