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西西里岛 12 日路线

【恋上传说西西里】



行程特色：

※人类历史，世界遗迹，意式风情

※古迹建筑，文化积淀，流金岁月

※传说与现代交融，深度串游人气

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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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罗马-北京-巴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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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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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Leonardo Da Vinci International Airport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列奥纳多·达芬奇）国际机场是一座位于意大利

拉齐奥大区菲乌米奇诺的民用机场。1961 年首航后即成为罗马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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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机场占地面积 15.5 平方公里，有 4 条跑道、4 座航站楼。是

意大利最大的机场，也是意大利航空的枢纽。

开放时间

全年

联系方式

+39 06 65951

地址

Via dell' Aeroporto di Fiumicino, 320 00054 Fiumicino RM,Italy

到达方式

国际城市间飞机抵达/市内抵达采用自驾或者城市公共交通

主页

http://www.adr.i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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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巴勒莫蓬塔莱希机场

Aeroporto di Palermo Falcone e Borsell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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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莫机场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西北 35 公里，是意大利最

繁忙的机场之一。年处理客运量达到 4446142 人次。

开放时间

全年

联系方式

+39 800 541 880

地址

Località Punta Raisi, 90145 Cinisi PA, 意大利

到达方式

飞机/公共交通/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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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gesa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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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巴勒莫

【马车巡游西西里首府】

上午：流连于充满北非风情的☆Ballaro Market，随后参观★

蒙雷阿莱大教堂。

下午：搭乘马车游览巴勒莫古城，参观：★巴勒莫大教堂，★

诺曼王宫，☆四角场。

傍晚：在有“上帝的厨房”美誉的巴勒莫，品尝当地特色海鲜

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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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雷阿莱大教堂

Cattedrale Di Monreale

蒙雷阿莱，在西西里语里意为：”王室山“或国王的山丘。是该省的一个

小镇，位于巴勒莫市南 10 公里的山坡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诺曼

式建筑，也是诺曼底艺术的颠峰之作。教堂边上的诺曼修道院里阿拉

伯式的回廊如梦幻般漂亮。教堂附近临海边高地，可以俯视城市全

貌，非常漂亮。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六：08:30-12:45，14:30-17:00；

周日 8:00-10:00，14:30-17:00

地址

Cattedrale di Monreale Piazza Guglielmo II，1 90046 Monreale

PA， Italia

主页

http://www.cattedralemonreale.it/

巴勒莫大教堂

Cattedrale of Paler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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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莫大教堂(Cattedrale di Palermo)正面建于 14~15 世纪，正门的

廊柱是哥特风格，朝向广场的一侧是加泰罗尼亚风格的，被视为建筑风

格上的混合体。大教堂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存在，阿拉伯人征服以

后，改成清真寺，诺曼人再夺回来，改回教堂，几经改建。教堂始建于

1184 年，至 18 世纪最后完成，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

1184 年，主教在原有的清真寺基础上开始兴建诺曼式教堂，13 世纪开

始受到哥特式影响，15 世纪又融合了西班牙建筑风格；哥特式的双层

尖顶窗和拱门，加泰罗尼亚风格的门廊和柱子，后殿穆斯林风格的几何

图案都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教堂内部是诺曼式的半圆形殿堂，很大很

空旷，是诺曼皇室的墓地所在。大教堂的外观集伊斯兰教清真寺的设计

和基督教的建筑风格于一身，整体还是巴洛克风格。这已不仅仅是一座

普通的建筑物或简单意义上的主教堂，可将其视为记载西西里历史发展

的史书。

教堂中最有趣的是地上的十二星座铜线，铜线两边有大理石做的十二星座

图，据说光线会从教堂穹顶射进铜线上，不同月份在不同星座间移动。

开放时间

7:00-19:00

联系方式

+39 091 334373

地址

Corso Vittorio Emanuele, 90040 Palermo, 意大利



D2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cattedrale.palermo.it

诺曼皇宫

Palazzo dei Norman

诺曼人在 1072 年侵占了西西里岛，从此巴勒莫被视为西西里岛的首

府，诺曼宫被选为国王的寝宫。在中世纪的一段时间，这里是整个西

西里的中心。

诺曼皇宫在原来宫殿基础上进行改建，诺曼国王将原有的阿拉伯式宫

殿改建成为具有行政和寝宫的复合式宫殿，通过连廊和内部花园，把

所有的建筑相互连接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诺曼皇宫是所谓的阿拉伯-诺曼-拜占庭风格最好的实例，

