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尋．希臘神話神秘的足跡 與 古羅馬文明的發源地！ 

品味．地中海蔚藍島國 - 馬爾他，優雅的騎士文化！ 

一生一定要到訪的神話國度，你一定要親自來感受，

歷經腓尼基、希臘、羅馬、阿拉伯、諾曼第、西班牙等

文化洗禮後的千年古城風華與帝國的耀眼榮光！！ 

經典南義、西西里、馬爾他 

神話與古文明之旅 

✦ 8/26 出發，9/09 返台，行程總計 15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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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參考：阿聯酋航空 

日期 出發✈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 班機號碼 飛行時間 

8/26 23:35✈04:05+1 台北✈杜拜 EK-367 約 8 小時 40 分 

8/27 07:55✈11:10 杜拜✈拉納卡 EK-109 約 4 小時 15 分 

8/27 12:20✈14:10 拉納卡✈馬爾他 EK-109 約 2 小時 50 分 

9/08 15:25✈23:25 羅馬✈杜拜  EK-098 約 6 小時 00 分 

9/09 03:40✈16:15 杜拜✈台北 EK-366 約 8 小時 35 分 

➠ 行程規劃 (最終確認的景點，將於行前說明會公告 ) 
◎含門票景點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8/26(六) 第 1 天 台北✈杜拜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機上 

搭乘阿酋豪華客機於杜拜轉機飛往馬爾他，夜宿機上 

8/27(日) 第 2 天 杜拜✈拉納卡✈馬爾他.→瓦雷塔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蕃茄醬汁野兔義大利麵 

住宿：4★ HOTEL ARGENTO  http://www.hotelargentomalta.com/，或同級 

班機抵達杜拜後，轉機前往拉納卡再轉抵馬爾他，隨後前往有「騎

士之城」之稱的瓦雷塔，今晚享用當地傳統風味料理。 

瓦雷塔古城：16 世紀時醫院騎士團

在此建城，因此也被稱做是「騎士之

城」，是一座以巴洛克建築為主的古

城，全城在 1980 年被聯合國列入了世

界文化遺產保護 

＊上巴洛卡、下巴洛卡公園：蓋在碉堡上的｢上巴洛卡公園」是義大

利騎士的私人花園，屬於城市防禦工事的一部份，上公園內除了有

http://www.hotelargentomal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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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藝術家創作的雕像外，還可俯瞰整個港口，以及首都瓦雷塔全

景；下公園內則有紀念二戰英雄的神殿，沿著港灣漫步，可欣賞截

然不同的景色。 
行車距離：機場→瓦雷塔，10 公里(約 20 分) 

8/28(一) 第 03 天 瓦雷塔 VALLETTA→戈佐島 GOZO→瓦雷塔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西式風味套餐 

住宿：4★ HOTEL ARGENTO  http://www.hotelargentomalta.com/，或同級  

搭船前往馬爾他第二大島戈佐島(又稱卡呂普索島 Calypso，傳說是希

臘神話中海之女神所居住的島嶼，奧德修斯返鄉的 10 年迷航之路，有

7 年是被女神困在這個島上)，參觀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巨石神殿。 

接著造訪戈佐島首府：維多利亞古

城，古城是建於羅馬時期的防禦城

塞，也是後來在海盜肆虐時期當地

居民的避難場所。城裡的地標是建

於 18 世紀的戈佐大教堂，這是一座

巴洛克風格建築的教堂，特別的是

教堂沒有穹頂，而是一般的平頂，但屋頂上有一幅 1739 年繪製的

穹頂畫，讓人乍看之下會誤以為是真的穹頂。 

◎ 吉剛提亞巨石神殿 GGANTIJA TEMPLES：在馬爾他目前有七

個巨石神殿，我們參觀位於戈佐島的吉剛提亞神殿神殿，這是目前

世界上最古老的巨石神殿，距今有超過四千多年的歷史，是以當地

所產的珊瑚石灰岩巨石所建成，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遺跡，外牆的

所用的石材高達六公尺，最大的甚至重達幾十噸，神殿外圍至今仍

散落著曾用來搬運巨石的滾石球。 

行車距離：瓦雷塔→碼頭(30 公里，約 1 小時)、碼頭→戈佐島(約 30 分船程) 

http://www.hotelargentomal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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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二) 第 04 天 瓦雷塔→渡輪→波扎羅 POZZALLO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風味套餐 晚餐：船上簡餐 

