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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校友會

2020 義大利羅馬三天兩夜遊 

*以上為參考航班，正確航班時刻表視航空班次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10/9(五) 第一天 羅馬市區觀光 (全天行程) 

【聖天使城堡】（義大利語：Castel Sant'Angelo）是義大利羅馬的一座城堡，該建築位於台伯河畔，鄰

近梵蒂岡教廷，聖天使城堡首先作為阻止西哥德人和東哥德人入侵的要塞，然後被當作監獄使用，最後

改建成一座華麗的羅馬教皇宮殿。現在聖天使城堡已成為一座博物館，也成為當地的旅遊景點之一。公

元 6 世紀，教宗格列哥里一世巡遊經過此地，見到天使長米迦勒（Michael）顯像，城堡因而得名。 

 

【古羅馬廣場】 （拉丁語：Forum Romanum）位於義大利羅馬帕拉蒂尼山與卡比托利歐山（Collis 

Capitolinus）之間，它是古羅馬時代的城市中心，包括一些羅馬最古老與最重要的建築。 

 

【圓形競技場】（義大利語：Colosseo，英語：Colosseum，又譯作羅馬鬥獸場、羅馬大角鬥場、羅

馬圓形競技場、科洛西姆或哥羅塞姆；原名弗萊文圓形劇場，拉丁語：Anfiteatro Flavio / 

Amphitheatrvm falvvm）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形角鬥場，建於公元 72 年-82 年間，現僅存遺蹟位

於現今義大利羅馬市的中心。羅馬競技場是卵形的圓形劇場，也是目前最大的圓形劇場，使用材料包

括洞石、凝灰岩及磚飾面的混凝土。 

羅馬競技場估計可以容納五萬至八萬名觀眾，平均觀眾約六萬五千人。羅馬競技場用來進行角鬥士的

比賽、海戰表演（不過只有短暫的時間，後來鬥獸場地下室就開始安裝其他的設備了）、處決、重要

戰役的歷史重演、以及演出以羅馬神話為基礎的戲劇。在中世紀前期已不再將羅馬競技場用在娛樂用

途，後來用作住宅、工作坊、聖職人員宿舍、防禦工事、採石場以及基督教聖地等用途。 

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10/8 國泰航空 CX-531 台北 香港 19:50 21:55 1 小 40 分 

10/9 國泰航空 CX-293 香港 羅馬 00:40 07:35 12 小 55 分 

10/22 國泰航空 CX-292 羅馬 香港 13:05 06:25+1 11 小 20 分 

10/23 國泰航空 CX-564 香港 台北 08:10 10:00 1 小 50 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C%AF%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8%92%82%E5%B2%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91%E7%8B%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B%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836%E4%B8%96%E7%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836%E4%B8%96%E7%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5%88%97%E5%93%A5%E9%87%8C%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6%8B%89%E8%92%82%E5%B0%BC%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AF%94%E6%89%98%E5%88%A9%E6%AC%A7%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D%97%E9%A9%AC%E6%97%B6%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D%97%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3%E5%BD%A2%E5%8A%87%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E%E7%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9D%E7%81%B0%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87%9D%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92%E9%AC%A5%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6%88%98%E8%A1%A8%E6%BC%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7%A5%9E%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E5%89%8D%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5%BE%A1%E5%B7%A5%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9F%B3%E5%9C%BA


 

 

【君士坦丁凱旋門】（義大利語：Arco di Costantino）是位於羅馬的一座凱旋門，位於羅馬競技場與帕

拉蒂尼山之間。君士坦丁凱旋門是為了紀念君士坦丁一世於 312 年 10 月 28 日的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中

大獲全勝而建立的。君士坦丁凱旋門也是羅馬現存的凱旋門中年代最晚的一座。 

【巴拉丁諾山】（拉丁語：Collis Palatium 或 Mons Palatinus）是羅馬七座山丘中位處中央的一座，

其為現代義大利羅馬市裡所保存的最古老的地區之一。其高約 40 多米，在山頂上往下望，一側為古羅

馬廣場，另一側為大競技場。 

 

 

 

【下車參觀】:巴拉丁諾山、君士坦丁凱旋門、古羅馬廣場、西班牙廣場 

【門票】: 聖天使城堡、羅馬競技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6%97%8B%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7%AB%B6%E6%8A%80%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6%8B%89%E8%92%82%E5%B0%BC%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6%8B%89%E8%92%82%E5%B0%BC%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4%B8%80%E4%B8%96_(%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0%94%E7%BB%B4%E5%AE%89%E5%A4%A7%E6%A1%A5%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4%B8%83%E5%BA%A7%E5%B1%B1%E4%B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E%85%E9%A6%AC%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E%85%E9%A6%AC%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AB%B6%E6%8A%80%E5%A0%B4


 

早餐／X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15 晚餐／西式四道式 $25 

• 住宿／Sheraton Roma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或 

• Sheraton Parco de' Medici Rome Hotel 或 同級 

10/10(六) 第二天 羅馬市區觀光 (全天行程) 

【梵諦岡博物館】（義大利語：Musei Vaticani）位於梵蒂岡城內，由羅馬梵蒂岡大道（Viale 

Vaticano）可達。梵蒂岡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博物館之一，其中的藏品是多個世紀以來羅馬天主

教會收集、積累的成果。1984 年博物館作為梵蒂岡城一部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16 世紀時，教宗

