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知道我們正經歷第二次文藝復興嗎？

您渴望知道世界未來的走向，

並預先準備、優雅行走、享受當中嗎? 

這不是一般的旅遊團，也不是一般的文化之旅，

籌劃兩年的全人深度旅遊，

由全球華人罕見的文化、藝術領域的國際級老師親自帶領,，

集培訓、休閒、社群、歷史、文化與藝術於一身，

帶給您心靈、眼界和思維的全新突破與感動！

肯定值回票價！

周蘭惠老師：

 

高俐理老師：

詳情請閱網站   www.e-krc.org  或  www.shen-guo.org
電洽: 510-709-3970（美國）‧8862-2536-5990（亞洲）

2 0 1 7 春 季
3/16-3/27,12天

義大利
文藝復興之旅
在 藝 術 的 驚 艷 中 ，
體驗心智與靈性的激蕩

協辦單位：

電洽: 8862-2773-7473分機132 許明皓  E-mail: haor@unotour.com.tw洽詢報名事宜

生命就該投資在美好的事物上！

全職藝術工作者，熱愛色彩，鍾情繪畫，使用個人符號訴說與人、與自然、與世

界的生命故事。曾獲古金漢繪畫獎(Guggenheim Fellow, 2007)，美國德州休士頓頒

定4/26/2008為「周蘭惠日」。 曾任台灣花蓮東華大學、美國波士頓大學、義大利

威尼斯斯庫拉國際藝術學院、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等訪問學者、駐校藝術家。

備受歡迎的講師，受邀主講的議題從女人話題、婚姻家庭到領導管理。身為亞裔

女性，長期生活在西方世界，近三十年身居男性主導的企業界高階管理職位。知

名作家、翻譯家，長於突破性發展所作的文化轉植工作，面對世紀性挑戰所展現

出來的使命感與承擔，其所創的尹能群芳鼎盛課程，乃針對亞洲企業婦女領袖的

職場社團。音樂、藝術、旅行是她日常的生活。此次主持旅遊討論。



旅遊契約說明：

*本旅遊團須有二十人以上簽約參加始組成。如未達前定人數，乙方應於預定出發之

四十五日前通知甲方解除契約，怠於通知致甲方受損害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損害。

*若人數已達二十人以上並確定成團，乙方因任何事由要解除契約，則以觀光局發布

制定之旅遊定型化契約第二十七條辦理。

團費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叁佰萬元契約責任險，拾萬元意外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護照辦理費用、飲料費用、電話、洗衣及自選行程、行李搬運費。機位名

額有限，若欲報名敬請從速！

11月15日前完成報名付費   早鳥價  NT$133,000元
（USD$4,160元，CNY$26,600元）

12月15日前完成報名付費   優惠價  NT$135,000元
（USD$4,220元，CNY$27,000元）

（USD$4,340元，CNY$27,800元）

團費：NT$139,000元

*

*

*

*

*

報名需先支付訂金三萬元整(USD$1000元，CNY$6000元)，團體達二十人確定成團後，出發前二周在收取剩餘尾款。

國外參團貴賓，前往義大利機票請自理，團體達二十人確定成團後，團費會扣除台灣出發之團體機票費用，費用將從剩餘尾款中扣除，實際扣除費用以航空公司

回覆為準。

本團旅費可選擇現金匯款或刷卡，請在報名時告知付款方式，以利服務人員作業，謝謝。

國外參團貴賓若要刷卡，因國外信用卡請款時間較長，刷卡時需照會銀行，如因指定之信用卡過期、無效等，以致信用卡請款失敗時，行健旅遊將保留刷卡與否

的權利，並知會貴賓更改付款方式，還請體諒。

可收信用卡別為VISA、MASTER、JBC，中國大陸地區之銀聯卡，美國運通AE卡限收台灣國內銀行發行之AE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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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符號：★入內參觀含門票 ◎停點照相或行車經過或入內參觀免門票

DAY01

DAY02

DAY03

台北／米蘭台北／米蘭
今日前往機場，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國際機場集
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航
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的義大利 (夜宿機上)。

歷史遺跡，人類的智慧結晶，在義大利處處可見；使
歐洲再度回到文明的文藝復興運動，十四世紀於佛羅
倫斯興起，影響遍及全歐洲；美麗的托斯卡尼田園風
貌、湛藍的海濱景觀，這些都是全世界觀光客對義大
利趨之若鶩的原因。

米蘭─帕瑪

抵達時尚之都米蘭，開始城中之旅，前往歐洲第三大的◎米蘭
大教堂，為歌德式建築經典之作，大教堂長93公尺、寬158
公尺、總面積1萬1700平方公尺，外觀裝飾著2245尊聖人雕
像和135座小尖塔，其規模僅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還有義
大利三大歌劇院之一的◎史卡拉歌劇院、◎達文西雕像、名牌
商店區—◎艾曼紐二世迴廊等，都是必遊的景點。並安排前往
參觀★瑪利亞感恩教堂，達文西留下最後的晚餐濕壁畫，動
人的表情與生動的描述，留給世人永恆的瑰寶。今天稍晚前
往帕馬住宿。

