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萬象

360

文、圖 /王英明 

停業中

義大利二度遊（上）

義大利二度旅行的策劃

到義大利旅遊，是一般人開始歐遊的首選

之一。義大利悠久的歷史，尤其是羅馬帝國，帶

給歐洲文明很大的影響。國人熟悉的旅遊點是：

以佛羅倫斯為中心的文藝復興文化、羅馬與梵諦

岡，加上米蘭、威尼斯、比薩、拿坡里、龐貝古

城，或再加維若納、西耶納、阿西西、聖吉米納

諾、卡布里島。以上相信很多人都已去過了。

但這樣就算去過義大利？

以自助旅行的思考，但利用團體行的方便，
參觀不一樣的21個世界遺產。   

義大利的世界遺產數目是世界第一名。2018
年我策劃「第二度旅遊義大利20天」，有31個朋
友參加。行程不重複市面上已有傳統景點，而另

選21個世界遺產（其中兩個是2021年才列入）。
這是台灣旅遊界首創的團體行程，特點是上下左

右，穿梭全義大利南北，安排多數人沒有去過的

點。動用的交通工具有：遊覽車、地區火車、飛

機、渡輪、高鐵。我以「自助旅行」的思考，但

利用「團體行」的方便，在交通、入內景點、餐

食、旅館的預訂，都不必自己費神。並請一位加

州藝術史碩士背景的年輕人擔任領隊。 出發前
三個月，參團者必須多次做網路功課。標題下的

世界遺產正式英文名，是依UNESCO網站轉貼。

北義 聖山、阿爾卑斯 多洛米提
第一天2018/6/16晚上由台北出發，在香港

轉乘國泰凌晨班機，前往米蘭。飛行時間約13小

時。早上八點抵達後，不進米蘭市區，直接往北

走。

《世界遺產  皮埃蒙特與倫巴底聖山》S a c r i 
Monti of Piedmont and Lombardy

義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Piedmont和倫巴
底Lombardy區，共有九座丘陵地，被稱為聖山
Sacro     Monte。在16世紀左右期間，為了讓民眾
不需千里迢迢遠赴耶路撒冷朝聖，有人在當地幾

座山修建宗教建築，有點像是東方蓋在山上的寺

廟。特徵是用繪畫或立體雕刻的形式，蓋很多小

禮拜堂，按順序重現聖經中的故事。

我們選了其一瓦拉洛聖山Va r a l l o  S a c r a 
Mo nt e參觀。此教堂群包括了4 5個小禮拜堂
capella，有大有小，繞過起伏小山丘，隔著窗戶
鐵欄杆，裡面的彩色立體雕像群，個個栩栩如

生，45座全部看完，像是讀完一本聖經，比普通
的教堂生動的多。據統計至少有600多個泥塑或
木頭雕刻的各種雕像。最後參觀結束於升天大教

堂，像是走一趟朝聖參拜之路（圖1）。非信徒
也覺得蠻有趣。以建築而言，禮拜堂和周圍的小

山、樹林、湖泊融為一體，在美學上具有很高的

價值，也令人讚嘆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的工藝。

《加爾達湖》Lake Garda
在靠近瑞士邊界，有許多美麗的湖泊，是

歐洲人最喜歡去的湖泊區，常出現在電影場景。

由西向東，有馬喬雷湖Lago Maggiore、芙瑞西
湖Lago do Varese、盧加諾湖 Lago Lugano（一半
在瑞士境）、科摩湖Lago Como、雷梭湖Lago d' 
lseo、加爾達湖  Lago de Garda。我們次日必須
抵達多洛米提山區，所以當晚打尖於最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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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面積最大的加爾達湖。夜宿南濱的西米歐

