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GLIA D’ITALIA TOUR S.R.L. 

 



     提起意大利，人们从来不会吝啬对它的

赞美和向往：历史、时尚、红酒、美食、

优雅、美景、浪漫；  

   位于地中海南部的意大利，国土大部分

在欧洲伸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上，形状

狭长。南北走向伸展着亚平宁山脉，  

    因此，意大利国土的90%都是山地和丘

陵。作为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半岛国家。意

大利国图有大陆、半岛以及零散岛屿三种

组成。  

意大利6大葡萄酒产区 

一、皮埃蒙特大区（PIEMONTE ) 

二、伦巴蒂大区（LOMBARDIA ) 

三、威尼托大区（VENETO ) 

四、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EMILIA ROMAGNA） 

五、托斯卡纳大区（TOSCANA） 

六、西西里大区(SICILIA) 

 
 
 
  
 
 



 与世通投资、米兰商会负责人座谈，探

讨投资置业规划； 

 托斯卡纳热气球之旅，遨游天际，触摸

苍穹； 

 试驾法拉利，香车、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亲自动手制作披萨，小甜点，为自己和

朋友烹饪一次晚餐；  

 深度品味中世纪古老小城，聆听古城墙

讲述那远去的时光； 

 

关于子女教育 

关于意大利葡萄酒 

有关旅行中的体验 

 Fontanafredda皇家酒庄 （冷泉酒庄） 

 Casanova di Neri酒庄 

 班菲酒庄 Castello Banfi 

 与欧设教授交流，感受意大利顶级设计； 

  与意大利教育部官员共进午餐，为子女

大学教育扬帆起航； 



                    皇家酒庄 （冷泉酒庄） 

       酒庄历史悠久，基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因地制宜，

现在致力于发展“生物-自然保护区模式”的庄园。经初步分析和

计算，该模式在生产葡萄酒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高效

率的利用生态资源，提高产业率。酒庄生产各类葡萄酒：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甜酒、巴罗洛葡萄酒、气泡酒等等。 

 

冷泉酒庄酒窖 

冷泉酒庄外景 

极其专业的试酒室 



Casanova di Neri酒庄 

     酒庄坐落在著名的托斯卡纳大区锡耶纳，历史可以追溯到1500年，

周围有许多中世纪的建筑，自然风光古朴淳厚；产品是国际葡萄酒舞

台上最负盛名的品牌之一，被列入世界葡萄酒制造商100强；曾在波

尔多展览会上获得金奖；1971年，Giovanni Neri先生在意大利托斯

卡纳的梦他奇诺地区购买了大片土地，并兴建了卡萨诺瓦酒庄。多年

来，酒庄秉承一个矢志不渝的目标；寻找并购买能够栽培出优质葡萄

的理想土壤。今天，酒庄在Montalcino地区拥有55公顷的葡萄园，

非常壮丽。 

 

 

 

 

 

 

 

 

Casanova di Neri酒庄出产的

Brunello红酒在1980年正式升格

冠名为全意大利第一种

Denominazione di Origine 

Controllata e Garantita 

(D.O.C.G.)顶级酒，直到今天，

Brunello仍然是意大利最有名和

最昂贵的酒。 

 



卡斯特罗•班菲城堡酒庄 Castello Banfi 

       是 1984年玛瑞安妮家族购买了这座建于

11世纪的古城堡，改名为卡斯特罗•班菲

(Castello Banfi)。从那以后，班菲酒园致力于

优秀葡萄酒酿造艺术的研究，并逐步得到了全

世界的认可。《葡萄酒热心家》杂志评之为

“年度最佳酒庄”，《葡萄酒鉴赏家》杂志在

三年内两次评选Castello Banfi Brunello di 

Montalcino和Riserva Poggio all‘Oro 

Brunello di Montalcino 为“年度十佳葡萄

酒”。时至今日，玛瑞安妮家族仍然致力于改

善每个细节, 从葡萄酒酿造到葡萄酒包装，无不

展现了班菲酒庄作为艺术酒庄的实力与品味。 

 



