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藍海岸、普羅旺斯、山居歲月】          
【跟著畫家的足跡】品味 法國 8天 

 
 
 

 

「法國」，一個空氣中時刻瀰漫著塞納河畔左岸咖啡的濃郁香氣，以及滿足於沉醉波爾多葡萄紅酒的香醇味蕾的

浪漫國度…… 

「巴黎」一個匯聚沉澱數十世紀藝術風華與當下頂尖流行時尚文化的多變城市…… 

「普羅旺斯」，英國作家彼德梅爾筆下的夢幻山城，四季繁花似錦猶如人間仙境…… 

子彈列車以每小時 574.8 公里的速度穿越法國各城市，流竄的軌跡連接時間與空間的極致…… 

「這個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親身探訪法國，即刻便可體會藝術大師們的感受。 

 
【旅店風情】 

【巴黎特別安排入住市中心法式四星飯店】 

住宿：AC HOTEL PARIS PORTE MAILLOT、LE MERIDIEN ETOILE HOTEL

或同級。或同級（特別安排入住巴黎市中心法式四星飯店！）。PS.係因巴

黎不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市區內飯店易滿，則改住往外圍的飯店，諸

多不便，敬請包涵。） 

【法國特色餐食】 

☆普羅旺斯的美食總叫人驚喜彼得.梅爾書中也寫道～這裡是美食者

的天堂，節食者的地獄～☆ 

☆吃在蔚藍海岸：--尼斯沙拉 Salade Niçoise--法國南部著名的尼斯沙拉

可說是囊括了南法的鄉野之味，黑橄欖、甜椒、蕃茄、 白煮蛋、馬鈴薯、

鮪魚或鯷魚丁，每一家做法不盡相同，搭配上幾滴橄欖油搭配法國麵包，

就是一道清爽又好吃的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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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 
【在南法，遇見美麗小村】 

「美村」，是法國政府自 1982 年起，陸續整理出境內「建物景觀保存完善」、「有悠久的歷史」又「人口

不多」的小村，並頒發給這些美麗村一個青山綴上三朵小紅花的六角形標誌。 

【美麗山城－聖保羅】：建於兩個深谷上, 如馬蹄狀的山丘上, 是一座迷人的中古世紀小鎮.這裡也有最

多藝術家定居於此，所以素有世上最美麗的山城之稱。 

【美好的一年電影拍攝地之勾禾德】：奧斯卡影帝羅素克洛再次與【神鬼戰士】的金獎名導雷利史考特攜

手合作【美好的一年】的電影拍攝地－勾禾德。 
【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亞維農】：夕陽餘暉灑落在亞維農教皇宮滾滾隆河上，隆河上的斷橋仍屹

立不搖的堅守崗位，它就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亞維農城！ 

※不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歲以下)須有床位，而且

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 同房。 

三人房都是雙人房另加一張折疊床或沙發床，也有許多飯店是無法加床，那就必須第三人分出

與他人同房。三人房空間本就不大，加上大行李需要放置，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本行程表適用期間： 

2018 年 03/05、03/12、03/19、03/26 

▲以下為參考航班，正確班機時刻表視航空班次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北／香港 國泰航空 CX-473 1840-2045 （飛行 2 小時 00 分) 

 香港／杜哈 卡達航空 QR-815 0025-0455+1（飛行 9 小時 30 分） 

 杜哈／尼斯 卡達航空 QR-053 0800-1245  （飛行 6 小時 45 分） 

回程 巴黎／杜哈 卡達航空 QR-038 2120-0540+1（飛行 13 小時 30 分） 

 杜哈／香港 卡達航空 QR-816 0835-2055  （飛行 13 小時 30 分） 

 香港／台北 國泰航空 CX-408 2255-0030+1（飛行 1 小時 30 分） 

 PS.此日抵達到台灣是第九天的早上零晨 00:30。 

        ★表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第 一 天 台北／香港／杜哈／尼斯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並由專人協助登機手續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尼斯，夜宿機上。 

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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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蔚藍海岸（Riviera Côte d’Azur）的棕櫚樹到高地地區（Haut Pays）百里香的氣息～ 