妮Sirmione，也在一個高級餐廳，用了一餐米其
林。然後在湖邊走一趟，體會歐洲人如何享受他

們的人生。

《世界遺產 多洛米提》The Dolomites
多洛米提位於阿爾卑斯「南堤洛爾」South 

Tyrol山區（圖2），是一般旅遊團很少到的地
方。這裡範圍頗大，有非常多的登山火車、數

百條纜車道、鐵索攀岩場via Ferrara、滑雪場、
高山湖泊、草原Alm（意為高山雪線下的大牧
場），整個山區，比少女峰或馬特洪峰、白朗峰

範圍更大。

多洛米提原文意為白雲石，山區可看到許

多鋸齒形小尖峰，最主要的地標：三尖峰Tre 
Cime di Lavaredo、蘇西草原Alpe di Siusi (Seiser 
Alm)、福恩山谷Val de Funes。這裡地名是義
文、奧地利高地德文（或奧文）雙語並用。

波札諾Bolzano到金字塔石林
波札諾小鎮（標高262m)，是進入多洛米提山

脈的門戶之一，抵達後轉搭纜車約10分鐘，就到
更高的上波札諾Soprabolzano（1220m)。午餐後
由這裡的Oberbozan車站，搭齒輪登山小火車到

Collalbo (Klobenstein 1100m)。沿路看到典型的阿
爾卑斯山風景，大草原、森林、高山，遠方最明顯的

地標是最高峰馬摩拉達山Malmolada（3342m），及
連在一起呈平坦狀的席拉山Scillar（2264m）。

距Collalbo 5.6km處，有一景觀點Santuario 
Maria Saal 教堂，居高臨下遠望馬摩拉達山及其
下的草原（圖3）。再折回往右叉路進入瑞汀區
Ritten (Renon)的大地金字塔Earth Pyramid 石林
步道，從步道可看到左側有一排類似土耳其卡

巴多奇亞的石柱（圖4），都是受到冰雪侵蝕產
生，每個石柱呈細長的三角型，有的頂端留有一

個「香菇頭」，非常神奇。

蘇西大草原Alpe di Siusi
次日前往歐提歇伊鎮Ortisei (1236m)，這

裡有三大纜車路線：往南的蘇西草原、往北

Rasciesa、東北方向的Furnes Seceda。這一帶屬
葛地納谷地Val Gardena（Groden)， 行車途中兩
側都是美麗山景（圖5）。

我們選擇歐洲最大的蘇西草原(2005m）健
行，這是輕鬆而且最精彩旅遊點。此時六月，雪

融而大地回春，但見一望無盡的綠色天然草皮，

遍地野花（圖6），在溫暖豔麗陽光下，踩著五

圖1  瓦拉洛聖山。

圖4  大地金字塔。

圖2  多洛米提。

圖5  葛地納谷地。

圖3  馬摩拉達山。

圖6  蘇西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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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繽紛的野花輕鬆散步，稱得上是世外桃源。遠

方是Sassolungo (Langkofe 3181m )諸峰，草原一
望無際，附近還有N條滑雪纜車，可以當作滑雪
登頂工具，也可以當作爬山交通工具，光是這一

片草原，可以走的路線太多了。

波多義隘口Passo del Pordoi、三牙峰 Tre cime 
di Lavaredo

次日再沿 S 4 8公路東移，路過卡瑞莎湖
Lago Carezza，是非常恬靜、有美麗綠色倒影的
高山湖（圖7）。中途續沿公路到波多義隘口
（2239m)，位於席拉Scillar群峰與馬摩拉達群峰
之間，每年的多洛米提自行車大賽，都會通過

這裡。這裡有纜車站，可以上升到山頂景觀台

（2900m)，6月天仍有大片積雪（圖8）。
中午左右路過科爾蒂納 C o r t i n a  d ' 

Ampezzo，約半小時抵達米蘇芮納Misurina湖，
此湖有「多洛米提珍珠」暱稱，是附近最大的一

座天然湖泊(1754m)（圖9），以湖濱的旅館倒影
為背景所拍的風景，常成為月曆或風景明信片。

餐後由米蘇芮納湖循右側叉路，抵達停車場

Rifugio Auronzo（2320m)，景觀台就可看到三牙
峰Tre Cime di Lavaredo南側面聳立，由左至右是
Cima Ovest、Grande、Piccolo，這裡可以說是最
典型的多洛米提地形，青草綠地很少，所看到的

都是白雲石構成的岩層。

我們沿著碎石路健行，走過小教堂Cappella 
degli Alpini，再到餐廳Refugio Lavaredo ，全程1.8
公里，欣賞到大山氣勢，左右兩邊是白雲石構成