这种风格是三种风格的融合体，在 12 世纪在西西里岛流行开来，也成

为如今西西里文化中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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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全票 8.5 欧，学生票 5 欧

开放时间

08:15-17:45（星期一-星期六 ）；08:15-13:00（星期日）

游玩时长

1-3 小时

联系方式

(39-91)7051111

地址

Piazza Indipendenza, 1, 90129 Palermo, 意大利

到达方式

诺曼皇宫位于巴勒莫市中心，步行可达

巴勒莫伊吉耶亚别墅大酒店-索菲特美憬阁

Grand Hotel Villa Igiea Palermo - MGallery by Sofi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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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莫伊吉耶亚别墅大酒店-索菲特美憬阁是一家在口碑极佳的帕勒莫酒

店，不管是深度游还是一日游，这家酒店都会是您的理想之选。 不论是

商务人士，还是观光游客，都可以尽情享受酒店内的设施和服务。秉承

“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巴勒莫伊吉耶亚别墅大酒店-索菲特美憬阁的工

作人员将为您提供最体贴入微的服务。 设计舒适，部分客房内可提供

平板电视, 镜子, 拖鞋, 无线上网, 无线上网(免费)等设施，可让您在

酒店享受惬意与舒适。 使用健身中心, 高尔夫球场(3 公里范围内), 室

外游泳池, 按摩, 日光浴等休闲设施，还可让您迅速恢复体力，精神焕

发。 巴勒莫伊吉耶亚别墅大酒店-索菲特美憬阁地理位置便捷，内部装

饰令人倍感舒适，是游览帕勒莫时的理想住宿选择。

酒店设施：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有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餐厅(Restaurant):有

电视(TV):有

洗衣间(Laundry):有

收费停车场(Parking (surcharge)):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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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Salita Belmonte,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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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阿格里真托

【入住世界文化遗产-神殿之谷】上午：前往阿格里真托

（160KM/2.5H），抵达后参观：☆土耳其阶梯

下午：漫步★神殿之谷，听导游讲述深厚的历史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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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阶梯

Scala Dei Turchi

悬崖海滩位于距离阿格里真托 15 公里远的地中海海岸，因其不一样

的悬崖颜色而著名，仿佛台阶一般。

地址

Realmonte

神殿之谷

Valle Dei Tem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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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谷(La Valle dei Templi)是自 1998 年来世界最重要的考古遗址

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在山脊上保留了许多希腊

式神庙建筑，始建于公元前五世纪，两千年来一直屹立在这片土地之

上，这里也是意大利境外最著名的古希腊建筑群之一。神殿位于翠绿

的山峦之上，俯瞰着碧蓝的大海，远望无边界的苍穹。其中：协和神

殿(Tempio della Concordia)是如今此地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神庙。

宙斯神庙（Tempio di Giove）如今已成废墟，但是庞大的残骸，还是

能让人想象得到曾经的辉煌。售票处位于朱诺神庙旁。

门票价格

10 欧元；神庙谷和考古博物馆通票：13.5 欧元

开放时间

协和神殿开放时间每天 8:30-19:00；宙斯神庙开放时间每天

9:30-19:00，最后入场时间：18:30。

联系方式

+39-09-2249-73-41

地址

Casa Sanfilippo,Strada Panoramica dei Templi

到达方式

可以从阿格里真托大巴车站对面售票处购买去神殿谷的公交车票，搭

乘 1、2、3 路公交车即可到达，往返车票 1.6 欧元。

主页

http://www.parcovalledeitempl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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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娜别墅酒店

