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o经历&情感
ITALIA

奇迹旅游
奇迹旅游旅行社从事旅游行业近二十
年，合作伙伴都为度假行业内的翘楚，
我们保证永远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员工的热情会让您感到如家的温
暖，高效的办事效率为您无论是出差还
是休闲都能找到旅行中最理想的解决方
案。
我们擅长游学旅行，和很多学校都有良
好的合作关系，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国
外，我们都可以满足您游学旅行的各种
要求。
二十年的从业经验，让我们可以为您的
旅程提供最佳方案，帮您找到最合适的
宾馆，最体贴的交通工具，照顾到您旅
程的各个细节，让您有一个难忘之旅。

我们的热情的员工

Italia
意大利
啊 可爱的祖国的山峰，
微笑的山谷，广阔的低地，
加尔达湖，玛乔雷湖，
伊赛奥湖，科莫湖，你心中的梦想！
高傲的河流奔向大海，
如同百只欢快的机器在运转：
蛇形穿梭的波河和提契诺河，
阿提及河，阿尔诺河，还有台伯河。
梅塔罗河，特隆多河，清澈的福尔杜尔诺河。
初识你们的名字让我欢欣
永远在我的记忆里闪光
哦皮亚维河，带来你所有的荣耀！
我想放声高歌
哦意大利美丽的地区：
皮埃摩特，维耐托以及伦巴第，
利古里亚，艾米莉亚，还有我的托斯卡纳！
我想看看马尔凯和翁布里亚，
阿布鲁佐，拉齐奥的海岸线
康帕尼亚是个馥郁的花园，
里面种满了水果，谷物还有美酒。
阿布利亚，康帕尼亚，古老的卢卡尼亚
黄金西西里是花儿的老友，
海的另一边，还有撒丁岛
哦，我为你们感到荣耀！
Arpalice Cuman

我们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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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体验
烹饪课程
外国人上意大利语课程
帆船课程
团队旅游
健康体验
木筏洞穴探险
山地自行车旅行
邮轮：爱奥利群岛/紫色歌诗达/特罗佩阿
在线报价
自费行程

APECAR

SHUTTLE
Trasferimenti,
escursioni e noleggio con
conducente

CONFINDUSTRIA
REGGIO CALABRIA

意大利南部的美酒和美食之旅
5天4晚

第1天：
雷乔
卡拉布利亚Reggio
Calabria-到达雷乔
卡拉布利
亚，大巴接送到酒店，入住房
间。午餐为特色餐。下午参观
雷乔 卡拉布利亚考古博物馆，
在这里您可欣赏里阿切的青铜
雕塑，一小段步行之后，您会
看到邓南庶所描绘的“意大利最
美一公里” 稍作休息品尝著名的“
凯撒牌”冰淇淋。晚餐及住宿。
第2天：
雷乔
卡拉布利亚Reggio
Calabria-在酒店用早餐，早上
进行卡拉布利亚当地菜的美食
课程。卡拉布利亚当地菜有几
个世纪的历史了，是不同文化
融合的结果，最著名的传统菜
是通心粉，用炖好的羊肉或者
猪肉做配料，可做成白酱或红
酱。传统菜肴还有：帕尔马奶
酪茄子，斯托克和刀鱼，其他
特色还有“炖菜”。午餐，下午参
观离市区几公里的佩拉罗“索迪
百味展示厅”，品尝手工制作的
柠檬酒，然后返回雷乔 卡拉布
利亚参观奶酪工厂，品尝当地
特色的阿斯布罗蒙特奶酪，返
回酒店，晚餐及住宿。
第3天：

