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wan String  of Music in Italy presents the

An exclusive concert series for string orchestras



Music Celebrations International is pleased to present the Crescendo to 
Cremona Series as part of the Taiwan Celebration of Music in Italy! 

Melded from Greek, Etruscan and Roman civilizations, Italian culture has 
influenced Western thought, art, music,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 more 
than any other. As you travel from Venice to the finale in Roma, the 
senses will almost reel from exposure to history, architecture, art, and 
beauty unequaled anywhere else in Europe. 

Known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tradition of stringed instrument produc-
tion, Cremona has been a famous music center since the 16th-century and 
still prides itself for its artisan workshops producing high-quality stringed 
instruments. Cremona’s finest resident luthier was Antonio Stradivari. It is 
estimated Stradivari produced over 1,000 instruments, of  which only 650 
survive today and are still some of  the finest in the world.

A concert and experience in Italy is a return to the roots of Western Civili-
zation. Regardless of one’s musical tastes - classical, church, ballad, opera, 
chant, symphonic, Romanesque, Gothic, Renaissance, Romantic, Baroque 
- these roots are all found in Italy. Our musical heritage certainly was born
in Italy. Italians, with help from the French, invented the system of  mu-
sical notation used today. Cremona produced violins by Stradivarius and
Guarneri; the piano is an Italian invention. Italian composers like Verdi,
Gabrieli, Monteverdi, Paganini, Vivaldi, Puccini and Rossini are
household names. Select string orchestras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talents
with appreciative audiences in glorious venues and spectacular settings
throughout Italy as part of  this unique concert series.

義大利國際音樂節活動



(7/4～7/5)第2～3天: 威尼斯/Venice

威尼斯水上城市是文藝復興的精華，世界上唯一沒有汽車的城
市，上帝將眼淚流在了這裡，卻讓它更加晶瑩和柔情，就好像
一個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夢。威尼斯有「因水而生，因水而
美」。水和橋構成特殊的旖旎風光，橋樑和水街縱橫交錯，成
了威尼斯特有的生活情趣。

{參觀景點}
總督宮 聖馬可廣場、聖馬可鐘樓 、聖馬可大教堂 、嘆息橋、
雷雅托橋、貢多拉船、學院橋、彩色島、玻璃島

(7/7)第5天: 米蘭/Milano

米蘭被賦予時尚之都的美譽，走在米蘭街頭，隨處可見的建築
和商店都充滿文藝風格。米蘭除了有著獨一無二的時裝王國頭
銜，還擁有豐富的藝術寶藏，像是達文西「最後的晚餐」、歌
劇殿堂史卡拉歌劇院。若說文藝復興是米蘭的藝術成就，那麼
服裝設計則是新的成就。

{參觀景點}
音樂交流活動、米蘭大教堂、艾曼紐二世迴廊、達文西《最後
的晚餐》、 斯福爾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

(7/8)第6天: 貝爾加莫/Bergamo

貝爾加莫老城區(山上)的舊城(Bergamo Citta Alta)保留著13世
紀的原貌，而山下的新城(Bergamo Citta Bassa)更有著工業時
代重鎮的特色，一座城市卻可以看見截然不同的兩種景象，是
一座很值得細細品味的歷史老城！它也是米蘭之外最富有的城
市，在公元前就已經有人類居住，走在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
都有一種掉入歷史的感覺，因為整個城市就是一幅美麗的畫
作，Bergamo在2022/7月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

{參觀景點} 籌備規劃演出中......
 維琪亞廣場、聖瑪麗亞市長大教堂、卡佩拉·科萊奧尼、貝
加莫大教堂、聖維吉利奧城堡、努沃宮和德拉吉奧宮、下城區

(7/6)第4天：克里蒙納/Cremona

每到暑假世界各地常為青少年們舉辦音樂夏令營，Cremona作
為提琴製作的發源地，在這裡舉辦的音樂節，更是吸引無數的
愛好者參與。 Summer Festival除了音樂慶典之外也籌備了大
師班課程以及國際性的音樂家國際大賽並提供音樂團體相關演
出活動的機會。

