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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翡冷翠名人祠有全才藝術家米開朗基羅、一代神曲詩人但丁、天文學
家伽利略等263位世界級代表入列，托斯卡尼註定成為文人墨客尋宗渡假
取經之地，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便是於此較勁美學功力；19世紀英國詩
人勃朗寧夫人為愛遠走長居，她說：「這裡的空氣能沁入你心，讓人不
捨離去。」；英國前首相布來爾則把它列作Long Stay首選；徐志摩也在
1825年來到義大利，感受自由藝術的閒居而寫下讓人無法自拔《翡冷翠
的一夜》。
義大利很美、很優閒、很浪漫，不容錯過的正是最適合山居歲月的托斯卡
尼與藝術之城翡冷翠。

穿越托斯卡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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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di家族隱居羅馬小鎮，超越時尚老佛爺
▲ 補鞋匠衣錦還鄉，獨創Ferrgamo莊園王國
▲ 喀什米爾王藏書古堡，傳遞人文溫暖工藝
▲ 大師跨世紀雕塑酒莊，美景酒品令人屏息
▲ 慢食城Orvieto散策，細數名流私宅山居

▲ 驚心動魄天空城，鬼斧神功地下城
▲ 世界100瀕臨消失遺跡，天空之城最美村莊
▲ 鑑賞建築雕刻藝術家米開朗基羅原創真跡
▲ 企業家細雕石藝，埋葬哀傷故事令人動容
▲ 翡冷翠－遺留珍寶，一生必訪的文化聖地

名门贵族 

乡居人文
{ {

世界之最  

古城遗址
{ {

special



3

▲ 美酒首府Chianti，品味黑公雞冠軍名款
▲ 主廚尊重生命之經典，暗藏熟成好滋味
▲ 受邀藥草莊園作客，細細品味青春饗宴
▲ 走訪六世紀修道院，慢品經典貴族午宴
▲ 米其林推薦紅蝦小館，探索藝術的饗宴

▲ 獨家推薦超越想像文化－wine spa療程
▲ 主廚農莊辦識不老藥草聆聽森林音樂會
▲ 最老貴族莊園拜訪好鄰學作竹藝或編織
▲ 國寶巧克力之家見學極緻義匠飲食藝術
▲ 名人莊園見學生態綠意建築餐桌上風景

产地餐桌 

慢食文化
{ {

居游手作 

近身体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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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義大利第一站，即刻前往Bomarzo 
Monster Park（皇室紀念公園）。皇室後代
為了紀念逝去的妻子委託著名園藝師 Pirro 
Ligorio 設計，建築師是文藝復興時期主義者
，其不朽經典作品「千泉宮」是古羅馬及希
臘時期建築雕塑，是文藝復興後期代表性的
庭園。別墅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而聖林
公園也因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高雅優美風格 大
相徑庭，成為日後風格主義跨時代的象徵。 

午宴後，即入住Le Tre Vaselle Resort & Spa。
這座17世紀的建築，客房保留了原 有寬敞空
間、厚實古壁城牆、原木橫樑和陶瓷地板。
寢具則是摩登席夢思等級，不但室內外均有
泳池，旅店還具有當地最規模特色的康體中
心；提供水療、桑拿、土 耳其浴室和健身房
。餐廳則供應典型的翁布裡亞菜餚和當地優
質葡萄酒。早餐可在露臺俯瞰無際丘陵，正
是山居long stay最具指標性的旅宿。而旅店中
曾被紐約時報 評為全義大利歷史館藏最豐富
的酒博物館，也是我們不可錯過的旅史。

紀念皇室愛妻 絕世僅有復刻版童趣迪士尼

入住17世紀遺跡 精緻水療五星旅店

無際山谷景致 參訪世界酒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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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我們將造訪義大利心臟地帶千年古城
—白露裡治奧（Civita di Bagnoregio）。矗立
在高山上，經地殼長年累月變動一度遭遇倒
塌危險，過去被稱為「垂死村莊」； 現今則
以「童話中最美的古堡村莊」的姿態重新亮
相。這座古城在2006年被世界歷史遺產基金
會列入「100座瀕臨消失的遺跡」。古城與外
界的唯一連接是一座長橋，完整保留中古世
紀建築，漫步其中彷彿回到中世紀場景而錯
亂時空。

緊接著前往Badia修道院，Badia是12世紀最
具影響力之塔樓建築，有許多修道士都和梵
諦岡有很緊密的連結，也因爲被列爲修道院
的聖地。而中世紀的修道院其實也是當代經
濟活動文化資產演進的縮影。Badia修道院
遠看像個城堡，教堂散發出的寧靜與神聖正
是歲月所留下的痕跡，迴廊建築物裡是遠古
修道士居住的居所，壁爐是大家烹調的聚所
！高掛在壁畫牆上，銅製的鍋碗瓢盆、蛋糕
模歲月感十足，我們將在城堡作客細品慢賞
Badia不朽塔樓經典名作。