比佐PIZZO-在酒店用早餐，出
发去比佐的卡里布公司，卡里
布公司是1913年由贾琴多
卡
里布在比佐建立的，位于圣爱
菲米亚海湾中心地带的迷人之
地，公司经营了四代，是卡拉
布利亚甚至意大利第一家用“固
定陷阱”系统包装地中海金枪鱼
的公司。1926年卡里布公司被
评为“真实家园”的官方供应商。
导游带领下品尝产品，最后参
观比佐小镇品尝著名的“比佐松
露”。晚上返回酒店，晚餐及住
宿。
第4天:
巴涅拉
卡拉布利亚/西拉
BAGNARA
CALABRIA/
SCILLA-在酒店用早餐，早上
出发品尝手工牛扎糖，到达巴
涅拉小镇参观传统的点心店，
最后午餐是鱼肉。下午参观西
拉：西拉如府城堡游，这是一
个位于西拉海角上的一个古
老的防御工事。漫步契亚纳莱
阿，卡拉布利亚最浪漫的村
庄。返回酒店，晚餐及住宿。
第5天：
巴涅拉
卡拉布利亚/西拉
BAGNARA
CALABRIA/
SCILLA-在酒店用早餐，送机到
机场。服务结束，游览结束。

漫步比佐的历史
5天4晚
第1天：
雷乔
卡拉布利亚Reggio
Calabria-到达雷乔 卡拉布利亚/
拉梅奇亚，到达酒店。下午参
观维波瓦楞提亚小镇：有几处
值得拍照的景点:大教堂，拉诺
瓦圣玛丽教堂，美丽的十六世
纪大理石雕塑，圣米凯尔教堂
建于十一到十二世纪，柯多帕
德里宫和罗密欧宫等等。八角
形的钟楼是弗雷德里克二世做
四个防御工事时建造的，现在
古堡成为国家考古博物馆。晚
餐及住宿。
第2天：
比佐PIZZO-在酒店用早餐，导
游带领参观比佐和阿拉贡尼斯
城堡，参观木拉特乔阿奇诺博
物馆。午餐品尝当地特色菜：
比佐松露。下午唱歌卡里波公
司的金枪鱼制作，参观过程中
也可品尝产品。晚餐及住宿。
第3天：
塞拉圣布鲁诺/梦贾纳SERRA
SAN BRUNO/MONGIANA-在

酒店用早餐，参观塞拉圣布鲁
诺和奇多撒修道院。参观博物
馆里的圣物，继续行程至梦贾
纳，到达后午餐为特色餐，品
尝野生蘑菇，烤肉，香肠，炖
鹿肉，当地萨拉米，尖果酱，
草莓酱等，饮料推荐草莓酒，
核桃酒和黑莓酒以及当地葡萄
酒，下午参观梦贾纳柱。晚餐
及住宿。
第4天：
特洛佩阿TROPEA-在酒店用早
餐，这天游玩海滩。特洛佩阿
海滩海水清澈，是欧洲有名的
度假胜地，下午购物，去发现
特洛佩阿的古老小巷子里的小
店（例如红洋葱，山羊奶酪，
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其他手工
产品）这也是认识卡拉布利亚
的一种方式。晚餐及住宿。
第5天：
特洛佩阿TROPEA
在酒店用早餐，转机去拉梅齐
亚/雷乔 卡拉布利亚机场。

意大利最美一公里
5天四晚

第1天
拉美兹亚/雷乔
卡拉布利亚
LAMEZIA/REGGIO CLABRIA到达拉美兹亚/雷乔 卡拉布利亚
机场-接机到酒店-下午参观罗切
拉城堡：城堡建于诺曼底时期，
坐落在海拔104米的岩石岬上，
可俯视整个小镇。晚餐及住宿。
第2天
劳克里/玛莫拉LOCRI/
MAMMOLA-在酒店用早餐，之
后导游带领参观埃比哉费里考古
公园和希腊宪章国家博物馆。随
后在玛莫拉用午饭，在此您可以
品尝到当地特色鱼：玛莫拉鱼，
这道菜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有
好几种不同的烧法，成为不仅为
卡拉布里亚当地一道名菜，也成
为地中海地区的一道名馔，曾
经被不同的电视节目，杂志，书