幾個尖峰（圖10），若時間足夠，應可以由此走
上斜坡到Forcella Lavaredo (2454m)，由另一側看
三牙峰，最後繞一圈從另一條路回到停車場，全

程大約7.5公里。但我們當天時間有限，只能走到
餐廳就折回停車場，來回計3.6公里（圖11）。

北義四個歷史古城

南堤洛爾山區與佛羅倫斯/托斯卡尼之間，
有很多著名古城，除了米蘭、維若納、威尼

斯、佛羅倫斯四名城外，至少有十三個以上

圖7  卡瑞莎湖。

圖10  白雲石尖峰。

圖8  波多義隘口。

圖11  三牙峰步道。

圖9  米蘇芮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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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兩根紀念柱、鐘樓Torre Bissara、卡皮拉諾
涼廊Loggia del Capitanio、仁慈宮Palazzo monte 
di pieta。附近奇耶里卡提宮，現在已改成市民美
術館。

最有特色的仿古羅馬圓形劇場、所打造的小

型奧林匹克劇場Terato Olimpico ，是歐洲現存最
古老的室內劇場，巧妙利用透視法，增加景深，

並結合繪畫與各式各樣雕刻，形成虛實交錯的幻

像，空間的感覺非常迷人（圖13）。座位呈半圓
形，現在是一些小型音樂或芭蕾表演的地點。

在帕拉迪歐大道，可看到有編號的建築物，

如聖加塔諾Gaetano教堂、提艾尼Thiene 宮、市
政廳，都是典型的對稱小圓拱窗、有圓柱的文

藝復興建築。郊外的圓形別墅La Rotonda（圖
14），由於關閉，我們只能夠從外面看，這是一
個四邊都有入口的仿羅馬別墅的建築。

《帕多瓦》Padua's fourteenth-century fresco 
cycles

  2021/7/24世界遺產大會，帕多瓦的八座14
世紀年代濕壁畫群，包括聖安東尼教堂，剛被登

錄為世界遺產（但我2018年有預測此趨勢，所以
早安排入行程）。城內馬路充塞著許多博物館、

美術館、廣場（如Cavour廣場、領主廣場）及教
堂，也看到有中世紀綿延柱廊，可供散步。以下

是代表性的幾個景點。

史格羅維尼禮拜堂Chappella degli Scrovegni
當天最精彩節目，要很早以前預約（團體臨

時要參觀可能有困難），入內要先消毒並除去身

體的濕氣，以保護濕壁畫。裡面是一個狹長的小

禮拜堂，一次只能進去廿人。滿牆都是佛羅倫斯

畫派大師喬托Giotto di Bondone 的作品，五光十
彩的色澤，保持得很好。有人稱此地為隱藏版的

城鎮，世界遺產名單的熱那亞Genoa、曼托瓦
Mantua、威琴察Vicenza、帕度瓦Padua、費拉拉
Ferrara、波隆那Bologna、莫德納Modena、拉溫
納Ravenna、烏比諾Urbino值得安排。另外如圖
靈Turin、貝加蒙Bergamo、克里蒙納Cremona、
聖瑪利諾San Marino也有看頭。

一般旅行社的義大利行程，從未排過這些

地方，非常奇怪。我策劃這「義大利二度行」，

就是要補這個缺憾。不過仍因時間有限，範圍太

大、路途遙遠，只能從這十三個裡面，挑出四個

世界遺產城市（威琴察、帕多瓦、拉溫納、波隆

納）參觀。

《威琴察》City of Vicenza and the Palladian 
Villas of the Veneto

由科爾蒂納南下，3小時車程（217km)，中
午抵達第一個古城威琴察，主要參觀帕拉迪歐

Palladio建築作品。帕拉迪歐是文藝復興時期、
北義大利最傑出的建築大師，被認為是對西方建

築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著作「建築四書」一

直被奉為建築學科的經典。帕拉迪歐風格建築特

點為，前面是非常有氣派的列柱、高雅通風的走

廊。他在羅馬停留期間，醉心於廢墟的古典建築

風格，所以神殿的門廊、教堂的圓頂、大量的古

典柱，就被運用在一些建築設計上面。文藝復興

的特點，就是要重返羅馬希臘的榮耀，建築就是

其中之一項。在這城市可以親身體會到這個精

神。

這裡一共有26座帕拉迪歐設計的建築，被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由於是帕拉迪歐的故鄉，