訪世界100瀕臨消失遺跡 天空之城最美村莊

 Badia修道院作客  細品慢賞不朽塔樓經典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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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將前往小鎮王國見證溫暖人文工藝
有「喀什米爾之王」美譽的義大利奢華 品牌
Brunello Cucinelli，他以人文資本主義作企業
核心，並引用俄國文豪杜斯妥 也夫斯基的話
：「美會拯救世界。」1985年回歸鄉居，買
下小鎮Solomeo，將小鎮居民、工坊、書城
古堡等圈成一座不可分隔的共生體 ，創造了
700人的就業機會。不允員工超時加班及週末
工作的他，用尊嚴及效率的維持生活及作品
品質。

今日我們 會行經義大利中部最大火山湖畔－
博賽納湖，並在湖畔享用湖鮮料理。午後，
前往 貴族男爵夫人的時光山居，認識她不甘
寂寞的山居歲月。 佩魯賈是翁布裡亞首府，
無論城市建設、藝術繪畫 、人文歷史都融合
多種文化氛圍，是座富有文明遺跡的「前羅
馬時代」都市，也是考古學、藝術萌芽的寶
庫。這 裡也是歐洲最著名的巧克力產地，國
寶巧克力是Baci，義大利語「吻」的意思，
每 一顆巧克力裡都會有一紙籤寫著甜言蜜語
，與巧克力相配的當地名人－瓦倫丁，情人
節便以他為名。手繪一款客製國寶巧克力也
是必要體驗。

走入「喀什米爾之王」建造小鎮 感受人文共生溫暖工藝 

火山湖畔漫步享用魚鮮 拜訪貴族男爵夫人不甘寂寞山居

手繪國寶級浪漫之吻baci巧克力 散策羅馬古都佩魯賈 

Day
03



7

這天我們將進入由國際雕塑大師Arnaldo Pomodoro，所打造的布諾堡酒莊。周遭美景令人屏息
，葡萄葉隨四季轉變色彩。大師耗費兩年將「上圓法天」、「下圓法地」巧妙地以現代藝術呈
現；高達七公尺的「百年之升」螺旋狀攀升，象徵百年來酒莊不斷向上追求完美。半圓弧狀的
龜殼，形體上徹底融入丘陵景緻，同時，烏龜象徵長壽與穩定，是天地和諧的最佳代表。深達
12公尺的酒窖提供了陳年環境，足以展現葡萄酒獨特風味。我們深入秘境，一嚐膜拜佳釀，並
認識主人獨具美學的山居歲月。

隨後前往紅蝦餐廳也是電視魅力主廚Giorgione的農場。Giorgione出生於農場世家，為了堅持產
地餐桌的烹調方式，舉家移居翁布利亞，因有凡人無法擋的親和力，受邀在電視頻道，以巔覆
傳統精緻烹飪的烹飪秀，傳遞不拘小節的季節健康飲食。今天我們不但要跟著主廚上山採藥，
品味無限創意，奔放於山海的原汁原味。一起享受各種嚐試的樂趣，料理自然美味之外。餐後
受邀在莊園聆聽鄉村音樂會。

企業家邀約大師任揮灑 獨創跨世紀雕塑酒莊

葡萄莊園俯瞰屏息美景 品味當地特色膜拜佳釀

跟著人氣名廚上山採藥 見學烹技受邀莊園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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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將前往一家已傳承至第八代的專業
肉品餐館，醫師背景出生的主廚以文藝復興
古典精神的人道方式，挑選肉品，他相信妥
善照養，快樂成長的牛隻必定是好滋味。與
此同時我們也將親眼見證世界上體型最大的
大白牛，生產在佛羅倫斯山谷，因優異先天
條件，體積雖龐大，肉質卻溫柔細嫩，上桌
時，肉品中央保留著一片羞答答的粉紅肉色
，極其甜美。不敢嚐生鮮的人，也可一嚐人
手一袋的牛肚包。

午後我們將入住環繞在葡萄園、橄欖樹森林
，屬於典型托斯卡尼風格莊園旅店。旅店有
倆座泳池，雅緻室內外餐廳，宛如畫作中的
田園風與歐式莊園風情。特別是一早發現，
自己身處歷史古堡，窗外是醉人托斯卡尼風
光，呼吸著是無染清透芬多精，最是療癒。
旅店以鄉村villa的風格表現家的溫暖，角落
處處可見舊日古堡的細節，如主人收藏、舊
花磚地板丶樂聽室等等猶如隱居莊園貴族大
宅，傍晚，我們也將隨著職人的腳步細細的
閱聽宅院故事。