Hotel Villa Athena

现代化的五星级 Villa Athena 酒店位于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区（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寺庙谷（Valley of the Temples）内，设有健康中心、室外游泳池和

免费停车场，各处均覆盖免费 Wi-Fi。

这幢典雅的 18 世纪别墅距离公元前 5 世纪的完美杰作 Temple

of Concordia 寺仅有 200 米。

酒店政策：

入住时间：14:00 - 00:00 时

退房时间：07:00 - 12:00 时

联系方式

+39 0922 596288

地址

Via Passeggiata Archeologica, 33, 92100 Agrigento AG,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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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阿格里真托-锡拉库萨

【阿基米德的故乡，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上午：前往★

卡萨尔的古罗马别墅游览（80KM/1.5H）。

下午：前往阿基米德的故乡-锡拉库萨（170KM/2H），抵达后参

观：☆锡拉库萨古城、☆奥尔迪娜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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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尔的古罗马别墅

马赛克的巅峰造极之作-卡萨尔的古罗马别墅卡萨尔的古罗马别墅是罗

马帝国统治者统治农村的标志,是当时种植园

的中心，而种植园又是罗马帝国经济基础所在。在占地 3500 多平方米

的别墅中竟有 40 多处的地板用马赛克镶嵌成了各种的图案。这种镶嵌

工艺水平和质量非常高，几乎装饰了每一个房间，时至今日仍然是罗马

艺术世界中一朵瑰丽的奇葩。

地址

-

锡拉库萨古城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锡拉库萨古城】由古希腊的殖民者于公元前 734

年建立，奥提伽城内集中了城市大部分

历史悠久的建筑遗迹，它们默默述说着城市近三千年来纷乱的历史和文

明的发展。在两千多年前，希腊著名哲学家阿基米德正是站在这里大声

的说出：“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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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奥提伽大酒店

Grand Hotel Ortigia

Grand Hotel 酒店毗邻主要海港，距离 Aretusa 喷泉有 5 分钟步行

路程，提供一个屋顶露台和海景玻璃电梯。该酒店是奥提伽古城

（Ortigia）唯一一家带私人停车场的酒店。

Grand Hotel Ortigia 酒店的客房宽敞，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平

面电视和空调。部分客房设有 Spa 浴缸。

酒店的 Terrazza sul Mare 餐厅位于酒店顶层，俯瞰大海和海港，供

应各种美酒和区域特色美食。

酒店政策：

入住时间：从 14:00 时

退房时间：12:00 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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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39 0931 464600

地址

Viale Giuseppe Mazzini, 12, 96100 Siracusa SR,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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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陶尔米纳

【西西里的掌上明珠—陶尔米纳】早餐后，乘车前往陶尔米纳

（120KM/1.5H），参观★希腊露天圆

形剧场，★陶尔米纳大教堂，☆四月九日广场，心形海滩的☆

美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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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露天圆形剧场

Teatro Greco

希腊露天圆形剧场(Teatro Greco)是一座建于公元前 3 世纪的 U 形剧

院，悬浮于海天之间，是西西里仅次于锡拉库扎的第二大剧院，由于其

独特的位置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希腊式剧院。夏季，该剧院是陶

尔米纳艺术节的举办场所。

小贴士：

门票价格

1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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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9:00-日落

联系方式

0942/232220

地址

Via Teatro Greco, Taormina

到达方式

从大教堂出发沿着 Corso Umberto 大街到达 Via Fratelli Bandiera

街，右转进入 Largo Santa Caterina，继续直行即可抵达。

四月九日广场

Piazza Ix Apr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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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具有典型西西里岛风格的广场，独具特色的黑白地砖，远处可

见的爱奥尼亚海和埃特纳火山。广场另一边则是前哥特风的圣奥古斯丁

教堂和 17 世纪的圣约瑟夫教堂。广场可以通到陶尔米纳最古老的地

方，在那里能看到一座标志性的钟楼。

地址

Taormina Messina,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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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卡塔尼亚