這裡稱為「帕拉迪歐城市」。在領主廣場Piazza 
Signori 的帕拉迪歐大會堂Basillica Palladio（圖
12），是一複合式的建築。廣場上其他建築包

圖12  帕拉迪歐大會堂。 圖13  奧林匹克劇場。 圖14  圓形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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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汀教堂（圖15）。
喬托被認為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開拓

者，也是歐洲繪畫之父，他畫的雖然也是宗教人

物，但是特別加強人物肌理和陰影感，也把過

去平板的金或藍色背景，改為有透視畫法的一般

風景，是第一個企圖畫出深度空間的人。約1302
年，他受委託在這個禮拜堂的三面牆壁，畫了38
幅連環的宗教故事畫，顏色十分華麗。這是他目

前被保存最完整的濕壁畫，尤其是猶大之吻、最

後審判、哀悼基督。喬托也因此在義大利十四世

紀的繪畫史，奠定了經典的地位。

理性宮 Salone(Palazzo della Regione）
也是舊市政廳。Regione就是英文的reason。

此建築是1219年法院用地，外觀屋頂像一條船的
船底（圖16）。本來也有很多喬托的濕壁畫，但
燬於火災。在2樓的沙龍，是以星座宗教題材的
濕壁畫裝飾（圖17），樓梯及走廊的天花板都有
非常美麗的條紋。

大學與玻宮Palazzo del Bo
玻宮就是老牌的帕多瓦大學Universita di 

Padua校區古老的教室，市民暱稱為Bo，被認為
是近代醫學的發源地。有世界第一個立體解剖教

室（圖18取材網路），台灣有很多醫界人士到
此，都會去朝聖一下。帕多瓦大學是歐洲的第二

老的大學，與波隆那大學、劍橋、牛津、巴黎大

學齊名，著名的伽利略曾在此執教，校友包括哥

白尼、但丁、佩脫拉克（他們也都在波隆納大學

兩邊跑）。

聖安東尼教堂Basilica di San Antonio 
是義大利重要的朝聖地之一（圖19）。聖安

東尼又名里斯本的聖安多尼，1191年出生於里斯
本，是著名的傳教師，又被稱為遺失物品的保

佑神。晚年退隱帕多瓦，致力於推動貧窮救濟活

動。可惜是當天限於時間，只能看外觀而匆匆離

去。教堂外是河穀草地廣場，有一條小運河、小

橋樑及約十多座雕像。

圖15  史格羅維尼禮拜堂。

圖18  解剖教室（網路）。

圖16  理性宮。

圖19  聖安東尼教堂。

圖17  理性宮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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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溫納》Early Christian Monuments of 
Ravenna

拉溫納雖不直接靠海，但可由運河通亞得里

亞海。西羅馬帝國（402年）和後來東哥特王國
（476年）都定此為首都。共有八座建築物被列
入世界遺產。

奧古斯都於西元前27年創元首帝制，開始了
羅馬帝國時期。284年戴克里先創立君主制，將
皇帝進一步神化。經過紊亂的四帝共治，君士坦

丁王朝、不列顛帝國（但多位皇帝不是戰死、病

死，就是被處死、暗殺，刺殺、暴斃），到了羅

馬末期帝國，379到395年的狄奧多西一世大帝王
朝，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也再度統一了地中海。