住宿：4★ HOTEL CONTE DI CABRERA http://www.hotelcabrera.it/，或同級 

參觀首都瓦雷塔地標之一的瓦雷塔主教堂，以及馬爾他最古老的哈

爾薩夫列尼地下宮殿，傍晚將前往碼頭搭渡輪，橫越地中海前往西

西里島。在渡輪上回望瓦雷塔古城，是欣賞這座騎士之城的重要視

角，短暫的船行時間還可欣賞蔚藍地中海的美景！ 

◎聖若望副主教座堂 St. John's Co-Cathedral 

又稱瓦雷塔主教堂、聖約翰大教堂，興

建於十六世紀期間，是騎士團的修道

院，著名畫家卡拉瓦喬的《被斬首的聖

施洗者約翰》還掛在教堂內，這是卡拉

瓦喬唯一署名的一件畫作。 

◎ 哈爾．薩夫列尼地下宮殿 Hypogeum of Hal-Saflieni：常被簡

稱為 Hypogeum，是希臘語「地下」的意思，約興建於西元前 3300-

前 3000 年，是已發現唯一一座史前時期地下宮殿，也是歐洲最早

的大規模石造建築。1980 年馬爾他曾發行繪有哈爾．薩夫列尼地下

宮殿的郵票，以紀念它被列為世界遺產。 

行車距離：瓦雷塔→波扎羅，船程約 1 小時 45 分(預計船班 18:30-20:15) 

8/30(三) 第 05 天 波扎羅→阿格里真托 AGRIGENTO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西里沙丁魚捲 晚餐：南義風味料理 

住宿：4★ GRAND HOTEL http://www.grandhoteldeitempli.it/，或同級  

參觀位於阿格里真托近郊的神殿之谷，以及展示神殿谷出土文物的

考古博物館，這裡因豐富的神殿群，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 

◎ Agrigento 神殿之谷：是世界最大的考古遺址園區，占地 1300

公頃。園區內有已知希臘本土境外，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希

http://www.hotelcabrera.it/
http://www.grandhoteldeitempl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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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神殿群，目前留存有 7 座希臘神殿古蹟及一個考古博物館，在

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7 座神殿，分別

是：王宙斯 Zeus、女神 Juno(天后 Hera)、火神 Vulcano、生育和

諧女神 Concordia、半人神英雄  赫克力士 Eracle、醫療之神

Asclepio，以及雙子守護神 Dioscuri)。 

除了神殿遺址，園區裡還放置有波蘭

現代雕塑家 Igor Mitoraj(1944-2014)

的 17 座以古典題材為主題的銅雕作

品，與神殿古建築相互輝映！ 

◎國立考古博物館：成立於 1967 年，主要收藏從神殿谷出土的史前

時代到希臘羅馬時期的物品，數量多達 5000 多件，包括有希臘青

銅晚期的邁錫尼文明、西元前 14 世紀的陶器、古希臘的陶製器皿、

源於科林斯的黑彩陶器，以及阿提卡紅彩陶器...等。 

行車距離：波扎羅→阿格里真托，174 公里(約 3 小時)  

8/31(四) 第 06 天 阿格里真托→錫拉庫薩 SIRACUSA→陶米納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南義風味料理 

住宿：4★ EXCELSIOR PALACE TAORMINA，或同級 

今日前往阿基米德的故鄉錫拉庫

薩，這裡被認為是古希臘時代遺留下

來最美的城市，參觀古城區、錫拉庫

莎大教堂及週邊廣場。 

＊錫拉庫薩大教堂：是錫拉庫薩的主

教堂，希臘羅馬時期是供奉雅典娜的神殿，在七世紀時改建成為教

堂，新建的巴洛克外觀掩蓋了原本的神殿建築，教堂前的廣場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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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女主角美麗身影走過的那個廣場。 

