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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 6 天 5 夜游 

 

日期 行程 用餐 参考酒店 

6 月 30 日 

奥斯陆卡塔尼亚陶尔米纳 

推荐航班：DY1840 OSLCTA 0715 1050 

抵达后，前往卡塔尼亚市游览（世界文化遗产，巴洛

克-西西里风格）。我们将造访拥有古老历史的市政广

场，大象喷泉位于大教堂广场上，是卡塔尼亚的标志。

雕像主体是一个黑 色火山岩雕刻的大象，鼻子上扬，

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大象头顶上是一个埃及的方尖

石塔。据传方尖石塔有控制埃特纳火山爆发的魔力；

圣阿加诺是卡塔尼亚的主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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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学广场，埃特耐大街，古罗马

斗兽场遗址都在讲述着卡塔尼亚曾经灿烂辉煌的历

史。  

之后前往古城陶尔米纳(车程约一小时，申遗城市)。

这里就是西西里岛的明信片。您可以在这 里俯瞰美

丽的爱奥尼厄海，遥望巍峨的埃特纳火山，领略古镇

风采，感受浪漫情怀。 

早☐ 

中☐ 

晚☐ 

陶尔米纳

酒店 

Hotel 

Villa 

Esperia 

7 月 1 日 

陶尔米纳埃特纳火山陶尔米纳 

一早前往欧洲第一高的火山-埃特纳活火山（车程约 

1.5 小时），这里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埃特纳火山是七十万年前从海底涌出，直到现在还不

断的升高（也有地质学家说五十万年）。 我们可开车

到 2000 米的停车场，然后转乘索道和山地吉普车到

达海拔 2920 米高度（需要购缆车和吉普车票）。下

车后，我们要徒步攀登 2002 年爆发过的火山口（海

拔约 3000 米）。欣赏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威

力。 

早☒ 

中☐ 

晚☐ 

陶尔米纳

酒店 

Hotel 

Villa 

Esperia 

7 月 2 日 

陶尔米纳诺托锡拉库萨 

早餐后，前往诺托（车程约 2 小时 15 分钟）。诺托

古城是典型的巴洛克-西西里风格建筑群。整个城市

的建设都是由当地特有的砂岩为建筑材料，颜色别有

味道，有人形容这座城市是蜜糖色的城市。尤其是大

教堂，当地人把它称为金色大教堂（外观）。 

之后前往锡拉库萨市（车程 1 小时）。到达后游览锡

拉库萨的奥尔迪迦老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就是历史上古希腊的著名城邦-叙拉古，也是古

早☒ 

中☐ 

晚☐ 

锡拉库萨 

 Mercure 

Siracusa 

Prome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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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乡。电影“西西里的美丽

传说”的主要拍摄地-奥尔迪迦岛。 

外观以下景点，太阳神阿波罗神殿，月神狄亚娜喷

泉，由两千五百年前的雅典娜神殿改建的主教堂及主

教广场（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最主要场景），

阿莱图萨泉（鸭子泉）。 

7 月 3 日 

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 

酒店早餐后，前往阿格里真托市（车程 3 小时）。到

达后游览世界文化遗产，阿格里真托的古希腊神殿

谷。 

其实它并不是谷，而是一片高地。该公园是拥有五座

神殿的大公园，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希借考古公

园。（门票每人 10-12 欧元），由高到低分别为：赫

拉神殿，协和神殿，战神神殿，宙斯神殿，双子神

殿。 

之后去“土耳其台阶”游览（车程约 20 分钟）。这里也

拍摄了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一部分镜头。在电影

里，那个小男孩雷纳托就是趴在这个巨大的白石上，

给玛莱娜写情书。 

早☒ 

中☐ 

晚☐ 

阿格里真

托 

Hotel 

Della 

Valle 

7 月 4 日 

阿格里真托巴勒莫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首府巴勒莫（车程 3 小时）。

先前往巴勒莫郊区的蒙蕾亚雷也就是王室山，参观世

界文化遗产的大教堂。教堂里金碧辉煌，精美绝伦的

金箔马赛克装饰，讲述着圣经旧约和新约里的许多故

事，令人为之惊叹。 

之后，回到巴勒莫老城区参观，景点：诺曼王宫（外

观），新门，巴勒莫大教堂，四角广场，普罗托利亚

喷泉，市政厅，巴图拉纳教堂（外观），马西莫歌剧

院（外观）。 

早☒ 

中☐ 

晚☐ 

巴勒莫酒

店 

Eurostars 

Centrale 

Palace 

7 月 5 日 

巴勒莫切法鲁卡塔尼亚 

参考航班：DY1841 CTAOSL 2035 0015（+1） 

早餐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切法卢”（车程 1.15 

小时）。古城切法卢是一个古老的城邦，处处彰显着

历史的痕迹。美丽的海湾，古朴的城市，在蓝天白云

的衬托下格外秀丽。这里还是电影《天堂电影院》的

拍摄地。 

之后前往卡塔尼亚（车程 3 小时），到达后结束全部

旅程。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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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 

40 人档：672 欧元每人 

30 人档：726 欧元每人 

25 人档：774 欧元每人 

 

报价包含： 

1. 住宿：五晚西西里四星或同级酒店 

2. 含早餐+各地城市税 

3. 交通：53 座旅游大巴车司机+中文导游服务，住宿和膳食 

4. 停车费：含行程中所列的各地进城和停车费 

 

未包含项目： 

1. 景点门票 

2. 小费，客人现付导游+司机小费，4 欧元每人每天*6 天*客人数 

3. 酒店内拉行程小费客人自理 

4. 单房差每人每晚 75 欧元。大床房单人入住每人每晚补差价 80 欧元。 

5. 酒店加床价格 40-50 欧元。 

6. 客人午餐晚餐自理 

7. 导游可产生门票：火山缆车+山地吉普车；阿格里真托神庙谷，蒙雷亚雷大教堂。 

8. 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用 

9. 任何未提及的费用，旅行社责任险，境外旅游意外险等。 

 

备注说明： 

欧洲工作时间为 9：00-19：00，超时需支付超时费用 100 欧元每小时。 

此报价为常规报价，若遇展会或重大节日，需从新核算。 

报价有效期到 2022 年 6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