西元395年他去世後，將羅馬帝國分給自己的兩
個兒子，長子阿卡迪烏斯封為東羅馬帝國皇帝，

次子霍諾留為西羅馬帝國皇帝，從此羅馬帝國的

疆域再沒有實質或名義上統一過。

作為西羅馬帝國首都七十四年後，   拉溫納
在476年遭蠻族東哥特攻下，這一年也被史上劃
為「古代歐洲的終結年」，並進入了「中古時

代」。540年被拜占庭帝國查士丁尼大帝奪回，
並將此地定為拜占庭王朝、西部地區的首府。斷

斷續續顯赫的歷史、與繁榮的發展，在拉溫納留

下很多藝術的遺跡。尤其是馬賽克鑲嵌畫傑作。

聖維塔蕾教堂Basilica di San Vitale
建於527年至548年的一個八角形教堂，外表

結構樸實。但一進去，適應了光線以後，看到四

面牆都裝潢有精緻、絢麗華美的馬賽克鑲嵌畫，

會令人驚豔世間竟有這麼美的藝術品（圖20）！
鑲嵌畫mosaic 是用原來的彩色石片，一片一片
細心拼湊，黏貼在牆壁，不易變色。經過現代

科技的維修，歷經1500年的歷史，看起來歷久彌
新。內容有舊約故事，如亞伯拉罕接待三天使、

殺子獻祭、查士丁尼大帝與皇后的形象，圓穹頂

也很壯觀。

加拉 ·普拉西迪亞  陵墓   Mausoleo di  Gal la 
Placidia

西元402年，為了躲避哥特人的攻擊，霍諾
留把住所從米蘭改到拉溫納，把這裡當做西羅馬

帝國首都。霍諾留死後，他妹妹蓋拉·普拉奇迪
亞靠著她未成年的皇帝兒子瓦倫提尼安三世，幫

帝國掌管拉溫納。從這時起，城裡開始興建許多

她自己想要蓋的異教以及關於基督教的紀念建築

物，但前者後都被摧毀，後者仍多數保留。

在聖維塔蕾教堂後面，是普拉西迪亞的家

族陵墓。低矮的地道，天花版是以深藍天空、綠

為底色的鑲嵌畫，繪有金色繁星襯托著十字架，

四面拱牆為各種花草動物、圖文、人物故事（圖

21）。窗戶裝飾雪花石膏，以避免光線滲進。這
座陵寢的鑲嵌畫，是拉溫納現存最古老最華麗的

作品。

內歐尼安諾洗禮堂Battistero  Neoniano
是6世紀內歐尼安諾主教，在原來八角形的

浴場遺跡，所興建的洗禮堂。裡面的鑲嵌畫，是

深藍、黃金色，顏色對比鮮明（圖22）。圓頂有
十二支圖，描述環繞耶穌受洗。

另外也看了兩個內部結構很類似的新聖阿波

里那蕾教堂、克拉賽聖阿波里那蕾教堂，主要是

有科林式的圓柱，左右牆以鑲嵌花及各種宗教故

事來裝飾。

《波隆那》The Porticoes of Bologna
義語發音為博洛尼亞，是歐洲保存最好的中

圖20  聖維塔蕾教堂。 圖21  加拉普拉西迪亞陵墓。 圖22  內歐尼安諾洗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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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城市之一，歷史中心廣達350英畝，是歐洲
第二大。有很多重要的、中世紀時期文藝復興運

動與巴洛克藝術留下的古蹟。商業走廊（騎樓）

Poticoes，在2021年列世界遺產。波隆那是義大
利著名的蕃茄肉醬發源地。

波隆那大學

建於1088年，在中世紀就保有歐洲文化與學
術發展中心地位，也一直引領歐洲大學體系的改

革。但丁、哥白尼、佩脫拉克都曾在這裡研習，

著名的無線電發現者馬可尼是這裡的教授。1988
年九百年校慶時，由歐洲各大學430校長簽署，
承認此校是「大學之母」Ala Mater Studiorum。
時間有限，我只在舊校區的阿爾基西納西歐宮建