普利亚的巴洛克
6天5晚

第1天：
雷乔
卡拉布利亚REGGIO
CALABRIA-到达雷乔 卡拉布利
亚入住酒店。下午参观雷乔 卡
拉布利亚考古博物馆，在这里，
您会为RIACE
BRONZES里亚
切青铜雕塑而震撼,参观之后，
您可漫步在意大利作家邓南遮
D’ANNUNZIO所描述的意大利最
美一公里“意大利最美一公里”，
稍作休息品尝著名的“凯撒牌”冰
淇淋。晚餐及住宿。
第2天
奔迪达蒂洛PENTIDATTILO-在
酒店用早餐，出发去雷乔 卡拉
布利亚省的艾奥尼亚区，到达
莫塔圣乔瓦尼，MOTTA
SAN
GIOVANNI。参观莫塔圣乔瓦尼
城堡，虽为奔迪达蒂洛海岸线
上的一个小镇，但是艾奥尼亚
区的一颗珍宝。午餐为当地特
色餐，下午参观加里波第博物
馆GARIVALDI MUSEUM。返回
刊，百科及美食指南推荐过。鱼
肉可被做成头盘，也可以和土豆
一起做成主菜，最好是和当地一
种红葡萄酒或一种叫CIRO切若
的葡萄酒一起食用效果最佳，它
因此也被成为唯一能和红酒相配
的鱼。酒店用晚餐，大约21：30
开始演唱会，住宿。
第3天
杰拉切GERACE-在酒店用早餐导游带领参观杰拉切：参观圣佛
朗西斯大教堂，其大门最有诺曼
底城堡特色，参观曾经的圣安娜
修道院。在酒店用晚餐，21：30
开始演唱会，住宿。
第4天
罗切拉ROCCELLA-在酒店用早
餐-送机去拉美兹亚/雷乔 卡拉布
利亚机场。
第1天
巴里BARI-集合点汇合出发。到
达巴里安顿入住。晚餐及住宿
第2天
巴里BARI-在酒店用早餐，导游
带领参观巴里老城区：行程从
1131年建造的诺曼底城堡开始，
到圣尼可拉教堂，圣沙比诺教堂
建于11世纪。午餐品尝著名的巴
里佛卡夏，下午参观新城区，从
阿尔多莫洛广场开始到斯巴拉诺
大街。
第3天
圆锥城堡/阿尔贝洛倍罗，在酒
店用早餐，出发参观岩石城堡:
足足有70米深的奇特景观，午
餐为当地特色餐，下午出发参观
阿尔贝洛倍罗的圆锥顶民居，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意大利
五十景观之一。晚餐及住宿。
第4天：
格罗塔列/奥斯图尼—在酒店享

酒店。自行车爱好者可以骑行体
验。晚餐是日式寿司，您将体会
到无与伦比的新鲜海鲜带来的美
妙体验，当然，有一杯红酒佐
餐。返回酒店及住宿。
第3天
西拉SCILLA在酒店用早餐，出发
去雷乔 卡拉布利省得伊特鲁利亚
区，然后到西拉SCILLA,导游带
领参观西拉城堡(也称为卡拉布里
亚城堡)，下午参观圣埃利亚斯，
位于海拔579米的圣埃利亚斯山
脚下。鉴于它的优越位置，被人
们称为 “伊特鲁利亚的露台”，晚
餐及住宿。
第4天
艾奥里耶群岛EOLIE ISLANDS在酒店用早餐，出发短途参观艾
奥里耶群岛。晚餐及住宿。
第5天
雷乔
卡拉布利亚REGGIO
CALABRIA-在酒店用早餐，返回
雷乔 卡拉布利亚机场。

罗切拉爵士节
4天3晚

用第一份早餐。出发去格罗塔
列，一座夹杂在狭窄的街道和
车道之间的“千洞之城”。历史名
城，圣母大教堂，它是最古老的
十四世纪罗马式普利亚的重要代
表，包括主教宫殿和附属的博
物馆，陶瓷区以及众多的工匠车
间。然后出发出发去奥斯图尼，
并在小农庄享受午餐。在下午的
时候我们将参观白城。然后返回
酒店，晚餐和休息。
第5天
莱切LECCE-在酒店用早餐。出
发去被称为“南方佛罗伦萨“的莱
切，其实不然，莱切是独一无二
的巴洛克时期莱切作为托斯卡纳
首府，但使莱切独一无二的秘诀
是意大利南方温暖的气候。午餐
为特色餐，晚餐及住宿。
第6天
莱切LECCE-在酒店用早餐，返
回，午餐自理，晚上到达。

