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介绍：4星•别样意大利，最美西西里7日私家团·
庞贝古城（含门票及语音讲解器）+阿尔马菲海岸+卡普里岛
蓝洞+埃特纳火山+巴勒莫+阿格里真托+锡拉库萨+卡塔尼亚
+陶尔米纳+赠送玛格丽特披萨•2人起订•铁定成团•
【2-6人精致小车团】

行程靓点：

★【庞贝】——千年古城庞贝，历史定格一瞬间。

★【卡普里蓝洞】——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颗散落在地中海的明珠。

★【阿马尔菲】——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比蔚蓝海岸还要精致。

★【锡拉库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取景地，魂牵梦绕之城。

★【埃特纳火山】 ——徒步欧至高活火山，聆听泰坦巨人愤怒的呼吸。

 第1天罗马 庞贝 阿马尔菲 那不勒斯  

    
 行程概述  

  

于罗马酒店或机场接应客人开始本次精彩之旅（为不减少行程体验，推荐预订9前抵达的
航班）。 驱车前往闻名的【庞贝古城】（*含庞贝古城门票及语音讲解器费用），了解两
千年前的庞贝人的生活状态。下午前往【索伦托】游览，接着去往【阿马尔菲海岸】迎
着第勒尼安海温柔的风，沿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漫步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阿马尔菲
小镇。 傍晚，返回那不勒斯。

 

  

      

索伦托

 

庞贝古城

 

阿马尔菲海岸

  



  

[索伦托] 
这座怀抱那不勒斯湾的海边小镇，建造在海边的崖壁之上，是阿马尔菲海岸的前哨站。
依山而建的房屋，无法形容的海岸线，就如同歌里唱的，梦中也回到了索伦托。索伦托
可以俯瞰那不勒斯湾、眺望维苏威火山和卡普里岛。当地盛产柠檬酒。
[庞贝古城] 
庞贝是古罗马城市之一，公元前600年左右就已经初具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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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有机
会了解两千年前的庞贝人的生活状态。
[阿马尔菲海岸] 
1999年，《国家地理》评选出50个一生必去的地方，阿马尔菲海岸赫然其列，与希腊诸
岛一起被誉为“人间天堂”
。 阿马尔菲有着典型的南欧风情：热烈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柔和的沙滩，还有热情得
好像当地的阳光的意大利人。整体看去，这里一半是大海，一半是绝壁，绝壁上是蜿蜒
的盘山公路和错落有致的别墅。这里的海水特别清澈，各种水上和水下活动，都非常值
得体验。

 

    
    

 三餐：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特色推荐：柠檬酒，柠檬切罗酒（Limoncello
）。那不勒斯地区盛产柠檬，柠檬酒的传统酿造是用柠檬皮、酒精、水与蔗糖制成的，
酒精浓度比中国白酒低，大约20度。喝柠檬酒之前应先将酒与喝酒的小杯子冷藏一段时
间，以增加喝酒时的口感，因为冷藏而略带粘稠且凉凉的酒顺着喉咙流进胃中，接着一
股热辣的能量在胃里扩散开来，众多喝过柠檬酒的人都因它奇特的口感而着迷。

 

    
    

 第2天那不勒斯 卡普里 那不勒斯 巴勒莫  

    
 行程概述  

  

早餐后，乘船前往卡普里岛，这座小岛是地中海风情的缩影，湛蓝的海水、茂盛的植被、
惬意的度假小屋和花园、古老的罗马遗址等都让它成为意大利广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
视情况游览【蓝洞】，如若取消改为【环卡布里岛游船】。（*冬天风浪较大，大浪易淹
没蓝洞洞口，且冬天阳光的折射效果小，洞内十分漆黑。夏季进洞几率大约五成，只有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可以。前往蓝洞先坐中型船再换小船，洞口一次只能进一只小船，
每天可以看到奇异蓝光的时间有限，旺季经常会出现排队的情况，每艘船的洞内游览时
间约几分钟。） 下午，游览那不勒斯市内景点。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一大城市，位于
维苏威火山脚下的一个海港大城，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美食而著称，被称作
意大利的心脏。参观市中心的公民投票广场，广场上有外表普通内部奢华的【那不勒斯
皇宫】（外观），高大宏伟的【新堡】（外观），与美丽的【翁贝托长廊】等相互辉映，
让人对那不勒斯产生富丽堂皇的印象。登上【蛋堡】，靠着面朝大海的窗子，看夕阳徐
徐落下，不禁想让时间停止。 晚餐，我们将带您享用【那不勒斯玛格丽特披萨】。 之后
乘坐前往巴勒莫港口的渡轮，开启西西里岛之旅，夜宿游轮。（参考航段：那不勒斯-巴
勒莫20：00-06：30+1，双人舱）