築做了短暫一瞥，非常典雅，九百年的學校，畢

竟不一樣。（圖23）。
商業騎樓Porticoes

市區紅磚色的商業走廊（騎樓），歷史最

早可追溯至12世紀。全市斷斷續續有十二段，有
的是木頭、有的是磚塊或是混泥土做成，全長共

62公里，歷史中心的17世紀聖路加走廊，有40公
里，共666個拱，連接聖伯多祿（聖彼得）主教
座堂到郊區的聖路加的聖母朝聖地。我們從火車

站對面的9月20日廣場，沿獨立街往南走，一直
走到聖伯多祿教堂為止（圖24），沿途看到設有
商店、也有教堂。

恩佐宮、行政首長宮Palazzo re Enzo & del 
Podesta

沿商業走廊走到銅雕海神噴泉，因保養

而圍起欄柵。一旁就是市政廳博物館Palazzo 

Comunate。前面是馬喬雷廣場，旁有一個寬闊
的建築，就是13世紀的恩佐宮及行政首長（波提
斯塔）宮。抽空我也跑進聖彼得教堂繞了一圈，

此教堂對旅客管制出入很嚴，聽說有過爆炸案。

斜塔Torre Pendenti
這是市區值得去看的兩座高樓。12世紀的保

皇黨和教皇黨，競相建築高塔，這是當時遺留下

來的，各有97.2米及48米。其中一個較低的傾斜
有3公尺以上，市內還有其他很多塔群，真想有
多點時間好好看一下。

托斯卡尼及奧爾恰山谷

在佛羅倫斯外圍，著名的托斯卡尼大區奧爾

恰山谷，就是在月曆及電影場景常看到的一大片

丘陵草地。但由波隆納到托斯卡尼之前，我們特

地往西去五漁村參觀一下。

《五漁村》Portovenere, Cinque Terre, and the 
Islands (Palmaria, Tino and Tinetto)

這是沒有什麼人文歷史背景的網紅觀光

點。幾個在海邊或斷崖的彩色漁村，拍照起來非

常的羅曼蒂克。Cinque Terre義文的原意是「五
個鄉地」，指在海岸線的熱那亞Genoa到史佩吉
亞Spezia之間五個漁村：蒙泰羅索Monterosso、
Vernazza、Corniglia、馬納羅拉Manarola、里奧
馬焦雷Rioomaggiore。1997年五鄉地加上鄰近的
韋內雷港、帕爾瑪麗亞島、提諾島、提內托島，

共同列入世界遺產。

因五鄉地馬路狹小，管制遊覽車，遊客多

靠行駛於史佩吉亞與李凡多Levanto 之間的觀光

圖23  波隆那大學。 圖24  商業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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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進出。我們在史佩吉亞港轉搭火車，在下午

一點多，抵達五漁村最北的蒙泰羅索，這裡有一

個大海灘，享用好吃的海鮮餐（透抽）後，再上

火車回頭走，參觀馬納羅拉，這裡有最典型的五

漁村風景（圖25）。最後是到里奧馬焦雷，但必
須往下走約八層樓的高度，才能到真正港口，很

累。

《梅第奇別墅佩特瑞亞》Medici  Vil las  and 
Gardens in Tuscany

在托斯卡尼大區，佛羅倫斯的外圍，有梅

第奇家族在15至17世紀建的22處大小別墅Villa e 
Giardini Medici in Toscana。其中有12座較大，加
上花園，被列入世界遺產。這些別墅擁有多種功