八代主廚尊重生命依循經典 料理世界第一粉紅蠶衣白牛

入住托斯卡尼風格莊園旅店 細細的閱聽宅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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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日，我們要散步山居，拜訪好鄰，毛遂學藝，受邀義大利老奶奶老宅作客，一嚐中南義產
地餐桌的家常料理。Colleoli莊園位居制高山頂，整個Villa環繞在蓊鬱的橄欖園林，每一家人都
各有山居故事及身懷絕技，喜愛編織的農婦，不為五斗米折腰，只為裝置有感與溫度的山中小
屋。專注竹藍創作的老爺爺，山中取材，隨季靈感泉湧，傳承老祖先手藝不但自娛娛人，還成
了不老典範，正是走訪企業家山居歲月旅程的我們要去近身取經，感受山居歲月的日常傳奇。

走訪貴族莊園山中學藝 受邀老宅作客

有幸入住托斯卡尼第二大百人貴族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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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拜訪托斯卡尼地區最優美的城鎮之一的聖吉米那諾(San Gimignano)。在 12、13世紀的自
治城邦時期，除了與鄰近國家爭戰，城內貴族亦彼此角力，為了顯 示自身的財富與權勢，於是
競相修築高塔，極盛時期多達78座，如今僅剩14座保存 較為完整，從城外數公里就可看見這些
聞名的塔樓，在托斯卡納地區擁有其極為特 殊的都市景觀，因此被譽為「美麗的塔城」。因沒
有現代的建設進駐，使得聖吉米 那諾完好保存中世紀的城鎮樣貌，199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國際時尚品牌家族雖領導潮流，但Fendi家族收藏的農場莊園卻秉持節能、綠意的建築理念，打
造出美麗、乾淨的復古鄉村綠洲，讓人完全拋開城市喧囂，仿如又回到 托斯卡尼的鄉野。莊園
還有農牧場，隨意可見羊驢吃草走動，自家野菜種植，起司 提煉都是這裡的日常，也是莊園餐
廳從產地到餐桌的零哩程食物來源。無論是清晨新鮮手作早餐，還是詩意莊園難忘的日落晚宴
，都是我們一定要品味的節奏。

遊歷世界文化遺產 聖吉米那諾美麗塔城 

羅馬城郊渡假天堂 Fendi家族收藏農場莊園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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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4~( 四 ) – 05/24( 日 ) 共 11 天 8 夜含飛行時間
台幣 185,000 元，海外機場集合，機票另計

連絡資訊
主辦單位 :                                     
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電話：02-86433926、02-86433543、02-86433581
手機：0956-200-868、0989-689609
傳真：02-8643-3968
信箱：utravel@udngroup.com.tw
網站：http://utravel.udn.com

匯款帳戶
銀行：臺灣銀行 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 004 / 分行代碼 0646）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費用包含
(1) 行程中早午晚全程餐食、八夜住宿、交通接駁費用
(2) 行程中職人導覽、文化體驗見習、景點參訪門票等費用
(3) 全程領隊、導遊司機行李小費
(4) 本報價為二人一室適用，若單人一室需另行洽詢報價
(5) 團體旅遊險提高至 500 萬元、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多份保障多份安心

費用不含
(1) 台北 - 義大利來回機票、機場及服務稅捐

- 各艙等機票參考費用 ( 以實際開票時價格為準 )
(2) 新辦護照、國內機場接送機、匯款手續費及其他私人消費
(3) 行程期間因生病衍生之住宿餐飲、醫療救助、特殊照顧及保險自付額等費用

去程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5/14( 四 ) 21：15 23：10 TPE 桃園 /HKG 香港 國泰航空 CX479 
5/15( 五 ) 00：40 07：40 HKG 香港 /FCO 羅馬 國泰航空 CX293
回程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5/23( 六 ) 13：05 06：25(+1) FCO 羅馬 /HKG 香港 國泰航空 CX292 
5/24( 日 ) 08：10 10：05 HKG 香港 /TPE 桃園  國泰航空 CX564

*貼心提醒：抵臺日期為5月24日早上10:05*
*3月31日前開票的旅人，請事先與專案確認班機*

报名资讯

邀請18位尋找慢活又有學習性旅程；希望有別於一般旅程的視野
想要體驗各種美學手作等療癒課程；希望能享受旅程中的驚喜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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