那不勒斯及沿海岸线
第1天：
拿波里：到达拿波里。开始市
内的观光，Sansevero小教堂，
裹着面纱的基督像，Plebiscito
广 场 以 及 对 面 的 皇 家 宫
殿，Umberto画廊，最后是OVO
城堡。接着步行至拿波里中心
地带的Spaccanapoli。午餐可
自由选择。下午去参观新城堡
（Maschio Angioino）。晚上我
们将体验本次旅游的核心部分：
掌握去做真正的拿坡里披萨：您
可以观察师制作披萨的全过程，
发面，和面以及到最后的成形，
整个过程您可以自己尝试！您可
以在开火后选择自己喜欢的调味
品来开始制作，当把披萨放入烤
炉后，您只需静坐等待自己的成
果，然后与您自己团队中的其它
美食爱好者一起享受与放松。您
可以在一天的旅程结束之前，用
自己的双手进入并感受真正的拿
波里披萨。返回酒店和休息。
第2天：

拿坡里/卡塞塔-在酒店享用早
餐。早上您可以选择在拿波里的
街道上采购或参观。午餐自由选
择。下午将去访问皇家宫殿：这
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室，它的主人
是历史悠久的那不勒斯的波旁王
室，除了在穆特拉居住的短暂时
期外。紧接着会参观卡罗莱那渡
槽。大主教的风格和工程，联合
国人类遗产之一。然后返回拿波
里。在傍晚到达酒店。晚餐和过
夜。
第3天
阿玛尔菲海岸线AMALFI
COAST-在酒店用早餐。出发参
观阿玛尔菲海岸：您会发现美丽
的苏莲托，波西达诺，阿玛尔菲
和拉维罗。午餐自理。晚餐及住
宿。
第4天
庞贝POMPEI-在酒店用早餐。整
理行李出发去伟大的考古发现庞
贝。午餐在当地特色餐厅，下午
返程。

4天3晚

罗马 永恒之城
5天4晚

罗马ROMA-到达入住酒店。晚
餐及住宿
第2天
罗马ROMA-在酒店用早餐，导
游带领参观罗马教堂：罗马是个
露台的博物馆，它的每一个角
落，每一个教堂，每一个广场都
藏着等待被发现的秘密和故事。
一天的行程为：梵蒂冈和圣彼得
大教堂，教皇墓地和梵蒂冈博物
馆及西斯廷教堂。晚餐及住宿。
第3天：
蒂沃利/罗马-首先在酒店享用早
餐，然后出发前往罗马东部的历
史名镇蒂沃利，坐落于迷人的山
丘Monti Tiburtini之间。先参观埃
斯特别墅-前本笃会修道院 ，被
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晚期最迷人
的别墅之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指定为世界遗产。在下午我们

将访问罗马城堡以及阿尔巴尼山
脉之间的行程，将从弗拉斯卡蒂
开始。在这个地方，您不能错过
当地的农产品以及品尝当地的葡
萄酒，在独具特色的本地旅馆，
游客可以享用物美价廉的葡萄
酒，橄榄，奶酪，烤乳猪和地道
的罗马菜肴。最后回到酒店享用
晚餐和过夜。
第4天：
罗 马 （ 下 午 有 变 动 ） 。
下 午 的 自 由 时 间 我 们 将
在Tidente区著名的街道
Condotti，Borgognona，Frattina
以及所有与西班牙广场相邻的街
区观光及购物，那里有着意大利
著名的珠宝商和最重要的意大利
国际设计师的工作室。然后返回
酒店，晚餐和过夜。

美丽的托斯卡纳
5天4晚

第1天
威尼斯VENEZIA-到达入住。晚
餐及入住。
第2天
威尼斯VENEZIA-在酒店用早
餐。导游带领参观水城威尼斯
市容，水是威尼斯的主导元
素，历来数之不尽的艺术家作
家被威尼斯美丽的精致和建
筑，所吸引。不朽的威尼斯画
派画家有乔瓦尼
安东尼奥卡
纳，被人们称作卡纳莱多，贝
尔纳多 贝莱多和佛朗西斯 卦
帝等等，您还会被诸多的景点
所吸引，如：里阿多乔，大运
河，公爵宫殿，圣马可广场等
等，不容错过的贡朵拉小船游
览。晚餐及住宿。
第3天
加尔达湖LAKE GARDA-在酒
店用早餐，出发去加尔达湖。
到达以后开始做登船的准备工
作，随后开始游览，行程为登
森萨诺-西尔米奥耐-卡尔多耐。
西尔米奥耐的参观点是著名的
古罗马聚集地卡都洛石窟，继