能，當時展現梅地奇家族的權力和財富，並做為

貴族的休閒渡假、農業活動的中心。現在除開放

觀光外，也設立有旅館房間，招攬客人。

梅第奇家族是佛羅倫斯15至18世紀，在歐洲
及義大利擁有強大勢力的名門望族。利用其財

富、勢力，從羊毛加工和紡織工業、金融，進而

躋身於政治、教士、貴族之列，曾經產生四位

教宗、多名佛羅倫斯統治者及托斯卡尼大公，還

有兩位法蘭西王后，一是凱薩琳梅第奇，瓦魯瓦

王朝國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和隨後三個國王的母

親。另外一個是瑪麗梅第奇，為亨利四世的王

后，路易十三的母親。這個家族當年贊助了很多

藝術家，也促成了歐洲的文藝復興。現在的音樂

串流，有頻道名為梅第奇，是內行人都知道的。

受限距離、房間開放時間，我們只去Villa 
della Patraia這個代表性的別墅參觀。是位在小山

丘上，改建的建築裝潢博物館，也以其保存良好

的家具著名（圖26）。由停車場走上去大約要緩

上坡20分鐘。花園設計於16世紀，在18到19世紀
又加上噴泉與巴洛克式的庭飾。登級而上，在山

坡可以俯瞰遠方的佛羅倫斯城市。最令人欣喜的

是入口中庭，四面都是精美的彩色濕壁畫（圖

27）。裡面房間則是代表當時貴族生活的寫照。
中午在附近山坡一家餐廳，享受一餐義大利

鄉村料理，在豐盛的前菜義大利麵及餃子以外，

主餐是大塊粗曠T骨牛排吃到飽，加上紅白酒無
限量。這一餐，直到回了台灣，每個人回想起

來，仍然都在滴口水。

《奧爾恰谷及皮恩札》Val d'Orcia, Historic 
Centre of the City of Pienza
餐後一路經過世界遺產奧爾恰谷地（圖

28），沿途有細心耕作的農田，蜿蜒的小路，一
旁是典型的橄欖樹、莊園、像電線桿排列筆直的

絲柏，很多舊農莊及別墅，點綴以各種野花，

在電影場景常常看到。近年的「托斯卡尼艷陽

下」、歌手波伽利幾個以托斯卡尼為背景的演唱

圖26  梅第奇別墅佩特瑞亞。 圖27  別墅中庭。

圖28  托斯卡尼 奧爾恰谷地。

圖25  五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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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他是托斯卡尼人），都可看到當地特殊
風情的描繪。

約莫4點左右，抵達也是世界遺產的皮恩札
小鎮。皮恩札是教皇庇護二世的出生地，他在

1459年決定以文藝復興的形式來規劃這城市，亦
即現在能看到的市政廳、庇護二世廣場及周邊皮

克羅米尼宮、波吉亞宮（圖29）。
城鎮的外圍，有小小圍牆的巷路，外面就

是一大片原野奧爾恰山谷。可看到遠方縱橫交錯

的丘陵地，彎彎曲曲的山路、絲柏樹，整片的谷

地，寬闊浪漫，在落日時光，特別迷人。我們在

一個面臨山谷的農莊，享用了一餐托斯卡尼式的

燭光晚餐。

《貝路吉亞（佩魯賈）》Perugia
從伊特魯利、到古羅馬自治都市時代，貝路

吉亞一直是溫布利亞區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此

地是許多自助旅遊者的熱門景點，以滿天星斗包

裝紙的圓形巧克力Baci 出名。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山城，要進入城內，必須

由停車場搭乘室內的手扶梯（裡面燈光昏暗），

一到了上面，就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老

街繞一圈也等於爬了一座小山。進入最主要的

街道，就是11月4日廣場（圖30），兩旁有大教
堂、康比歐宮，裡面是很多文藝復興的重要文化

遺產、濕壁畫。普利歐利宮 Palazzo dei Priori前
有一個著名的馬喬雷噴泉，環繞一圈看噴泉上的

各種雕像，描寫人生的各種百態（圖31）。樓上
是溫布利亞美術館。

由教堂後面的斜坡往下走，經過很多種不

同台階、伊特魯利亞拱門，最後抵達貝路吉亞大

學，內有著名的外國人語言學校。

《阿西西》Assisi, the Basilica of San Francesco 
and Other Franciscan Sites

阿西西是義大利中部非常著名的天主教

聖地，也是很受矚目的世界遺產城市，被視為

天主教方濟會Ordine Francescano的發源地，
每年有許多教徒來到這裡，體驗宗教的歷史

意義（圖32），包括有聖方濟各聖殿Basil lica 
San Francisco、聖路裴勒主教座堂San Rufino 
cathedral、聖嘉勒聖殿Basillica di Santa Chiara、
還有希臘建築米諾瓦神殿等等。這裡也算是山坡

地，要全部走完，相當耗費體力。

但任何旅遊團的領隊，都不能在教堂內講解

（可以聘教堂的導覽），這是其他地方教堂沒有

的，可見其神聖性。雖然內部非常漂亮，但也只

能夠記在腦海中了，因為禁止拍照。（待續）

圖29  皮恩札。 圖30  貝路吉亞。 圖31  馬喬雷噴泉。

圖32  阿西西聖方濟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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