IED 欧洲设计学院介绍 

欧洲设计学院（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简称IED，

1966年成立。学院总部设在意大利米兰，在都灵、罗马

和卡利亚利分别设有分院。主要设计专业有工业设计、

平面设计、电脑图形、服装设计、首饰设计、插图、摄

影、室内设计和场景设计等。该学院还设有一个科研中

心，是一个观察、实验、教学、实习工作的结合体。该

中心重视新材料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学院的教学宗旨是

强调知识和实践有机结合。教学内容随欧洲市场的变化

而随时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作为欧洲最大的私立设

计学院，欧洲设计学院（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有悠久的历史及很高的国际声誉。学院致力于设计、时

尚、视觉艺术、管理和传播领域的教育和研究。如今它

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国际学校网络。2011年起，申请就读

欧洲设计学院本科课程的学生，可获得意大利教育部认

证的学士学位。 



            罗马第一大学介绍 

 罗马一大，暨罗马大学是意大利最大的国立大学，教授870人，学生185000，1303年建立。大学共设有21个学院(19个学院

和航空工程学院和档案和图书馆学院)，如：建筑学院、文学院等，其中有超过130个以上的系。至2002年，大学有160个专

业的一级学位课程，其中包括针对外国留学生发放的奖学金。英语授课课程有：2年的政府管理和人文事务硕士专业。在2002

年全意公立大学专业排名中，心理学第1名、统计学第1名、生物学第3名、社会科学第3名、理学第4 名、文学第5名、法学第

6名、药剂学第8名、建筑学第8名。 

 至2002年，罗马大学有160个专业的一级学位课程，有1635个奖学金申请名额，其中包括针对外国留学生发放的奖学金。罗

马大学英语授课课程有：2年的政府管理和人文事务硕士专业。在2002年全意公立大学专业排名中，罗马大学心理学第1名、

统计学第1名、生物学第3名、社会科学第3名、理学第4 名、文学第5名、法学第6名、药剂学第8名、建筑学第8名。 



关于投资置业规划项目 

--与米兰商会负责人、世通投资负责人等座谈，探讨投资置业规划； 

 

 

世通投资： 

 WorldCapital 是一个有十几年经验的团队，在过去的几年来，世通投资

集团     的目标是更好地满足顾客的期   

 望。团队由专业人士组成，积极、主动、投入、严谨，从而加强了个人及

投资者在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为个人和企业的商业咨询，代理，以满足所

有市场需求，找到合适的"全球房地产解决方案"。 

 

 米兰商会： 
 米兰商会的全称是米兰工业、手工业和农业商会(Camera di 

Commercio Industria Artigianato e Agricoltura di Milano)。它创建

于中世纪，迄今有700多年的历史，是欧洲最古老的商会。 

 米兰商会现有会员企业约34万家，是欧洲最大的商会。根据意大利相关

法律规定，任何参加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无论是生产型还是服务型

的，都必须加入商会。因此，米兰商会会员阵容庞大，囊括了米兰省地

域之内几乎所有的经营单位。 



               

十天九晚行程概况—游历六个大区 
 

第一天  北京/米兰 

第二天  米兰 

第三天  米兰-科莫-贝拉焦 

第四天  贝拉焦-米兰- 

            Fontanafredda皇家酒庄-都灵 

第五天  都灵-摩德纳 

第六天  摩德纳-威尼斯 

第七天  威尼斯-卢卡-比萨 

第八天  比萨-热气球基地-  

             Casanova di Neri 酒庄-锡耶纳 

第九天  锡耶纳-班菲酒庄-罗马 

第十天  罗马/北京 

 



     意大利环意专属导游在机场恭候您的到来，抵达后， 

专车前往酒店，办理入住，倒时差。 

     第二天早餐后，游览米兰多莫大教堂雄踞世界第二 

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自上至下遍布浮 

雕，极尽繁复之美。随后在伊曼努尔二世走廊自由购物， 

在时尚之都米兰，此地是不可错过的购物殿堂。 

      晚餐后在斯卡拉歌剧院享受Mahler hamber Orchestra 

马勒室内乐团交响乐。结束送返酒店休息。  

 