 



  

      

新堡

 

翁贝托一世拱廊街

 

蛋堡

 

      

那不勒斯皇宫

 

卡普里岛蓝洞

 

 

  

[新堡] 
又名安茹城堡，是那不勒斯王国第一位国王下令建立。新堡包括公民博物馆及城堡遗迹。
博物馆（主要展示绘画）位于第一层，第二层可以看到海景，零层则为新堡遗迹（地表
为透明玻璃建造，有恐高症的旅行者需要特别注意，玻璃底下则为古建筑遗迹以及人的
骸骨）。另外，新堡内部还有一个Sala Dei Baroni
（直译为男爵的房间），房间顶端的建筑非常有特色。
 
[翁贝托一世拱廊街] 
建于1887–
1891年，得名于翁贝托一世，既是一个购物中心，也是那不勒斯人社会生活的中心。
[蛋堡] 
蛋堡是那不勒斯最古老的城堡，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据说这个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来的
城堡下被巫师放置了一枚鸡蛋，如果鸡蛋破碎，城堡便会随即消失，并且还会给那不勒
斯带来灾难。这是罗马贵族卢库勒斯在此建造的华丽别墅，也是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被
罗马军队统帅流放的地点。蛋堡地处海边，景色非常好，登上城堡，靠着窗户，可以欣
赏大海及日落。
[那不勒斯皇宫] 
那不勒斯皇宫从外表看上去十分普通，但是，如果选择入内参观，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这个皇宫非常奢华，整个色调基本就是金色、黄色、紫色，代表皇室的高贵。与欧洲
的很多皇宫都只有外表好看、内里朴素正好相反，那不勒斯皇宫外表其貌不扬，里面装
饰很漂亮。皇宫有许多房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王座，用尊贵典雅这一类词是无法简单
形容的。
 
[卡普里岛蓝洞] 
卡普里岛犹如一颗散落在地中海的明珠，堪称海上仙境，妖娆而美丽。卡普里岛属于石
灰质地形，岩石峭立，岩石间有许多奇特的岩洞，其中著名的就是蓝洞（Blue Grotto
）。 蓝洞被誉为“世界七大奇景”
之一，很多人来卡普里的目的，甚至来那不勒斯的目的就是为了蓝洞，蓝洞表层是海蓝(
Blu)，里层是天蓝(Azzurra)。我们从Marina Grande乘船，到洞口换乘四人小船入内。
（注意：由于冬天风浪较大，大浪淹没蓝洞洞口，而且冬天阳光的折射效果小，所以导
致蓝洞十分漆黑。到了夏季一般进洞几率只有五成。推荐时间为11:00-14:00，推荐
季节为夏秋之交，视海况而定，西南或西北风情况下无法入内。）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那不勒斯玛格丽特披萨（赠送）  
    

 住宿：渡轮两人舱  



 

特色安排：
特色推荐：那不勒斯玛格丽特披萨。那不勒斯还是披萨饼的发源地，在那不勒斯的大街
小巷，有成百上千的披萨饼店，许多都是百年老店，就是在那不勒斯吃上一年，也无法
尝遍每一家店的披萨饼。晚餐，我们将特别赠送您享用那不勒斯玛格丽特披萨（*赠送）。

 

    
    

 第3天巴勒莫 阿格里真托  

    
 行程概述  

  