【泰坦沉睡之地，埃特纳火山】上午：越野车探险★欧

洲活火山--埃特纳。（40KM/45M）

下午：前往卡塔尼亚自由观光（30KM/35M），欣赏★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西西里木偶剧。

【卡塔尼亚】

素有“南方米兰”之称, 面向碧波粼粼的爱奥尼亚海，背靠白

雪皑皑的埃特纳活火山，卡塔尼亚是真正的火山之都，数次被

地震和火山爆发摧毁，又一次次重建在火山爆发后倾泻而出的

火山岩上。巴洛克艺术、音乐家贝里尼和埃特纳火山，是卡塔

尼亚的三大看点，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火山岩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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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纳火山

L'etna

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大的火山，在月球上也清晰可见，也是世界上爆发

最频繁的火山。埃特纳的主火山口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在山上可以看

到熔岩流和温泉瀑布，从山顶可以观察黑色火山堆，饱览美景。从卡塔

尼亚乘每天一班的大巴到达火山南侧的 Rifugio Sapienza 再换乘缆车

是最方便的游览方式。

小贴士：

开放时间:缆车 9:00~16:30

价格:

缆车 25 欧，包含巴士和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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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纳大道

Via Etnea

这是卡塔尼亚的主干道，也是一条商业街，马路两旁是一字铺开的商

店、酒吧和特色咖啡馆。天气好的时候，在大道尽头可以看到远处的埃

特纳火山。

开放时间

24 小时

地址

Via Etnea, Catania；位于多莫广场附近

到达方式

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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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广场和圣阿加塔大教堂

Piazza Del Duomo E Cattedrale Di Sant Agata

世界文化遗产，卡塔尼亚巴洛克式建筑集大成之处。圣阿加塔大教堂是

卡塔尼亚的主教堂，始建于公元 11 世纪，其后殿仍保留了最初的诺曼

式结构，其余部分数次毁于地震。现在的大教堂主要部分复建于 18 世

纪，是由埃特纳火山黑色的火山岩和锡拉库萨特产的白色石灰岩修建而

成的巴洛克式建筑，正面雕刻圣阿加塔半身像，是意大利第三大教堂。

圣阿加塔是卡塔尼亚的守护神，每年 2 月 5 日的圣阿加塔节是卡塔尼

亚最盛大的节日，也是世界第三大基督教节日。广场中心是著名的大象

喷泉，也是卡塔尼亚最著名的纪念碑，城市的标志。方尖碑被认为有一

种控制埃特纳火山的能力。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8: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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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Via Vittorio Emanuele II,163

到达方式

从火车站沿着 Via Emenuele II 抵达城市主广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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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萨莱诺-波西塔诺

【意国南部，别样风情】【意大利内陆段航班变动较

多，以实际确认时间为准。】

上午：搭乘航班前往那不勒斯。

下午：☆阿马尔菲海岸和☆波西塔诺小镇游览。

【全世界 50 个醉美景点之一】阿玛菲海岸

这是全世界 50 个醉美景点之一。1999 年，《国家地理》杂志评

选出 50 个一生必去的地方。意大利的阿玛菲海岸赫然其列，被誉

为“人间天堂”。御风行车，花坡水深路满香。行者终于平静了忧

思，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那不勒斯湾依着维苏威火山的环

抱，徐徐伸向天际。落日殷红，早已浸透整个海面。星罗棋布的房

屋、波涛、风帆被烟霞笼罩，平静祥和，美不胜收。

【阿玛菲海岸小镇】波西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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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是《托斯卡纳艳阳下》的拍摄地之一。品尝一杯浓浓的

柠檬酒，静静体会著名歌曲《那不勒斯情书 Write to Me From

Naples》《那就是爱 That’s Amore》中只属于意大利南部的轻

松慵懒的浪漫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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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尔菲海岸

Amalfi

阿马尔菲海岸，被联合国地理杂志评为一生中最值得去的 50 个地方之

一，拥有着那不勒斯乃至全世界最迷人的海岸线，同时它也曾经是强大

阿马尔菲航海共和国的首都，是当时地中海贸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

市。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在阿马尔菲有许多废弃的工厂，如造纸厂等，

阿马尔菲同时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门票价格

6.5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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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搭乘火车到萨莱诺，然后在萨莱诺火车站门口有 Sita 大巴前往阿马尔