 

第1-2天  北京/米兰 
 

参考航班：CA949 13:30-19:00 
 



第3天  米兰-科莫-贝拉焦 
 

     上午参观IED欧洲设计学院，与教授、负责人座谈，中 

午与米兰商会负责人以及l世通投资负责人共进午餐 

     下午前往世界著名风景休闲度假胜地科莫，是意大利著 

名风景区，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一个盆地中，距米兰 

市东北50公里，被几座山包围并分割，总体呈Y字型， 

是一个狭长形湖泊。科莫湖以它的气候和繁茂的植被资 

源闻名，气候温暖、潮湿，这种气候促进了植物的繁茂 

生长。国际上的一些著名的影片也多在此取景。 

湖边的一些很有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的别墅是其最 

吸引人的地方，许多欧美社会的名流为拥有一栋科莫湖 

畔的别墅而感到骄傲。 

     随后前往小镇贝拉焦。各位贵宾乘坐游船在湖光山色之 

中缓解前两天长途旅行的疲惫。贝拉焦是科莫湖区的一 

颗明珠，精致细腻，温婉恬静。漫步其中，聆听脚步轻 

叩，细细感受意大利的下午，任秋日的阳光洒在脸上， 

留下一抹笑容在这宁静的地方。 

 



第4天  贝拉焦-冷泉酒庄- 都灵 

       上午前往前往位于艾尔巴地区的皇家酒庄——冷泉酒

庄，举行品酒会，品尝皮埃蒙特大区顶级红酒。午餐后前

往都灵，下午参观后前往餐厅,亲自动手制作披萨，小甜

点，为自己和朋友烹饪一次晚餐； 。 

      提到都灵，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繁荣的工业，但它 

同时也具有优雅的魅力。它犹如一面镜子一般，映照 

出这个城市从君主政权想现代政权的转变过程，它见 

证了巴洛克式建筑的夸张风格。与这种建筑相反的是 

未来主义风格的安东内利亚那尖塔，也是都灵的象 

征，印在意大利欧元的硬币上。 

 



第5天  都灵-摩德纳 

      早餐后前往引擎之都摩德纳，因为玛莎拉蒂、法拉利、 

帕加尼等多家世界顶级汽车公司总部都设在该摩德纳市的 

郊区。 意大利主流超级跑车总部几乎都在摩德纳。而另一 

家以威猛极速著称的跑车兰博基尼的老家与摩德纳也近如 

邻居，这就难怪西方人把这里称为引擎之都。参观法拉利 

博物馆，试驾法拉利，体验速度与激情。 

摩德纳所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在意大利享有盛誉。 

客人在此可品尝到纯正的意大利菜肴。 

 



第6天  摩德纳-威尼斯 

       早餐后前往水城威尼斯。威尼斯是世界 

上唯一没有车的城市，一条条水道、一座座 

拱桥将这座城市如珍珠般串联起来。如果把 

意大利比作以为高傲的贵妇，那威尼斯就是 

她项上最华美的珠翠。传说上帝将泪滴在这 

里，才形成了如此柔情、如此剔透的威尼斯。 

乘坐出租船进入主岛，两岸的建筑向后倒去， 

低语述说着几百年来此地的故事与传承。在 

圣马可广场停留，在广场的鸽子的陪伴下， 

品一杯香醇的咖啡，去有黄金屋顶的总督府 

欣赏威尼斯画派的著作。参观玻璃加工厂， 

惊叹于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乘坐贡多拉游 

船，穿梭于羊肠水道之中，听一曲船夫高亢 

的歌声，坐在船上，享受这份国内难得能有 

的慵懒。 

 