◎ 錫拉庫莎古城及考古公園：位於沿海的希臘古城，現今僅有約

十二萬居民，是古希臘科學家兼哲學家阿基米德的故鄉，希臘時期

曾是地中海上最有影響力的城市之一，當地豐富的歷史遺蹟已被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古城有許多古遺址，其中以西元前五世紀的露天

劇場為中心。 
行車距離：阿格里真托→錫拉庫薩(217 公里，約 3.5 小時) 

錫拉庫薩→陶米納(120 公里，約 2 小時)  

9/01(五) 第 07 天 陶米納 TAORMINA→卡塔尼亞 CATANIA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西西里風味料理 

住宿：4★ FOUR POINT BY SHERATON，或同級  

「陶米納」，這座山城小鎮，不僅有絕美山景，更有浪漫海景，有古

希臘羅馬時代到中世紀的文化古蹟，被譽為是西西里最美麗的城市。 

＊陶米納：被歌德喻為天堂

的小鎮、曾吸引大仲馬、莫

泊桑等文人雅士在此留下足

跡。位於陶羅山半腰上，面

對愛奧尼亞海迷人的景色，有著中古世紀的鐘樓、巴洛克式小噴泉、

古希臘羅馬式的石柱，還有川流不息的遊客及各種紀念品店。鎮上

從梅西拿門到卡塔尼亞門的溫貝多大道，是陶米納最精彩的街道。 

◎古希臘露天劇場：建於西元前三世紀，地處海天之際，是西西里第

二大古劇場，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希臘劇場。 

行車距離：陶米納→卡塔尼亞(54 公里，約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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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六) 第 08 天 卡塔尼亞✈拿坡里→龐貝→赫庫蘭尼姆→拿坡里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4★ NH HOTEL NAPOLI，或同級  

上午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那不勒斯首府拿坡里，再專車轉往沉睡千

年的龐貝古城與赫庫蘭尼姆古城，一窺西元 79 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

而被掩埋的羅馬繁華城市。 

◎ 龐貝古城：在距離現在約兩千多年以前，義大利南部的維蘇威

火山爆發，瞬間將龐貝這座商業大城淹沒在火山灰底下，直到 17

世紀有人挖出了刻有「龐貝」字樣的石塊，才令古城重見天日，遺

址的時光彷彿就凝結在千年之前，我們將帶您認識早期羅馬都市的

日常生活形態。 

◎ 赫庫蘭尼姆：另一座毀於

維蘇威火山爆發的古城，與龐

貝不同的是，赫庫蘭尼姆是當

時貴族居住的高級住宅區，因為被火山灰掩埋得更深，以致城內建

築保存比龐貝更完好，當年的房屋、家俱、食物，甚至雕塑與繪畫

作品…等，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一直到 18 世紀才被後人發現並開

始挖掘，甚至直到今天也還有不少公共和私人建築尚未被挖掘出土。 

※備註：那不勒斯省因道路較狹窄，為方便導覽將使用 35 人座遊覽車。 

行車距離：拿坡里→龐貝(25 公里，約 35 分)→赫庫蘭尼姆(15 公里，約 20 分) 
赫庫蘭尼姆→拿坡里(13 公里，約 25 分) 

9/03(日) 第 09 天 拿坡里→卡布里島→蘇連多→阿瑪菲海岸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卡布里特選海鮮 晚餐：南義風味料理 

住宿：4★ PALAZZO FERRAIOLIL http://www.palazzoferraioli.it/，或同級 

搭船前往卡布里島，參觀聞名遐邇的藍洞，並遊覽卡布里島美麗風

景，午後搭船返回本島，展開美麗的阿瑪菲海岸公路之旅，隨著車

http://www.palazzoferraiol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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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來到美麗的阿瑪菲小鎮。 

◎卡布里藍洞：碧藍海水與奇異的光影如夢似幻，進入這個水邊山

洞，彷彿來到世外桃源，讓人遺忘現實生活的塵囂；我們安排抵達

後換乘遊艇，之後再換乘小船入內參觀。(註：藍洞是否可以入內，需視

當日天氣狀況而定) 