菲，一小时一班车；或者搭乘火车到苏莲托，从苏莲托乘坐 Sita 大巴

到阿马尔菲，共需约 2 小时。

波西塔诺

Positano

阿马尔菲海岸上最上镜、消费最贵的城镇，位于海岸最西端。1953

年，作家约翰-施坦贝克发现了这里，标注在了地图上，开启了波西塔

诺传奇的半个世纪。色彩缤纷的房子矗立在山路两旁，垂直于海平面，

视觉效果十分强烈。整个小镇被一座悬崖一分为二，镇上的布道多是窄

巷和阶梯，不陡峭，适合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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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SITA 公共汽车频繁往返于阿马尔菲和索伦托 复活节至 10 月，每天有渡

轮从波西塔诺往返阿马尔菲、索伦托、萨莱诺、那不勒斯和卡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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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卡普里岛

【一路向南，回到索伦托】上午：乘船前往卡布里岛，★搭缆

车抵达山顶，俯瞰蔚蓝地中海。

游览欧洲贵族度假天堂的卡布里岛，探秘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

★蓝洞。

下午：参观☆索伦托集市，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欧洲贵族度假天堂】卡布里岛

搭缆车前往卡布里岛山顶，在宛如蓝色墨水泼染的海洋中，浮着

白色岩石构成的卡布里岛，在透明的光线和干燥的空气烘托下，

蓝白对比，显得格外灿烂。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蓝洞蓝洞的洞口在悬崖下面，洞口很

小，只能乘坐小船才能进入。由

于洞口的特殊结构，一方面阳光可以从洞口进入洞内，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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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洞内水底反射上来，因此洞内的海水一片晶蓝，神秘莫测，

连洞内的岩石也变成了蓝色。

【备注】蓝洞开放受当日天气及潮汐影响，若当日不开放，则

调整为乘船环卡布里岛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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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布里岛

Capli

位于蓝色地中海中的纯白小岛，可以品尝地道的海鲜饭。柠檬汁是这

里的一大特色。

到达方式

从那不勒斯坐轮渡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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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庞贝

【人类历史，世界遗迹】上午：游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的★庞贝古城。

下午：那不勒斯古城用餐，随后前往罗马，抵达后前往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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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古城

Scavi Di Pompei

庞贝古城曾经被维苏威火山小型地毁坏过一次，但是当时人们没有很重

视，后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整个古城都被维苏威火山毁灭。庞贝古城名

气非常大，而今的庞贝概括来说也就是一片废墟，如果一无所知地过

去，最后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残垣断壁，所以建议大家先了解庞贝历史。

由于一次火山喷发使得整座庞贝古城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却完整保留

了古城当时的全部生活场景。沉睡多年后直到 1739 年庞贝古城才被

渐渐被发掘出来，让这座城市再次重回人们的视线，让人们有机会了

解两千年前的庞贝人的生活状态。在发掘中发现了数百位在火山爆发

时遇难的人，由于尸体已经腐烂只剩下躯体，考古学家把这些躯壳做

成铸像向世人展示庞贝当时的惨状。

古城庞贝非常大，如果想每个地方都转到，至少需要 5-7 小时。庞贝最吸

引人的，当然是它辉煌灿烂的性文化了，所以庞贝的妓院遗址一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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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错过，除此之外，Fauno 之家，Vetti 之家，Misteri 城堡和大剧