儒略二世創建了博物館。遊客在遊覽梵蒂岡博物館時會經過由米開朗基羅裝飾的西斯廷小堂和拉斐爾

房間（Stanze di Raffaello）。 

【聖彼得大教堂&西斯汀教堂】是位於梵蒂岡的天主教宗座聖殿，建於 1506 年至 1626 年，為天主教

會重要的象徵之一[2]。作為最傑出的文藝復興建築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其佔地 23,000 平方米，可容

納超過六萬人，教堂中央是直徑 42 米的穹窿，頂高約 138 米，前方則為聖伯多祿廣場與協和大道。

雖然並不是所有天主教教堂的「母堂」、亦非羅馬主教（教宗）的主教座堂，聖伯多祿大殿仍被視為

是天主教會最神聖的地點。 

【萬神殿】又譯萬神殿、潘提翁神殿，位於今義大利羅馬，古羅馬時期的宗教建築，後改建成一座教

堂，是古羅馬時期重要的建築成就之一。公元 609 年拜占廷皇帝將萬神廟獻給羅馬教皇卜尼法斯四

世，後者將它更名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Santa Maria ad Martyres），這也是今天萬神廟的正式名

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8%92%82%E5%86%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B5%E8%92%82%E5%86%88%E5%A4%A7%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A4%A9%E4%B8%BB%E6%95%99%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A4%A9%E4%B8%BB%E6%95%99%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5%84%92%E7%95%A5%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5%84%92%E7%95%A5%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C%80%E6%9C%97%E5%9F%BA%E7%B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AF%E5%BB%B7%E5%B0%8F%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6%96%90%E5%B0%94%E6%88%BF%E9%97%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6%96%90%E5%B0%94%E6%88%BF%E9%97%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8%92%82%E5%B2%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5%BA%A7%E8%81%96%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4%BC%AF%E5%A4%9A%E7%A5%BF%E5%A4%A7%E6%AE%BF#cite_note-rv_history-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89%BA%E5%A4%8D%E5%85%B4%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C%80%E5%A4%A7%E6%95%99%E5%A0%82%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7%B1%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4%BC%AF%E5%A4%9A%E7%A5%BF%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F%E5%92%8C%E5%A4%A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8D%E5%A0%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7%BE%85%E9%A6%AC%E6%95%99%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D%97%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9C%E5%8D%A0%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C%E5%B0%BC%E6%B3%95%E6%96%AF%E5%9B%9B%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C%E5%B0%BC%E6%B3%95%E6%96%AF%E5%9B%9B%E4%B8%96


 

【下車參觀】:許願池、納沃納廣場 

【門票】: 梵諦岡博物館、西斯汀教堂、聖彼得大教堂、萬神殿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15 晚餐／西式四道式 $25 

• 住宿／ Sheraton Roma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或 

• Sheraton Parco de' Medici Rome Hotel 或 同級 

10/11(日) 第三天 羅馬-奇維塔偉基亞碼頭 Port of Civitavecchia 

 

【柏爾蓋賽美術館】（義大利語：Museo e Galleria Borghese）是義大利的一座美術館，位於羅馬的博

爾蓋塞別墅。美術館主要收藏義大利文藝復興和巴洛克繪畫。美術館的建築在歷史上曾是博爾蓋塞家族

的住所，於 1613 年開始施工，1620 年完工。1903 年之後，這裡成為義大利的國立美術館，以收藏世

界上數量最多的卡拉瓦喬作品以及大量貝尼尼雕塑聞名。 

 

 

 

 

 

 

 

 

 

 

【門票】:柏爾蓋賽美術館 

 

註 1：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註 2：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

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X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A1%93%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8%BE%E8%93%8B%E5%A1%9E%E5%88%A5%E5%A2%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8%BE%E8%93%8B%E5%A1%9E%E5%88%A5%E5%A2%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6%96%87%E8%97%9D%E5%BE%A9%E8%8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E7%B9%AA%E7%9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8%BE%E8%93%8B%E5%A1%9E%E5%AE%B6%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8%BE%E8%93%8B%E5%A1%9E%E5%AE%B6%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8B%89%E7%93%A6%E4%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5%B0%BC%E5%B0%BC


 

 

 

 

 

 

 

北一女校友會-義大利羅馬之旅 3 天兩夜(國泰航空) 

連絡人 北一女校友會- 鄭向真 小姐 

報價日期 108/12/4 預定出發日期 109 年 10 月 08 日 

出發 

 

報 

價 

基 

礎 

預計 10/08 出發報價  

 

25 人以上  NTD 55,000 元 (稅簽險) 

單房差 5,000 元  

機位需求作業金每人 10,000 人/元 

報價包含 報價未含 

※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約 3 萬) 

※500 萬強制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燃油附加費 

※全程依行程表所列應備之食宿、門票。 

※參考飯店如行程附件 

※導遊、司機小費(2.5 天) 

※10/22 回程碼頭送到機場 

 

※其他純屬私人之消費 

※床頭小費、行李小費 

※參團新辦護照工本費 1,500 元 

 

備

註 
費用將會依燃油稅金及匯率有所變動,本報價僅適用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 

 

 

 

巨大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562-3859 #1308 

0963-058-019 

FAX：02-2562-3869 

ADD：104 台北市松江路 220 號 10 樓 

專案窗口:鄭守翔 Harry 先生  

‧ 

 



 

 

鄭守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