◎卡布里島纜車：參觀藍洞之後，搭乘纜車登上卡布里小鎮，鎮上的

烏伯特二世廣場總是瀰漫著熱鬧氣氛，到處可見特色小店與咖啡

館，在維托艾曼紐大道上的纜車站旁，眺望美得令人窒息的地中海

景色，領略令人驚豔的卡布里島。 

◎ 阿瑪菲海岸：一生必去的 50 個地

點之一，整個海岸景觀秀麗絕倫，沿

陡峭的山崖加上常年山上溪流入海的

泥沙堆積，形成許多充滿地中海陽光

風情的美麗小鎮，蜿蜒曲折的懸崖景

致常成為電影的取景地。 

＊阿瑪菲主教堂：阿瑪菲小鎮曾經是阿瑪菲共和國的首都，是阿瑪

菲海岸最重要的城市，西元 7 世紀就已建城。聖安德烈教堂(也稱阿

瑪菲教堂)是舊城區內的地標建築，最早建於 6 世紀，但目前看到建

築則是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從君士

坦丁堡帶回聖安德烈遺骨時，所重新

修建的，外觀融合了阿拉伯、諾曼、

拜占庭等建築式樣，教堂內部則是以

巴洛克晚期風格為主。 

行車距離：拿坡里→卡布里(船程 1 小時)→蘇連多(船程 30 分鐘) 

蘇連多→阿瑪菲(海岸公路，約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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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一) 第 10 天 蘇連多地區→拿坡里→羅馬 ROMA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博物館內自理 晚餐：周老爹餐館六菜一湯 

住宿：4★ SHERATON HOTEL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或同級 

造訪拿坡里考古博物館，欣賞古羅馬時期的出土文物，午後前往義

大利首都、也是第一大城羅馬，晚餐後夜遊羅馬城。 

◎拿坡里國立考古博物館：被認為是全世界最為重要的考古博物館之

一，珍藏許多古希臘羅馬帝國的文物之外，還有文藝復興時期的藝

術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從龐貝與赫庫蘭尼姆兩座古城，所挖掘出

的各式保存良好的出土文物，讓身處現代的我們，有機會欣賞兩千

年前人們所使用的器物，一窺當時羅馬帝國的興盛繁華，考古博物

館絕對是您不可錯過的地方。 

★玩家帶路夜遊羅馬城：包括聖天

使橋、聖天使堡、威尼斯廣場、維

托艾曼紐二世紀念堂、古羅馬市集

以及大競技場。 
 

行車距離：蘇連多地區→拿坡里(54 公里，約 1.5 小時)  

9/05(二) 第 11 天 羅馬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博物館內自理 晚餐：義式風味料理 

住宿：4★ SHERATON HOTEL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或同級 

上午前往世界上最小的國家：梵蒂岡，參觀天主教的信仰中心聖彼

得大教堂，以及梵蒂岡博物館。 

◎ 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梵蒂岡為天主教會最高權力機構聖座

的所在地，也是全球領土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的國家，聖彼得教堂

是梵蒂岡最主要的建築，此處成為歷任教宗的永久居所，內除教宗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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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間及辦公廳之外，並有一部分及禮拜堂改為博物館，教堂內也

收藏了米開朗基羅所雕刻的「聖殤」。 

◎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由聖彼得

大教堂的一部分闢為博物館、美術館及畫

室，供世人參觀，除了教廷的藝術收藏外，

其中由米開朗基羅所繪製的西斯汀禮拜堂

頂棚畫，是梵蒂岡飭定版本的創世紀。 
行車距離：羅馬市區導覽 

9/06(三) 第 12 天 羅馬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紅龍蝦評鑑餐廳風味料理 