{參觀景點}
欣賞國際演奏家演出，與演奏家一同演奏

Suggested Itinerary
Venice / Milano / Bergamo / Cremona/Modena/Florence/Roma
(7/3ˇ̌̌̌)第1天: 出發

搭乘飛機前往威尼斯（需轉機，隔天抵達）

(7/9)第7天：克里蒙納/Cremona

{參觀景點}
『參加國際音樂節演出活動』



(7/10～7/12)第8～10天: 佛羅倫斯/Firenze + 托斯卡尼/Tuscany

跟著自己的節奏，漫步在美麗的佛羅倫斯，走過城市最著名的地
標。徐自摩筆下的「翡冷翠」，是文藝復興的起源地, 這裏蘊藏了
許多的博物館也是許多名人: 但丁、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的誕生
地，同時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擁有豐富而珍貴的藝術氣質而
流露出屬於人文知性的美。

{參觀景點}
聖母百花大教堂、中央市場、烏菲茲美術館、領主廣場、老橋、
阿諾河岸、米開朗基羅廣場、佛羅倫斯冰淇淋、佛羅倫斯丁骨牛
排

(7/10)第8天: Modena

摩德納是一座古城，是總主教駐地，現在以「引擎之都」而著
稱，因為有許多義大利著名的跑車製造商如法拉利、德托馬索、
藍寶堅尼、帕加尼及瑪莎拉蒂將工廠設立於此，而且除藍寶堅尼
之外，它們的總部也都設在摩德納市內或附近。

{參觀景點}
音樂演出

(7/15)第13天+1：回程

(7/13～7/14)第11～12天: 羅馬/Roma

羅馬不僅僅是義大利的首都，也是義大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
通中心，為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古羅馬帝國的發祥地，因建
城歷史悠久而被暱稱為「永恆之城」。 
羅馬是全世界天主教會的中心，有700多座教堂與修道院，7所天主
教大學，市內的梵蒂岡是天主教教宗和教廷的駐地。羅馬與佛羅倫
斯同為義大利文藝復興中心，現今仍保存有相當豐富的文藝復興與
巴洛克風貌；1980年，羅馬的歷史城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從羅
馬帝國的榮光與文藝複興時期的輝煌。從古羅馬廢墟、萬神殿到聖
彼得大教堂，這是一座莊嚴和浪漫完美結合的城市。

{參觀景點}
羅馬競技場、古羅馬遺址、萬神殿、納沃納廣場、特雷維噴泉(羅
馬許願池)、台伯河、聖天使城堡、西班牙廣場、金杯咖啡、老希
臘咖啡館Antico caffè Greco

（7/14)第12天：梵蒂岡/Vatican

梵蒂岡是世界上面積最小的獨立國家，但它卻是世界上「天主
教」最高權力機構的所在地，在世界各地有超過10億信徒。除了
是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岡還有許多偉大的歷史和建築奇跡。整個
國家是如此神奇，讓你難以相信這樣的地方是真實存在於世上
的。這裡曾被許多著名的的藝術家、畫家展現在他們的作品中，
如米開朗基羅，馬德爾諾，喬托，貝爾尼尼等眾多藝術家。雖然
它在地圖上看起來很小，但是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看，而且要花
時間去欣賞!

{參觀景點}



Music Celebrations International

Potential Performance Venues

CREMONA
S.M. Maddalena Church
St. Agostino
Municipal Plaza

Milano
Chiesa della Pieta
San Stae

Modena
規劃中

Performance Tours in Italy
Tour 1 
2 nights in Venice

Tour 2 
1 nights in Cremona

Tour 3  
1 nights in Milano

Tour 4 
1 nights in Bergamo

 Fully-customized tours may also be created to meet your specific needs and interests.

Tour 5 
3 nights in Florence

Tour 6 
2 nights in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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