第1天
佛罗伦萨FIRENZE-到达入住酒
店。晚饭及住宿。
第2天
佛罗伦萨FIRENZE-在酒店用
早餐。导游带领参观佛罗伦萨
的博物馆，宫殿，教堂和珍藏
世界珍宝的故居。众多景点中
最为知名的是圣母玛利亚百花
大教堂，洗礼池，乌菲奇美术
馆，中世纪警察官邸及学院美
术馆，圣十字和圣玛丽教堂是
真正的艺术殿堂，同样罗楞佐
图书馆是欣赏建筑天才米开朗
琪罗的必到之地，我们还有足
够的时间可以参观皮帝宫。晚
餐及住宿。
第3天
比萨PISA-在酒店用早餐，出发
去比萨，到达后导游带领参观
市容：当我们谈到比萨，都会
不可避免的提到著名的斜塔，
但这只是这个美丽的托斯卡纳
城市的一小部分，多墨广场汇
集了世界上独特建筑的精华，

续到达卡尔多耐流域参观“意大
利胜利碑”，以及意大利诗人邓
楠庶故居。晚餐及住宿。
第4天
帕多阿/维罗纳PADUA/
VERONA-在酒店用早餐。导游
带领参观帕多阿市区，帕多阿
是个艺术之都，被称为“壁画之
城”天才的艺术家们在教堂和公
共建筑上留下了很多印记，如
乔托在斯克维尼教堂的作品，
帕多阿的圣安东尼教堂，布拉
多山谷广场。不容错过的还有
贝德罗奇咖啡。午餐在当地特
色餐厅，下午继续错过维罗
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
我们会到达维罗纳最大的广场
的布拉广场，至今还保留着卫
兵保护的钟楼广场，理发师宫
殿，市政厅等等。晚上维罗纳
剧院有演出活动。随后返回酒
店。住宿。
第5天
维罗纳VERONA-在酒店用早
餐。出发返程。

被人们称作“奇迹广场“。城市主
要景点为：钟楼，教堂，洗礼
池和圣广场。午餐在当地特色
餐厅，品尝有名的蛙汤，汤里
有圣米凯莱白豆，和一种当地
面食同鱼肉混合。鱼是主角：
酸甜味道的胭脂鱼，鳕鱼，剑
鱼的混合，不容错过的野味，
尤其是野鸡，野猪和野兔。晚
餐及住宿。
第4天
锡耶纳SIENA-在酒店用早餐。
导游带领参观市容:第一站是市
中心贝壳状的坎波广场，每年
两次的赛马（7月2日和8月11
日）在此举行，广场对面是市
政厅，曼嘉楼，盖亚喷泉和很
多名胜，下午继续参观奇大大
街，蒙塔尼尼大街，圣玛丽阿
松塔广场，以及齐名的锡耶纳
大教堂，和它知名的洗礼池等
等。晚餐及住宿。
第5天
锡耶纳SIENA-在酒店用早餐。
出发返程。

爱之城
5天4晚

特里纳克里亚
第1天
巴勒莫PALERMO - 到达巴勒莫
在酒店过夜。
第2天：
巴勒莫。早上在酒店享用早餐。
然后跟随导游参观巴勒莫市。巴
勒莫是一座拥有四个伟大历史年
代艺术财富的城市：阿拉伯、
挪威建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
期的艺术，十七世纪的巴洛克式
艺术和十八世纪的装饰艺术。
下午，我们将访问古老的罗吉亚
区，包括罗马路，卡拉，卡萨罗
和圣多米尼克广场等古迹，它们
位于巴勒莫最著名的特色市场
Vucciria附近。Veucciria是一个独
特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独一无二
的浓浓的颜色，气味，口感和古
老的声音：西西里画家雷纳托·古
图苏（1912-1987）被它所深深
吸引并留下了著名的几张画作。
我们将参观“四首歌”，这是两条
主干道的四个角落，美丽的十七
世纪宫殿隆起的外观与四季雕像
所围绕大的喷泉中心相互呼应，
形成一副别具一格的画面。傍晚
返回酒店，享用晚餐和过夜
第3天：
蒙德罗-蒙雷阿莱-特拉帕尼。早
上在酒店享用早餐，然后启程前
往蒙德罗，巴勒莫的一处旅游胜