第7天  威尼斯-卢卡-比萨 

     早餐后前往托斯卡纳小镇卢卡，抵达 

后安排午餐。 

     卢卡的小街小巷蜿蜒连绵，走在其上就

像是在探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前方会忽

然出现一座华丽的教堂、一个中世纪的广

场或者是雄伟的古罗马露剧场，这些文明

的足迹都在提醒着人们：卢卡是个历史悠

久的地方。 

      下午早些前往比萨Bagni di Pisa酒店 

入住，享受温泉SPA，放松疲劳的身体。 

 



第8天  比萨-热气球基地- 锡耶纳 
 

      今天早上需要客人们早早起床，前往位于托斯卡纳郊外 

的热气球基地，在托斯卡纳湛蓝清新的上空，乘坐私人热气 

球，体验自由翱翔的乐趣。 

     漂浮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客人可以在葡萄园和中世纪 

古老村庄的上空，欣赏到拂晓时分的壮观景色。相信这一定 

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旅程。 

      体验结束后前往Casanova di Neri酒庄品酒。酒庄坐落 

在著名的托斯卡纳大区锡耶纳，历史可以追溯到1500年，周 

围有许多中世纪的建筑，自然风光古朴淳厚；产品是国际葡 

萄酒舞台上最负盛名的品牌之一，被列入世界葡萄酒制造商 

100强；曾在波尔多展览会上获得金奖；酒庄在Montalcino 

地区拥有55公顷的葡萄园，非常壮丽。品酒结束后前往锡耶纳。 

 



第9天   锡耶纳-班菲酒庄-罗马 

       锡耶纳拥有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广场之一—坎波广场，它是一座扇形的 

广场，具有一定的坡度，它的前身是早期锡耶纳的大集市，现在是意大利 

最可爱最别致的广场。锡耶纳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动物象征标志，频繁的 

出现在各种气质、匾额和雕刻品上，细心的客人一定可以在街道中发现 

很多这些可爱的标志。 

       午餐后前往班菲古堡。1984年玛瑞安妮家族购买了这座建于11世纪的 

古城堡，改名为卡斯特罗•班菲(Castello Banfi)。从那以后，班菲酒园致力 

于优秀葡萄酒酿造艺术的研究，并逐步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葡萄酒热 

心家》杂志评之为“年度最佳酒庄”，《葡萄酒鉴赏家》杂志在三年内两 

次评选 “年度十佳葡萄酒”。时至今日，玛瑞安妮家族仍然致力于改善每 

个细节, 从葡萄酒酿造到葡萄酒包装，无不展现了班菲酒庄作为艺术酒庄的 

实力与品味。品酒结束后专车前往永恒之都罗马。 
 

  班菲城堡酒庄 



第10天  罗马/北京 
 
参考航班： CA940 2055-1310+1 
 
 

早上前往国中之国梵蒂冈。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 

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占地约0.44平方千米； 

层层的高墙和卫兵保护着教皇的安全。其中，圣彼得 

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中最著名的教堂，许多文艺复兴 

时期以及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家、雕塑家都将毕生心血 

和智慧贡献于这座教堂的规划设计中。 

与意大利教育部官员共进午餐，了解意大利大学教育 

优势，为您帮助子女选择学校提供参考。 

下午简单游览下罗马市区：外观斗兽场，感受这座屹 

立千年不倒的建筑带给我们的历史厚重感；在许愿池 

喷泉投掷一枚硬币，许下重返罗马的愿望；幻想自己 

是奥黛丽赫本，在西班牙广场驻足,给您留一些时间， 

再挑选一些精致商品。一天的短暂时光虽不足以领略 

罗马的全部，但是其精华部分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 

下午四点前往机场，导游协助您办理登机和退税手续， 

与您互道再见。您也与意大利至此作别，您已在许愿 

池许下重返罗马的愿望，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您会与 

意大利重逢，带着崭新的心情，更深入的发现她的美 

好。 

 



环意业务部负责人 张艳 Julie 
联系方式：Tel: 010-59080155
E-mail:julie@itatour.net
Web: www.itatour.net

 

VOGLIA D’ITALIA TOUR S.R.L. 
意大利环意国际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