院等都非常不错。

4 月-10 月 8:30-19:30（18:00 停止入场），11 月-次年 3 月 8:30-17:00

（15:30 停止入场）。1 月 1 日、5 月 1 日、12 月 25 日不开放。

小贴士：

1. 如果在夏季前往，最好携带太阳帽、太阳镜和饮用水，因为庞贝古

城中几乎没有遮阳的地方，会很晒。2. 在庞贝新城的 Piazza Bartolo

Longo 街上有一座玫瑰圣母堂（Santuario Della Madonna del

Rosario），其中有一幅油画《玫瑰圣母与孩子》，因有位病患在此祈

祷后痊愈而声名大噪，如今依然吸引着许多人来此祭拜。3. 古城遗址

中有一家餐厅，当然你也可以自带食物或到新城中用餐。游览庞贝古城

没有必要在此留宿，如果你想多停留一天，也能在新城中找到价格公

道、质量不错的旅馆。

门票价格

11 欧元，1 日内有效。另有五个景点通票，20 欧元，包含庞贝古城、赫库兰

尼姆（Herculaneum）、奥普隆蒂斯（Oplontis）、斯塔比亚（Stabiae）、博

斯科雷亚莱（Boscoreale），连续 3 日内有效，可在以

上任意一个景点购买。导览器租金 6.5 欧元，有意大利语、英语、

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五种语言。

开放时间

April - October 9.00 - 19.30; November - March 8.30 - 17.30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39 081 857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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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Via Villa dei Misteri

到达方式

搭乘环维苏威的那不勒斯-苏连托线在 Pompei Scavi 站下车，车站的

站牌最上面用大字写的 Pompei Scavi，下面一行小字写的 Villa

dei Misteri，入口为 Porta Marina 或者 Piazza Esedra；

搭乘环维苏威的 Napoli-Poggiomarino，在 Pomper Santuario 站下，

入口为 Piazza Anfiteatro；搭乘意大利火车，那不勒斯-萨兰托方向

在 Pompei 一站下，入口为 Piazza Anfiteatro

主页

http://www.scavidipompei.it/index.ph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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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蒂沃利-罗马

上午：前往有罗马后花园之称的“蒂沃利”，参观意大利园林

鼻祖-★埃斯特别墅。

下午：免排队参观★波格赛美术馆。★世界遗产名录-埃伊斯特

别墅游览 2001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伊斯特别墅, 园

林中大

大小小数百座设计巧妙的喷泉与自然景观水乳交融，不仅使埃

斯特别墅成为意大利园林设计的典范，也为它赢得了“千泉

宫”的美誉。

★巴洛克爱好者的艺术殿堂-波格赛美术馆波格赛美术馆是罗马馆

藏丰富的美术馆之一，它以拥有贝尔尼尼、

卡诺瓦等杰出雕刻家，拉斐尔、提香、卡拉瓦乔等著名画家的作品

而闻名。美术馆坐落在绿树成荫而且异常安静的博尔盖塞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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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内，参观完还可以在公园内散步休息，博盖塞美术馆是罗

马必看的精品博物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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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别墅

Villa D'este

蒂沃利城的伊斯特别墅，有它宫殿和花园，复兴文化对精炼的它的大多

数的最惊人和综合插图一。 有在花园的建筑的组成部分的它的革新的

设计（泉水， 装饰的盆，等等）使这为一条意大利语第 16 世纪的花

园的独特的例子。伊斯特别墅，第一个 giardini delle meraviglie

之一，是欧洲花园的发展的一个早期的模型。

小贴士：

开放时间:除周一关闭 元旦、 3 月 1 日、圣诞节外常年开放，如周

一 是节庆日，则闭园时间推迟到下一个工作日，8:30-日落前 1 小

时。管风琴喷泉从 10:30 开始，猫头鹰喷泉从 10:00 开始每 2 小时

表演一次价格:8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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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二 - 周日 上午 8 点 30 分 - 下午 6 点 30 分

联系方式

+39 0774 312070

地址

Piazza Trento,1 | Viale delle Centro Fontane,Tivoli,Italy

主页

http://www.villadestetivoli.info/

波格赛美术馆

Museo E Galleria Borg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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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各赛美术馆本来是西皮奥内·波格赛枢机大臣的别墅，他是贝尼尼的赞