地，被Pellegrino和Gallo两座山
环绕，以海滩和众多新艺术运动
风格的别墅而闻名，被誉为意大
利最著名的新艺术风格。中午我
们在餐厅就餐。午后前往蒙雷阿
莱，它位于蒙特卡普托的斜坡
上，这里有美妙的大教堂，覆盖
着拜占庭式的金色马赛克，代表
了古代和新约。傍晚返回酒店，
晚餐和过夜。
第4天：
特拉帕尼-埃里切。在酒店用完
早餐后出发。跟随导游参观特
拉帕尼，被称为太阳和风帆之
城。走过城市的历史中心，您可
以看到各种文化分层的迹象，从
最旧的Casalicchio区到犹太人的
Giudecca，再到领土城堡的中
世纪废墟，哥伦比亚城堡或海之
城堡，炼狱教堂，里面有神秘守
护（20个描绘耶稣受难的雕塑
团体）和学院。然后我们转移至
埃里切，一个古老的石村，海拔
750米，主宰整个山谷，中世纪
的村庄被一个大型的三角形边墙
所围绕，被称为“环形墙”，因为
根据古老的信仰，雄伟的墙壁是
由独眼巨人建造的。最后返回酒
店，享用晚餐和过夜。
第5天
PALERMO SAN VITO LO CAPO在酒店用早餐，出发回家。

5天４晚行程

跟随希腊人的脚步声
5天4晚行程
第1天
卡塔尼亚ＣＡＴＡＮＩＡ
到达卡塔尼亚机场，接机到酒
店，晚饭及住宿。
第2天
卡塔尼亚ＣＡＴＡＮＩＡ-在酒
店用早餐。游览卡塔尼亚古城中
心，到达Picheria鱼市场，一个
敞开式的剧场坐落查尔斯五世隧
道的古城墙下，下午参观马西姆
贝利尼剧院，贝利尼别墅，比赛
擦日宫殿，最后在埃特纳大街自
由活动，购物，休闲。晚餐及住
宿。
第3天
陶米纳ＴＡＯＲＭＩＮＡ-在酒
店用早餐，跟随导游参观希腊
城，因其历史和位置著称，游
程从历史文化线路开始，包含
圣尼克罗教堂，希腊剧院，翁
贝托 柯索和柯维嘉宫殿，在此

您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小店，
品尝当地特色如西西里小吃，
晚餐为特色餐，住宿
第4天
西拉库萨ＳＩＲＡＣＵＳＡ在酒店用早餐，出发去西拉库
萨.西拉库萨是个千年古城令人
震惊的希腊古罗马废墟，华丽的
巴洛克建筑。至今保留着古老的
方言，它一直被视作是西西里的
心脏，岛上有一些小的历史遗迹
Sperduta,Graziella,Giudecca,Bot
tai,Mastrarua,Maniace 及Duomo
教堂，西拉库萨大教堂建于公
元480年，西拉库萨以其考古区
域，历史古迹和历史传奇成为西
西里最有名的小镇。
第5天
西拉库萨ＳＩＲＡＣＵＳＡ-在
酒店用早餐，早上自由活动，在
酒店用午餐，下午送机至卡塔尼
亚机场。

“幸福源于细节：
一丝气味，一种味道，一个抚摸，
海浪声，一个拥抱。
有时 你需要一个旅程
去发现这些喜悦
和你的爱人一起分享。
让你的幸福时刻独特又无尽：
你可以找我们
在你的小旅程中找到大幸福。
我们在期待您”

夸尔纳诺大街1号, 7/B
89135 雷乔 卡拉布利亚

邮件 info@viaggiemiraggi.it
网址 www.viaggiemiraggi.it

+39 0965 373329
详情请垂询我们的网页 www.viaggiemiragg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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