第 二 天 尼斯－18KM－聖保羅 ST.PAUL【童話故事裡最美麗的山城】－26KM－坎城 

【蔚藍海岸】 

班機抵達後，前往盤據在山丘上的◎聖保羅是蔚藍海岸最受歡迎的中古世紀山村，此鎮古意盎然，

中世紀風情彌漫在石頭小徑中，城內仍遺留十六世紀街道，兩旁商店裝飾著現代陶瓷、雕刻，使得

現代藝術與古街融合出特殊的風格。隨後專車返回蔚藍海岸休息。 

【下車參觀】：聖保羅~ 

(1)建在普羅旺斯山壁上的中世紀堡壘小鎮～是南法普羅旺斯地區最知名最美麗的山城之一，也是

法國重要古蹟！ 

(2)在 1920 年代吸引無數藝術家及文人來到此地。包括法國女性主義先驅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和他的愛人─哲學家沙特 (Jean-Paul Sartre)，還有畫家馬蒂斯 (Ma-tisse)、雷諾

瓦 (Renoir)、夏卡爾 (Chagall) 等人，都曾在此留下足跡，聖保羅遂成為南法的文藝山城。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尼斯沙拉風味餐 

住宿:GRAY D＇ALBION HOTEL 或同級 

～參訪蔚藍海岸的幽美淨土與００７場景中豪華賭場～ 

第 三 天 蔚藍海岸－55KM－蒙地卡羅 MONTE CARLO【摩納哥】－227KM－馬賽 
今日前往僅次於梵蒂岡為世界第二小國－摩納哥，此地面積僅 1.95 平方公里，通用語為法語，因

此很容易被錯以為是法國城市，此地給人印象是富裕、豪華，大概是因為蒙地卡羅賭場，以及赫赫

有名的國王雷尼爾三世與電影明星葛麗絲凱莉締結金鸞而轟動一時傳為佳話，抵達後展開市區瀏

覽，您可於◎王宮前攝影留念或自由漫步於紀念品商店林立的街道、◎摩納哥主教堂（雷尼爾親王

及葛莉絲凱莉王妃均葬於此）、◎位於懸崖上的賭國心臟－蒙地卡羅賭城，感受一下奢華生活的代

表，並可於賭場小試一下手氣！結束後前往法國第二大城也是第一大港的馬賽。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法式地方料理 

住宿：GOLDEN TULIP VILLA MASSALIA HOTEL、MERCURE PRADO、NEW HOTEL或同級 

～在繁花與碧海藍天間體驗山居歲月～ 

第 四 天 馬賽－91KM－勾禾德～呂貝宏山區【美好的一年電影拍攝地】－38KM－亞維農

【普羅旺斯】 
英國作家梅爾”山居歲月”中的普羅旺斯山城，讓全世界的觀光客魂牽夢縈的湧入法國南部，想像梅

爾生活起居般的在普羅旺斯，感受鄉間生活的溫馨嗎？您一定要來到電影「美好的一年」拍攝地點－

勾禾德，這個石頭堆砌起來的山城曾被票選為法國最美村莊之一，法文裡 Gordes 這個字就是「高高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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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ldentulipvillamassalia.com/en/
http://www.mercure.com/gb/hotel-3004-mercure-marseille-centre-prado-hotel-velodrome/index.shtml
http://newhotelmarseille.com/


掛在空中的村子」的意思。是一個美麗的山城，層層疊疊依山而建的屋瓦，散發出一種樸實寧靜的氣

息。接著展開中世紀風貌及歷史宗教名城－亞維農的市區觀光，此地是普羅旺斯最熱鬧的城市，中世

紀以來有著不同地位，教皇曾經搬離羅馬而長駐於此，造就此地特殊的文化背景。想探尋法國悠閒的

小鎮，非從南法最大城亞維農開始不可。亞維農以教皇之城聞名，來到這裡，除了◎教皇宮外，◎亞

維農斷橋也是不可錯過的景點，因法國民謠(Sur le Pont d' Avignon)而聞名，真正的名字叫 Pont 

St-Benezet，和教皇宮一樣都是亞維農著名的景點，旁邊緊臨的是◎聖母院，還有個◎岩石花園。在

亞維農裡隨處走走總會遇到些驚奇的小店面，很多店內的擺設都十分有特色，除了有賣給觀光客的工

藝品店外，還有賣橄欖油的專賣店…等等。 

 
【下車參觀】：勾禾德、鐘樓廣場、教皇宮、聖母院、聖貝內澤橋。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法式地方料理  

