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數風格旅行社 2012 美食系列

05/01 西西里美食頹廢之旅九日
＜計劃特色＞


義大利輕鬆自然不做作、帶著泥土芳香與親切感的菜餚，
不能完全只靠米其林指南去吃：歡迎有興趣的老饕們，讓
Julia 帶領去品嘗令人魂縈夢繫的真正義大利美食。



國中之國：西西里這座島數千年來又是最會接受各種外來
飲食文化的熔爐，由此產生了義大利國土內最不像義大利
其他區域、卻又最義大利的獨特美食。特別是對於周遭海
域的魚鮮烹調，許多人認為打遍歐陸無敵手。



行程：到處都有看不完的千年遺跡，我們對於精彩的古蹟
名城當然不會錯過，但強調悠閒浸淫、揚棄走馬看花，只
造訪最精采的一座皇宮與禮拜堂、最壯觀的一處神廟、最
美麗的一座希臘劇場，均留有充足時間。獨特的伯爵府私
人音樂晚宴與西西里民家作客，則是我們「異數」之處。



頹廢之旅®定義：是度假而非出差，一定要比國內的生活悠
閒。嚴格執行早上出發時間九點半、每日行程以半天為限，
剩下時間好好享用美食或小鎮漫步。避免連續的單晚住
宿，免得天天打包像逃難。這才是 The One Style。



旅館：Agrigento 神廟群旁位置最佳的 Villa Athena 豪華房、
Siracusa 舊港對面海濱 Grand Hotel Minareto、陶米納 Hotel
Imperiale 豪華海景房，以上全部五星級旅館。



美食：以米其林指南交叉比對義大利 Gambero Rosso 指南，
選出西西里公認頂尖的米其林二星餐廳；慢食協會推薦的
頂尖傳統料理餐廳、西西里民家老媽媽的祖傳家常菜、有
機莊園農家饗宴，都搭配當地美酒。



頂級座車：特別調度而來，全程乘坐每排三座（而非一般
四座）的商務艙巴士。

＜航班＞請各自訂位開票（如有需要請洽本公司 02 -25361314）：預訂搭乘 5/1 周二早晨
08:15 起飛的華航 CI 71，當日傍晚 19:10 抵達羅馬(FCO)機場轉搭 21:05 的 AZ1789 班機飛
往巴勒摩(PMO)。回程 5/8 周二傍晚由 Catania (CTA)搭乘 18:25 的 AZ1730 班機飛往羅馬
轉接 22:40 起飛的華航 CI 72 班機回國，5/9 周三晚間返抵國門。

＜團費＞NT$ 109,000


不含機票與稅金

行程內容有包含的午晚餐（與搭配的紅白酒）
、二夜四星級與五夜五星級住宿含早餐、交
通、門票，包括導遊司機行李小費，二人一室每位團費為 NT$ 109,000。全程住宿單人房
另外加價 NT$30,000，住宿三人房每人團費減 10%。小孩占床與大人同價、不占床（兒童
餐）團費 50%。本公司領隊隨團服務照例不收小費。



不包括：機票稅兵，自由活動與自由覓食時間費用

＜行程大綱＞BLD 表預算有包含的早午晚餐，c 表中國菜。
Day 1（5/1 週二 D）

夜間抵達，宿巴勒摩（二夜）

Day 2（5/2 週三 BD）

巴勒摩 Monreale 教堂與市區觀光，伯爵府宮殿晚宴

Day 3（5/3 週四 BLD） Erice 山城，宿神廟谷（二夜）
Day 4（5/4 週五 BLD） 神廟谷與考古博物館，民家晚餐
Day 5（5/5 週六 BLD） 土耳其階梯，宿西拉庫薩（二夜）
Day 6（5/6 週日 BcLD） 西拉庫薩舊城，Noto 巴洛克城
Day 7（5/7 週一 BL）

卡塔尼亞魚市場，宿陶米納（一夜）

Day 8（5/8 週二 BL）

陶米納山城與希臘劇場

＜詳細行程＞
Day 1（5/1 週二 D 宿巴勒摩）
班機於 21:20 抵達巴勒摩機場，專車接機後前往巴勒摩（30km/0.5hr）
，入住市中心 Grand Hotel
Federico II（宿二夜）
。由於抵達已是深夜，我們安排一些簡單的餐點送入房間。
Day 2（5/2 週三 BD 宿巴勒摩）
旅館早餐後，搭乘專車由導
遊帶領前往郊外的 Monreale
大教堂（10km/30mins）
：這
是西西里最漂亮的教堂了，
諾曼式堅固古樸的建築內藏
著阿拉伯圓拱與金璧輝煌的
嵌鑲壁畫。接著行車瀏覽巴
勒摩市中心混合阿拉伯與諾
曼人風格的街景，並入內參
觀諾曼皇宮與巴拉丁禮拜堂：此處的拜占庭式嵌鑲壁畫精緻，為西西里全島之最。中午在舊
城自由活動，午餐是自由覓食。傍晚我們將受邀至一座歷史悠久的伯爵府上做客：伯爵將親
自為我們導覽其家族（祖上乃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霍亨史陶芬皇族）已有千年歷史並持續使用
至今的宅邸，在古老的諾曼城塔享用開胃酒與點心，隨後在宴會廳舉行私人晚宴，並邀請當
地著名鋼琴家為我們演出，伯爵夫人也將高歌一曲迎賓。