住宿：4★ SHERATON HOTEL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或同級 

上午前往相傳羅馬起源地的帕拉蒂尼山，並安排前往參觀大競技

場、君士坦丁凱旋門、古羅馬市集、威尼斯廣場、圖拉真之柱等等，

並造訪卡比托尼博物館。 

＊帕拉蒂尼山：是羅馬七座山

丘中位處中央的一座，是目前

羅 馬 城 內 最 古 老 的 地 區 之

一，相傳此地就是羅馬建城者

羅慕路斯與雷穆斯被母狼發現並哺乳之地。 

◎大競技場：被列為世界七大奇景的羅馬競技場，是古羅馬時期建造

的最宏偉的古蹟之一，起初採木頭建築的，後來改用石頭，在沙場

和座位的底下設有關禁野獸的洞穴，最多可容納觀眾十萬人。 

＊君士坦丁凱旋門：羅馬城現存的三座凱旋門中年代最晚的一座，

位於競技場與帕拉蒂尼山之間，是為了紀念君士坦丁一世在西元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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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年 10 月的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中獲勝而建造的。 

＊古羅馬市集：昔日古羅馬的發源地和市中心所在地，是羅馬七座

小山丘的交界處，留有許多羅馬共和時期的建築遺蹟，包括賽維羅

皇帝的凱旋門、元老院、火神廟、君士坦丁集會堂等。 

◎卡比托林博物館：建於羅馬七座山丘中最高的「卡比托尼」山丘上，

其歷史可以追溯到 15 世紀，建築主體由米開朗基羅規劃，歷經四百

多年的工程才完成，當時教宗將一批古

代青銅雕塑捐贈給羅馬人民，並將其安

置在卡比托尼山，至今博物館的收藏包

括大量古羅馬雕像及銘文，以及其他工

藝品，最著名的莫過於象徵羅馬的母狼

餵養雙胞胎的青銅雕像。 

行車距離：市區導覽 

9/07(四) 第 13 天 羅馬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羅馬傳統音樂風味餐 

住宿：4★ SHERATON HOTEL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或同級 

第三天的羅馬市區之旅，上午參觀伯格賽別墅、伯格賽美術館，下

午展開永恆之城羅馬假期觀光，造訪萬神殿、許願池、拿沃納廣場、

四河噴泉…等，經典電影「羅馬假期」中出現的場景，深度體驗羅

馬城的美麗，晚餐安排享用紅龍蝦餐廳的風味餐，為此行在羅馬的

最後一夜，劃下豐盛美味的句點。 

◎伯格賽別墅：位於羅馬北方山丘上的大型景觀園林，占地極其廣

闊，內有博物館、美術館、池塘、動物園、騎馬場...等。在此不僅可

http://www.sheratongolfroma.com/it


12 

以欣賞美術館的繪畫和雕塑，還可觀賞騎

兵舉行的優雅競技會，或悠閒漫步於園林

間，享受眼前的美好景致。 

◎伯格賽美術館：位於伯格賽別墅園林內，

原本是伯格賽樞機主教的私人別墅，1903

年之後成為義大利的國立美術館。伯格賽

主教本身就是位著名的收藏家，也是巴洛

克藝術大師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的贊助者，美術館內所展示的都是以伯格賽家族的收藏品為主，包

括有雕刻、繪畫、以及大量的貝尼尼作品(如：阿波羅、普魯托、大

衛雕像...等)，另外還有提香、拉斐爾、卡拉瓦喬等大師的作品。 

★羅馬城區遊覽 

－萬神殿：西元前 27 年羅馬共和國時期，為了紀念屋大維打敗安東

尼和克利奧帕特拉，由屋大維的副手阿格里巴所建。但西元 69 年

12 月被大火焚毀，直到西元 125 年才由羅馬皇帝哈德良下令重建，

是古羅馬時期建築與藝術的結晶。 

神殿主體結構是個渾然一體的巨大球

體，沒有任何支撐，大廳穹頂是直徑

43.3 公尺的半球體，穹頂最高點的高

度也是 43.3 公尺，中央有個直徑 8.9

公尺的圓孔，這是萬神殿唯一的採光

點，陽光會由圓孔往下傾洩，並隨太陽的移動而改變內部光線的角

度，這二千年前高超的建築技術，真是令人驚嘆。另，著名的文藝

復興三傑之一的拉斐爾，就長眠於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4%B8%9C%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4%B8%9C%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5%88%A9%E5%A5%A5%E5%B8%95%E7%89%B9%E6%8B%89%E4%B8%83%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B%E5%A4%A7%E7%BB%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AA%E7%88%BE%E5%BA%AB%E6%96%AF%C2%B7%E7%B6%AD%E6%99%AE%E6%92%92%E5%B0%BC%E7%83%8F%E6%96%AF%C2%B7%E9%98%BF%E6%A0%BC%E9%87%8C%E5%B8%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BE%B7%E8%8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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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願池、西班牙廣場、拿沃納廣場、四河噴泉：都是出現在羅馬