住宿：IMPERATOR NIMES (鬥牛士飯店)、AVIGNON NORD HOTEL 、C SUITES HOTEL或同級 

～造訪普羅旺斯的中古風情與詩意山村～ 

第 五 天 亞維農－38KM－亞爾【我在亞爾與梵谷相遇】－35KM－嘉德水道橋－25KM 

－亞維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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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imes.concorde-hotels.com/en/photos/photos01.aspx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0550-novotel-avignon-nord/index.shtml
https://www.booking.com/hotel/fr/c-suites.zh-t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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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接著展開亞爾市區觀光。首先我們先前往◎梵谷紀念館，這是由他曾住過的療養院改建而成 

，庭園中央種滿五彩繽紛的花朵，跟他的畫作頗為相似。另外，我們途經◎古羅馬競技場，然後 

朝向◎梵谷夜間咖啡館的實景地走去（畫還是比較美）。接續著，專車前往近郊同為古羅馬建築遺 

跡的◎嘉德水道橋，此為兩千年前古羅馬人宏偉的水利工程，也是人類共同文化財產，親臨其上 

更見偉大，除遊覽美麗的嘉德河谷風光外，更讚嘆古羅馬人建築技藝之精湛。 

【下車參觀】：郎格羅橋、梵谷紀念館、古羅馬競技場、梵谷夜間咖啡屋、嘉德水道橋。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普羅旺斯風味餐 

住宿：IMPERATOR NIMES (鬥牛士飯店)、AVIGNON NORD HOTEL 、C SUITES HOTEL或同級 

～參訪首屈一指的浪漫花都～ 
第 六 天  亞維農++TGV++巴黎【市區觀光＋血拼號稱巴黎最便宜的藥妝店】 

今日午後，搭乘 TGV 前往巴黎。所謂的 TGV 是 TRAIN A GRANDE VITESSE（超級快速火車）的簡稱。

而子彈火車為目前世界最快速、最新穎火車，時速平均超過 250 公里。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拿

破崙的榮耀‧凱旋門、◎冰硬的鋼鐵成為柔美的線條，使它本身贏得了「巴黎貴婦」的渾名‧◎艾

菲爾鐵塔、世界最著名的街道，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街道之一‧◎香榭里舍大道、。 

【下車參觀】：鐘樓廣場、教皇宮、聖母院、聖貝內澤橋。 

【貼心門票安排】：TGV 火車二等艙。(預訂車班：)。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巴黎特別安排入住市中心法式四星飯店】－AC HOTEL PARIS PORTE MAILLOT、LE 

MERIDIEN ETOILE HOTEL 或同級。PS.係因巴黎不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市區內飯店易滿，則

改住往外圍的飯店，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第 七 天 巴黎【自由活動】／杜哈／香港 
此日展開自由活動。您可以自由採購名牌精品，或自行前往採購法國最著名的名牌化妝品和精品，

或前往春天或老佛爺百貨公司 Shopping 挑選巴黎人喜愛的物品。推薦路線：Shopping！前往熱鬧

時尚的歌劇院區，痛痛快快地在拉法葉百貨、春天百貨逛街；在世界名店裡狠狠犒賞自己。或是來 

個巴黎花都之旅。經年累月蘊積的歷史文化，不論購物、美食、藝術、觀光、建築或表演，一次完 

全滿足旅人的心。巴黎之所以為美食之都，就因為大街小巷都有令人魂牽夢縈的餐廳、酒館、飯館， 

而喝露天咖啡在巴黎則是全民運動，咖啡館已經成為巴黎文化以及生活的一部份，也是法國人引以 

為傲之處。整裝之後，隨後專車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台北，夜宿機上。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八 天 香港／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結束歐洲南法 8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http://nimes.concorde-hotels.com/en/photos/photos01.aspx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0550-novotel-avignon-nord/index.shtml
https://www.booking.com/hotel/fr/c-suites.zh-tw.html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