行車參考距離：米蘭-(130公里)-帕瑪

羅馬帝國

宿：Park Hotel Pacchiosi 或
Grand Hotel De La Ville 或同等級

早：機上　午：米蘭燉飯＋道地炸麵包
晚：義式料理 

帕瑪─佛羅倫斯

米蘭為全義第二大城，自西元四世紀天主教成為國教後，米蘭即一躍成為天主教的信仰中心。面對長期的外族侵略，
米蘭人始終團結抵抗，促使米蘭人制訂獨自的憲法，成為自治都市。1796年，拿破崙率領大軍入侵，在異國的統治
下，米蘭肩負供應武器、服裝的任務，因此奠定米蘭紡織業的發展。1980年代，米蘭已成為全球流行的前哨站，引
領世界的潮流。

今日前往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又名「翡冷翠」。抵達後先參觀，13世紀至17世紀時期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
美第奇家族留給世人的三項遺產★佛羅倫斯聖羅倫佐大殿及其附屬的★美第奇家族禮拜堂、★美第奇-里卡迪宮；★聖
馬可博物館，原為修道院卻蘊藏着令人驚奇的美麗的壁畫，它們都由偉大的藝術家及後人們完成。風格和諧的◎聖母
領報廣場出於一些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師之手。面對聖母領報廣場的◎孤兒院，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建築師菲利
波·布魯內萊斯基所設計，今天此建築作為小型的文藝復興藝術博物館。

★學院美術館是全世界第一間美術學校，可謂世界美術最高學府、美術學院之母、四大美術學院之首，最出名的館藏
就是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 David」真跡，此外米開朗基羅另外四座未完成的「奴隸像」、第二座「聖母哀子像」也
都在這邊展出。傍晚散步於◎舊橋，電影「香水」葛努乙開始拜師學製作香水，就是以舊橋為背景。

時尚之都－米蘭

早：旅館自助式      午：義式料理
晚：佛羅倫斯丁骨牛排風味餐

宿：Mercure Firenze Centro
或Starhotels Michelangelo Florence同級

行車參考距離: 帕瑪-(203公里)-佛羅倫斯觀光

行程內容



宿：Mercure Firenze Centro
或Starhotels Michelangelo 
Florence同級

早：旅館自助式
午：義式料理
晚：中式料理

DAY04 佛羅倫斯市區觀光

前往收藏最完整的★烏菲茲美術館，並事先預約
，免去等待的時間。在此您可親眼目睹波提切
利、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和達文西等大師的曠
世巨作，裡面收藏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最高傑作
，包含三幅不朽而偉大的波提切利作品《春神
》、《維納斯的誕生》、《誹謗》；翡冷翠的
政治中心◎領主廣場上的★舊宮、★聖十字教堂
及★巴奇禮拜堂、等都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可
理解當初徐志摩為何會如此鍾愛這個城市

行車參考距離：佛羅倫斯全日觀光

DAY06

早：旅館自助式    午：義式料理
晚：旅館內用義式料理 

宿：Palazzo Ravizza 
或 Albergo Chiusarelli 或同等級

DAY05 佛羅倫斯─西恩納

今日早晨，前往◎米開朗基羅廣場，登
高望下佛羅倫斯市區全景。抵達後參
觀★新聖母大教堂與◎百花聖母大教堂
，巨大的八角圓頂，白色的大理石外
觀，是文藝復興建築的極致代表作；
大門南側是14世紀喬托設計的◎喬托
鐘樓，底部的浮雕讓人嘆為觀止；◎聖
喬凡尼洗禮堂有黃金雕刻的東門，更
被米開朗基羅喻為◎天堂之門，隨後前
往早晨清醒於義大利最棒的中世紀小
鎮。西恩納在14世紀時發展獨特的藝
術風格，與佛羅倫斯當時同為商業、
銀行業最為發達的兩大城市。

行車參考距離：佛羅倫斯-(80公里)-西恩納

宿：Hotel Mercure 
Bologna Centro 或 
Hotel Internazionale 
或同級旅館

早：旅館自助式
午：紅龍蝦評鑑餐廳
晚：義式料理

西恩納
早晨清醒於義大利最棒的中世紀小鎮。西恩納在14世紀時發展獨特的藝術風格，與佛羅倫斯當時同為商業、銀行業最
為發達的兩大城市。漫步在狹窄的街道，每一個突如其來的轉角、蜿蜒小路，都能讓人有程回到中世紀時代的錯覺，
一切彷彿跌入中古世紀中，遠眺◎曼吉亞塔樓，它是義大利中世紀最高的塔樓，位在◎市中心廣場可說是義大利最迷人
的廣場，舖滿紅磚的扇形廣場被分為九等分，用來紀念當時管轄西恩納的九人議會，幾乎所有西恩納歷史上的重大事
件都發生在此廣場。每年廣場最重要的活動就是7、8月舉行的賽馬會。而廣場旁的◎共和國宮則是義大利最偉大的哥
德式作品之一，而黑白色彩相間的★聖瑪利亞大教堂建於12世紀，正面融合了羅馬式及哥德式建築。坐落在石板路上
，拱門、窄巷、城牆、高塔、堡壘歷歷在目。午後參觀，收藏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繪畫★國立美術館，
此美術館設在市中心的兩座古老宮殿中：布里奇特宮與邦西尼奧里宮。