假期電影中的著名景點，傳說在許願池可許下重遊羅馬的願望。西

班牙廣場則是以廣場旁的西班牙大使館得名，西班牙台階是當地地

標，這裡也是逛街購物的好去處。另外拿沃納廣場原本是西元一世

紀時古羅馬的圖密善競技場，15 世紀末改建為市場，而廣場中的四

河噴泉，是 1651 年由濟安．貝尼尼所設計的。丹．布朗在 2000 年

出版的小說《天使與魔鬼》中，將四河噴泉列為「科學祭壇」之一。 

行車距離：市區導覽 

9/08(五) 第 14 天 羅馬✈杜拜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上午造訪古羅馬時期的卡拉卡拉公共浴場，近午時分整理行囊，前

往羅馬國際機場，搭機返家。 

◎卡拉卡拉浴場：建於西元 212－216 年，佔地 13 公頃，能夠同時

容納 2,000 人洗澡，是以當時的羅馬皇帝 Caracalla 的名字命名。 

據相關記載指出，直到西元 537 年哥德人入侵破壞水道為止，前後

總共使用了約 3 百年之久，這裡的地板和浴池，全都由彩色大理石

與玻璃馬賽克鑲嵌畫組成，可想像當時羅馬帝國輝煌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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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說明 

滿 15 人才出團，每人團費 184,000 元；若報名人數達 20 人以

上，則每人 173,100 元；以現金支付團費另享２％折扣優惠。 

團費包含 15 天行程費用、領隊/導遊/司機小費、講師費、講師

團費分攤。但不包含：行程中三次自理的午餐、床頭小費、護照

等辦證費用、個人花費等。其中講師費部份，扣除來回時間後以

12 天計算，每人每天 NT$500。 

 

公共浴場，是羅馬人的社交場所，為了符合這個需要，浴場內除了

澡堂，還有會客室、圖書閱覽室、花園...等設施，很類似現代的商務

中心與運動休閒中心的綜合體。 

※ 備註：為配合下午航班，中午就必須抵達機場，不便統一安排餐食，敬請大家自理 

9/09(六) 第 15 天 杜拜✈台北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溫暖的家 

帶著滿滿的收獲與回憶返家，期待下次的旅程。 

※ 本行程由百合旅行社代辦 (交觀甲字第 6526 號、品保北 13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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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1. 填寫報名資料： 

中 文 姓 名   護照英文姓名  

身 份 證 號   出 生 日 期   

手 機 號 碼   住 家 電 話   

住 家 地 址   

保險受益人  與被保人關係  

緊急聯絡人  手 機 號 碼  

匯款帳號後五碼  

餐食限制或偏好 
□不吃牛肉 □不吃羊肉 □素食 

□其他，請載明：         

2. 繳交訂金：NT$20,000. 

【銀行匯款】台中銀行 中山分行（代碼 053）、戶名＜新月社國際

文創有限公司＞、帳號：148-22-0001999 

【郵局劃撥】戶名＜新月社國際文創有限公司＞、帳號 50322054 

※ 若需刷卡，請電話聯絡索取並填寫刷卡單。 

3. 完成繳費後，將本報名表 e-mail 或傳真寄至＜新月社＞，就可完

成報名手續 

◆ e-mail：news@artfocus.com.tw 
◆ 傳真號碼：(02)2511-8812 

4. 尾款，請於行前說明會當日繳交（說明會時間及地點一經確認，將

通知所有報名者） 

行程洽詢：新月社 (02)2571-3740、0932-039410  

mailto:news@artfoc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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