Day 3（5/3 週四 BLD 宿神廟谷）
今早 check-out 後前往西北海岸的 Erice 山城（120km/1.5hrs）
，搭乘纜車攀登這座高居八百公
尺峭壁之上的千年歷史小城，狹窄的鵝卵石巷弄中隱藏著眾多粗曠的教堂與石造房舍，並可
在城堡上全覽海岸風光、天氣清朗時更可遠眺非洲海岸。而後前往山腳下的 Trapani 小鎮，慢
食協會大力推荐的五十年歷史 Cantina Siciliana 小館，將是我們與西西里海鮮的第一次接觸，
在酒窖裡伴著酒香品味帶有北非風情的義式料理。下午繼續前往以神廟谷聞名的 Agrigento
（180km/3hrs）
，入住甫經改裝過的五星級 Hotel Villa Athena（豪華房宿二夜）
，晚間在旅館餐
廳晚餐，伴著懾人魂魄的神廟夜景。

Day 4（5/4 週五 BLD 宿神廟谷）
早餐後由當地導遊帶領，參觀神廟谷中的希臘廟宇與考古博物館，中午在當地小館子享用。
晚餐則安排前往西西里民家作客，品味代代相傳的老祖母食譜佳餚，貼近西西里人直接奔放
的溫暖人情，酒足飯飽之際再以傳統 Tarantella 舞曲為這一夜畫下圓滿句點。我們所住的這家
旅館無疑地擁有最好的地理位置：距離保存最佳的朱諾與 Concordia 神廟僅 200-500m，我們
將可以隨時前去欣賞曙光中／晚霞裡、特別是夜間打上光線的神廟美景，即使足不出戶，在
旅館吃早餐、晚餐時抬頭便是神廟側影，甚至伴你入眠（約半數房間內即可看到神廟）
。
Day 5（5/5 週六 BLD 宿西拉庫薩）
今早 check-out 後前往附近欣賞著名的「土耳其階梯」
：潔白
的泥灰岩地形從海中延伸上陸，形成奇特的海岸景觀。隨後
繼續前往 Licata（60km/1hr）
，在甫昇米其林二星、同時
Gambero Rosso 指南食物分數獲評全義大利第一名的 La
Madia 餐廳★★享用新式料理。餐後前往西西里東南海岸的

名城西拉庫薩（170km/3hrs）
，入住五星級 Grand Hotel Minareto（標準房宿二夜）
，除了濱海
面對舊港的無敵海景以外，這家旅館還擁有游泳池與私人海灘，大家可在此度過悠閒的兩夜。
晚餐前往附近一座莊園品嚐農家菜饗宴，餐桌上大部分是農莊自家栽種的有機食材。
Day 6（5/6 週日 BcLD 宿西拉庫薩）
位於西西里東南角、
控制地中海航道的西
拉庫薩古城，擁有接
近三千年的歷史：傳
說中阿基米德用眾多
盾牌折射陽光燒毀敵
軍艦隊，就發生在此處。尤其是舊港 Ortigia 中的巴洛克與諾曼建築的混血教堂與古老街景，
最令人生思古幽情。我們將由導遊帶領參觀舊港，午餐在此享用久違了的中國菜。餐後續行
前往歷經大地震而重生的 Noto 古城，城內精彩華美的巴洛克式建築令人目不暇給，是西西里
少數擁有統一建築風格的城市，我們也在此品嚐杏仁點心名產。晚間在飯店眺望舊港的露臺
上，就著徐徐海風、晚霞與現場音樂演奏，享用專屬 BBQ 晚餐。
Day 7（5/7 週一 BL 宿陶米納）
今早 check-out 後造訪島上最富盛
名的 Catania 百年魚市場，
（62km/1hrs）
，穿梭於熱鬧喧騰的
巷弄買賣間，中午就在市場內品嘗
當日進港的一手蝦蟹魚蚌海鮮料
理。下午前往西西里最漂亮的度假
勝地陶米納（60km/1hr）
，搭乘纜車攀登山腰上的舊城，參觀希臘劇場遺跡：背景的大海與艾
特納火山，使它成為西西里最美麗的古劇場。今日入住五星級 Grand Hotel Imperiale（海景豪
華房宿一夜）
，晚餐在極具地中海浪漫氣氛的陶米納大街小巷酒館餐廳中自由覓食。
Day 8（5/8 週二 BL 宿機上）
今日上午可漫步遊覽舊城，或把握最後機會選購伴手禮。中
午 check-out 後前往海邊號稱「海鮮大學」的著名海鮮餐廳，
在無敵海景前享用惜別午餐，隨後前往 Catania 機場
（60km/1hr）搭乘傍晚班機飛羅馬轉機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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