早晨，我们抵达美丽的西西里。没来过西西里，就不叫来过意大利，这里承载了太多珍
宝，无论是美轮美奂的海岸文化，还是西西里甜品。首先，我们来到西西里的首府——
巴勒莫，疯狂且具有魅力，各种建筑风格融合与此。参观【诺曼王宫】、【巴勒莫主教
堂】，自由漫步在贝利尼广场，看看老城区的【四角场】，欣赏【普雷托利亚喷泉】。
下午，驱车前往阿格里真托。阿格里真托是西西里古老的圣地，位于西西里岛的南端，
曾被诗人品达尔誉为“人间美丽的城市”。参观弥漫着浓浓的希腊特色的宏伟神殿遗址
——
【神殿之谷】，游走在断壁残垣之间，回味古希腊殖民时代的繁荣。随后前往【土耳其
阶梯】，这里是为数不多的白垩悬崖之一，等夕阳落日，白色的石灰崖逐渐变成金黄色，
犹如仙境。

 

  

      

巴勒莫主教堂

 

土耳其阶梯

 

神殿之谷

 

      

普雷托利亚喷泉

 

诺曼王宫

 

四角场

 

 



  

[巴勒莫主教堂] 
始建于1184年的大教堂，至18世纪最后完成，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起初为拜占庭东正
教堂，后来被穆斯林改为清真寺，1184年，在原有的清真寺基础上兴建诺曼式教堂，13
世纪开始受到哥特式影响，建立了尖塔和钟楼，15世纪又融合了西班牙建筑风格， 18世
纪巴洛克风格的圆顶又被加了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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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教堂对穿着
有要求，穿无袖上衣或者没有过膝的短裤/
裙子的参观者禁止入内，如果没有带可以遮挡的衣服，可以在教堂外购买雨披入内）
[土耳其阶梯]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男主角和朋友坐在纯白的海边礁石观海、看日落的场景，就是
在土耳其阶梯上拍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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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殿之谷] 
神殿之谷是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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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脊上保留了希腊境外最完整的多立克柱式神庙群，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两千年来一
直屹立在这片土地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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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雷托利亚喷泉] 
普雷托利亚喷泉由4座桥梁、楼梯围绕，四周雕刻奥林匹亚众神，原本安置在佛罗伦萨的
圣克莱门特宫花园，1573年，巴勒莫购买了这座大喷泉，并为安置它而特意设计了一个
开放广场。但是，喷泉四周表情暧昧的裸体雕像却让保守的西西里教民难以接受，称之
为“羞耻之泉”。
[诺曼王宫] 
诺曼王宫建于11世纪，在中世纪的一段时间，这里是整个西西里的中心。诺曼人在古迦
太基人和古罗马废墟上建造的简朴宫殿，后来曾被历代西西里统治者辟为官邸。到目前
为止，诺曼王宫是所谓的阿拉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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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角场] 
四角场在巴勒莫老城的中心，将老城的名胜古迹分割成了四个区域，一角有一个喷泉雕
塑，分别代表者四季以及西西里四位国王以及巴勒莫的四位守护者。四面是四座几乎相
同的巴洛克建筑，相互对称，很容易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

 

    
    

 三餐：早餐：船上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特色推荐：内脏汉堡。巴勒莫最古老的食肆：圣弗朗西斯科老字号点心店（
Antica Focacceria di San Francesco
），店里都是西西里当地的小吃。而卖的最火的竟然是牛内脏汉堡（Milza
），就是把面包切开，里面夹上牛肝牛肚，配上其他调料。一百多年来，一直生意火爆。
据说，黑手党老大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宾，甚至曾经有黑手党眼馋它的生意，企图收取高
额保护费。但店老板不但不屈从，还积极配合警方及宪兵指认黑手党。地址：58 Via
Alessandro Paternostro。

 

    
    

 第4天阿格里真托 锡拉库萨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阿基米德的故乡——
锡拉库萨，同时也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拍摄地，是让无数游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来到【奥提伽岛】，在锡拉库萨大教堂前的多莫大广场走走，“玛莲娜”
引来男人侧目的一幕正是在此取景。而在离岛不远处的考古区里，5000多个石刻坟墓和
拜占庭时期的宫殿废墟也值得一看。【尼亚波利考古遗址公园】内保留着公元前数世纪
的古希腊历史遗迹以及建筑遗址，其中包括著名的古希腊剧院，古罗马圆形剧场，戴奥
尼夏之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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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拉库萨大教堂