行車參考距離：西恩納市區觀光

早：旅館自助式　
午：義式料理
晚：義式料理

住: Mercure Firenze Centro
或Starhotels Michelangelo Florence同級

DAY07 西恩納-波隆納

早餐後前往最古老的大學的波隆納大學，位於大學內的★阿奇吉納西歐宮，其歷史可追朔到16世紀，內部古老而華麗
的裝潢讓人讚嘆不已。隨後欣賞收藏著埃及和羅馬的手工藝品的★考古學博物館。此城一直被列為義大利生活品質最
高的城市，並曾獲選為歐洲文化之都。午餐後漫步於老城遊覽波隆納的地標◎馬喬雷廣場◎海神噴泉◎雙塔、◎聖佩托
尼奧教堂及◎市政廳。及欣賞出身於波隆納，二十世紀藝術

行車參考距離：西恩納-(80公里)-佛羅倫斯



威尼斯

早：旅館自助式 午：義式料理
晚：中式料理

住: Best Western Premier Hotel Galileo Padova 
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Padova或同等級

DAY08 波隆納—帕多瓦

今日早晨，帶您前往，義大利第二古老的大學-◎帕多瓦大學，欣賞「歐洲繪畫之父」帕多瓦喬托的傑作，
也可以漫遊在運河和拱廊交織的街道中，感受一座經歷過文藝復興洗禮的古老城市最新的容貌。帕多瓦有
兩座不可不訪的教堂：★斯克羅威尼禮拜堂作以其的濕壁畫而聞名，與又稱「聖人堂」(II Santo)，◎聖安東
尼大教堂，1232年興建用以供奉帕多瓦守護神_聖安東尼，每年成千上萬的朝聖者都會來朝拜;沿著教堂前
方到達歐洲最大廣場之一◎河穀草地廣場，4座石橋橫跨水道，兩岸環繞著帕多瓦78位傑出市民的雕像，形
成廣場美麗悠然的景致。

行車參考距離：波隆納-(120公里)-帕多瓦

早：旅館自助式  午：中式料理
晚：機上

宿：機上

DAY10

DAY11

威尼斯-維洛納

一早在水都威尼斯醒來後，前往位於大運河畔的藝術博物館★佩姬·古根漢美術館，為美
國富家女佩姬·古根漢於1948年買下，館內展示品有許多是二十世紀藝術收藏，包括立
體派、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作品。稍晚前往維洛納。

住: HOTEL VERONA EXPO
或同等級

早：旅館自助式 
午：威尼斯風味料理
晚：義式料理

行車參考距離：威尼斯-(120公里)-維洛納

維洛納-威尼斯／台北

一早起床漫步於城中◎領主廣場，與維洛納面積最大的廣場◎布拉廣場和著名現為露天市
集的◎百草廣場；紅磚打造的◎史卡利傑羅橋，歷史可追溯到14世紀。拜訪◎茱麗葉故居
，庭院兩旁攀滿幽綠的籐蔓，楚楚動人的◎茱麗葉銅像佇立在一旁，傳說觸摸茱麗葉的
右胸就能擁有幸福的婚姻，為千古戀情增添了一份神秘浪漫的氣息。美好的旅程也即將
進入尾聲，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甜蜜的家。

行車參考距離：維洛納-(120公里)-威尼斯/台北

DAY12 台北

班機今日抵達台灣桃園機場，結束這趟愉快難忘的義大利之旅。

早：旅館自助式 
午：墨魚汁義麵+炸海鮮+提拉米蘇
晚：筆管麵+威尼斯牛排

住: Bonvecchiati Hotel
或 SAVOIA &JOLANDA 或同等級

DAY09 帕多瓦-威尼斯

今日一早，前往水都威尼斯，抵達後漫步流覽在著名的◎聖馬可廣場，傳說聖馬可來到威尼斯時，夢到天使
告訴他，這裡將是他的安息之所，因此這裡非常神聖；拜占庭式經典之作的◎聖馬可大教堂、◎鐘樓、◎鐘
塔在千萬隻祥鴿飛翔中聳立。您可自行選擇搭乘高速電梯，登上鐘樓俯瞰威尼斯本島及潟湖迷人的風光，
能見度好的時候，更可以遠眺阿爾卑斯群峰，非常壯觀。威尼斯共和國總督居所★道奇宮，讓您一窺輝煌
時代的政治中心；◎嘆息橋的歷史陳跡，令人動容。

行車參考距離：波帕多瓦-(40公里)-威尼斯

「亞得里亞海明珠」名譽之稱的威尼斯，自古就有羅馬人曾在此居住，島上禁行汽車，
島上水道運河交錯。最為熱閙繁榮的聖馬可地區，處處可見歷史的建築，連飯店也擁有
百年的歷史，近年更是列為即將消失的地方，也使威尼斯成為世界上最為人所嚮往旅遊
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