助者，也是著名的收藏家。 美术馆中收藏了大量贝尼尼作品，其中最

重要的是《阿波罗和达芙尼》、《攻占普罗塞尔庇那》以及自己充当模

特的《大卫》及拉斐尔等大家的作品。馆内不允许拍照，需要至少提前

一天在网上或是电话预约。花园很大很美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哦！《帕

奥利娜-博盖塞》《普鲁托与波茜比娜》等的作品表达出很柔软的感

觉，简直不象石头做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波罗和达芙尼》、《攻占普罗塞尔庇那》以及自

己充当模特的《大卫》。二楼的绘画收藏品中有拉斐尔的《基督的葬

礼》、提慈阿诺的《圣爱与俗爱》、卡拉瓦乔的《达那埃》等。

小贴士：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 8:30-19:30,周一、1 月 1 日和 12 月 25 日

休息价格:全价：11.00 欧,预订费：2 欧

门票价格

从 6 月 4 日起，所有不是由导游陪同 4 人组成的团体必须佩戴讲解机

该设备费用每人 1 欧元导游和陪同人员都是免费的。

票价 11 欧元（加收 2 欧元强制性服务费）。

每月的第一个周日免费

开放时间

周二到周日 8:30-19:30；周一、1 月 1 日和 12 月 25 日休息。

联系方式

+39-06-328101

地址

Piazzale del Museo Borghe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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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地铁：A 线，Flaminio 站,公共汽车：910 路，Museo Borghese 站

主页

http://www.galleriaborghese.it



D11

DAY11 罗马-北京

【满载美好记忆，返回温暖的家】酒店早餐后，罗马这座拥有众

多古迹建筑和深厚历史沉淀的名城，

定会让您流连忘返。今天您可依照参考建议选择购物场所或根

据您的喜好自由选择。

根据航班时间，乘专车前往机场，办理退税业务，搭乘国际航

班返回温暖的家。 l 购物建议：

1.西班牙广场--西班牙广场周围的商区，包括 Via Frattina、

Via delle Vite 和 Via Borgognona 几条街，是买奢侈大牌当

之无愧的地方，那里是大牌云集之地，而且都是各个名牌当前

最流行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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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多蒂大街--位于西班牙广场与波波洛广场之间的孔多蒂街

是罗马最富盛名的名店街。许多顶级品牌和设计大师的作品都

在这条街上汇集，数不胜数，和孔多蒂大街平行的波尔哥尼奥

纳大街是仅次于孔多蒂大街的名牌服饰街。3.纳兹奥那勒大街-

-Via del Corso 大街和梵蒂冈附近的科拉·迪·里埃恩兹奥大

街。从世界顶级的奢侈名品，到意大利特色的小商品，应有尽

有；而且位置极好，可以边参观景点便购物。4.科罗纳里大

街、执政官威其奥大街和邦齐诺维大街、马格塔街--这里最能

体现罗马艺术之城的魅力，这一区域有很多巴洛克风格的家

具、绘画、古玩，及艺术画廊和时尚的餐馆。古董和手工艺

品，都很值得一看。

★美食推荐：Gelato 冰淇淋 Gelato 冰淇淋，意大利传统手

工雪糕的共同名字，举世闻名，

被奉为冰淇淋的经典。Gelato 的制作完全遵循自然原则，所有选料

均为时令水果、天然坚果、奶、蛋等，甚至除了原料本身含水外制

作过程不再加一滴水。因此，Gelato 入口后，绵延松软的口感、新

鲜且层次鲜明的味觉体验，感动各年龄层的视觉及味觉，因此可以

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意大利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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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Leonardo Da Vinci International Airport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列奥纳多·达芬奇）国际机场是一座位于意大利

拉齐奥大区菲乌米奇诺的民用机场。1961 年首航后即成为罗马的首要

机场。机场占地面积 15.5 平方公里，有 4 条跑道、4 座航站楼。是

意大利最大的机场，也是意大利航空的枢纽。

开放时间

全年

联系方式

+39 06 65951

地址

Via dell' Aeroporto di Fiumicino, 320 00054 Fiumicino RM,Italy

到达方式

国际城市间飞机抵达/市内抵达采用自驾或者城市公共交通

主页

http://www.adr.i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D11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

空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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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沈阳



D12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