 

奥提伽岛

  

  

[锡拉库萨大教堂] 
这座位于奥提伽岛制高点的大教堂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最初为多立克柱式风格的雅典娜
神庙，于7世纪改为拜占庭风格的天主教堂，13世纪又融入了诺曼式建筑元素，18世纪大
地震后，教堂外面在重修工程中改为了巴洛克风格。因此这座教堂堪称西方建筑风格的
熔炉。教堂前方有一个很大的广场，这里就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莫妮卡•
贝鲁奇饰演的“玛莲娜”曾经历无数次荣辱，依然坚强美丽地走过的那个广场。
[奥提伽岛] 
奥提伽岛位于锡拉库萨东南部，被一条狭长的水道与锡拉库萨城分开。这里不仅是物理
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乡，还因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拍摄，而成为让无数游人魂牵
梦萦的地方，如今该岛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特色安排：特色推荐：炸夹心饭团（Arancino
）。炸夹心饭团是一种油炸大饭团，中间会加入火腿、奶酪和豌豆之类的馅。在街边的
披萨店或面食店就能买到。

 

    
    

 第5天锡拉库萨 卡塔尼亚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西西里第二大城市——
卡塔尼亚。卡塔尼亚在古罗马时期曾是西西里岛上繁华的城市，这里也保留这12世纪的
古城堡、耗时3个世纪才完工的西西里至大教堂等建筑，游览【大教堂广场和圣阿加塔大
教堂】和【大象喷泉】。漫步在埃特纳大道，依稀可见远处的埃特纳火山。到渔人市场
去看看当地特色的渔人生活，也是体会当地风情的好方式。 下午，前往卡塔尼亚周边的
小渔村——【阿奇堡】，看看“柠檬海岸”
， 据说城堡售票处的老人很喜欢中国古典诗歌，遇到中国团队，会竖起大拇指说“
李白！杜甫！王维！”
。此外，卡塔尼亚的特产是西西里优质的柠檬和橘子，可以买些尝尝哦。

 



  

      

大教堂广场和圣阿加塔大教堂

 

大象喷泉

 

阿奇堡

  

  

[大教堂广场和圣阿加塔大教堂] 
大教堂广场是卡塔尼亚巴洛克式建筑集大成之处，连同圣阿加塔大教堂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塔尼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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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大利第三大教堂。正面雕刻圣阿加塔半身像，圣阿加塔是卡塔尼
亚的守护神。
[大象喷泉] 
大教堂广场中心是大象喷泉，也是卡塔尼亚最著名的城市标志。喷泉主体是一个黑色火
山岩雕刻的大象，鼻子上扬，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大象顶上是一做埃及的方尖碑。传
说，这只大象是公元8世纪的巫师Eli Odorus
的宠物，而方尖石碑则拥有控制埃特纳火山爆发的魔力。
[阿奇堡] 
阿奇堡（Acicastello
）是西西里岛东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村，在海岬之上建有一座城堡，远远望去与周围风景
完美融合。这里出产著名的西西里柠檬 ， 因此也被称为“柠檬海岸”。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第6天卡塔尼亚 埃特纳火山 陶尔米纳 卡塔尼亚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埃特纳火山】游览，徒步登山（*根据天气情况安排，4-5月，9-10月是登
山的推荐时间，气候宜人，不建议在夏季登山，气温太高，容易中暑）。之后前往陶尔
米纳小镇，因美丽的沙滩和特色的海岛而出名，是意大利贵族们聚集度假的地方。法国
作家莫泊桑曾面对小城的美景感叹到“
如果有人只能在西西里呆一天，问我应该去参观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陶尔米纳”
，小镇有着充满古典气息的【希腊露天圆形剧场】，也有典型西西里风格的【四月九日
广场】，还有令人心驰的心形海滩——
【美丽岛】。 镇子虽小，但处处美丽的景色会抓住每一个游客的心。

 



  

      

埃特纳火山

 

四月九日广场

 

贝拉岛

 

      

希腊露天圆形剧场

 

 

  

[埃特纳火山] 
埃特纳火山(Mt Etna
)是意大利著名的活火山，也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高3329米，面积1190平方公里，基座
周长约140千米。埃特纳火山处在几组断裂底层的交汇部位，一直活动频繁。埃特纳火山
的名字来自希腊语Atine，意为“我燃烧了”
。附近的居民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期待着观看火山爆发的壮观景象。对火山学家来说，
埃特纳的爆发也始终是令人振奋的美事。当它爆发时，喷射出来的熔岩就像无数漂亮的
烟花在上空展现，壮观的景象引来了无数人的惊叹。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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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九日广场] 
四月九日广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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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拉岛] 
陶尔米纳的海岸线曲折蜿蜒，细沙绵软。贝拉岛(Isola Bella
)则如同瑰宝一般，藏身于海湾处，由浅滩连接大陆和礁石岛屿。从陆地连着小岛的那片
海滩由于形状似心型，所以被称为“心形海滩”
。贝拉岛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曾经是一位米兰公爵为了讨夫人欢心送给她的礼物。
岛上有很多珍稀动植物，1998年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分为自然保护区后便向公众开放。
[希腊露天圆形剧场] 
希腊露天圆形剧场(Teatro Antico di Taorm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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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的第二大剧院，由于其独特的位置
使其成为世界上颇具特色的希腊式剧院。剧场的开放时间是不一样的，4月到10月是9:00-
19:00，11月到3月是9:00-16:30。如果夏季来赶上陶尔米纳国际艺术节，还可以亲自感受这
壮阔的舞台效果。

 

    
    

 三餐：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4星级标准酒店双人间  
    
    

 第7天卡塔尼亚送机  

    



 行程概述  
  早餐后，自由活动； 根据客人航班时间安排送机，行程结束。  
   
   
    
    

 三餐：早餐：酒店内；午餐：敬请自理；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无  
    
    

费用说明

 

4星报价
12月18日-12月25日不发团

 旺季
5.1-10.31

淡季
11月1日-12月17日
12月26日-4月30日

2人报价 3631欧/人 3203欧/人
3人报价 2857欧/人 2470欧/人
4人报价 2176欧/人 1885欧/人
5人报价 2003欧/人 1709欧/人
6人报价 1691欧/人 1445欧/人
单房差 588欧/人 438欧/人

 

 费用包含：

酒店：高评分四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5晚，那不勒斯-巴勒莫游轮双人1.
舱1晚；如遇展会或当地特大活动，酒店安排在顺路城市；
用餐：5顿入住酒店的西式早餐；2.

             赠送1顿玛格丽特披萨；

3.用车：全程5-9座商务空调车，含欧洲各城市间进城费、过路费、隧道
费、油费、停车费和空返费；

4.司导：欧洲当地中文司机兼导游，含司导工资，住宿补贴和餐补；

以下景点首道门票：庞贝古城含讲解器，诺曼王宫，神殿之谷，尼亚1.
波利考古遗址公园，阿奇堡，希腊露天圆形剧场（标注“外观”
的景点费用不包含，敬请自理）；
当地体验：那不勒斯-卡布里岛船票，卡布里岛蓝洞（如若取消则改2.



为环卡布里岛游船），美丽岛往返缆车，埃特纳火山徒步；

 

费用不包含：

其他早、午、晚餐（导游推荐，客人自理）；1.
单间差（每2位成人一间，3/2.
5位成人组团已含1单间；额外要求增加单间，原房间内2人均需补差
）；
小费：司兼导小费5欧/人/天；3.
加班费：司兼导每日工作时间不超10小时，如超时将支付司兼导加班4.
费50欧/小时；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5.
宵夜、酒水、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
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因个人原因滞留产6.
生的一切费用；
因气候、罢工、战争等不可抗力或飞机、车辆、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7.
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更改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
不含境外旅游保险，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保险；8.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