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遊南北法：教皇宮、斷橋、波爾多、羅亞爾河、布列塔尼、諾曼第、聖米榭爾山】 

漫遊南北法 法國深度全覽 21 天之旅 

 

 

 

 

 

 

 

 

 

 

 

 
 

 

 

 

 

 

 

 

 

 

 

 

 

  

 

 

 

 

 

 

 

 

 

 

 

 

 

 

 

  《漫遊南北法：蔚藍海岸、普羅旺斯、羅亞爾河古堡區、法國西南部、夏朗德省、布列塔尼、諾曼第》  

【花都巴黎浪漫體驗】 
1. 花都巴黎雙宮行＊『前往聞名全世界的—★奧塞美術館』 

      ＊『太陽王路易十四所建富華堂皇、極盡奢華之凡爾塞宮』 

2. 浪漫巴黎的象徵－塞納河。它將巴黎一分為二，多達３７座橋跨越左岸與右岸，帶給古今文人騷客許多 

  的浪漫聯想。我們特別安排風情萬種的塞納河遊船（晚宴），讓您感受花都巴黎令人迷醉的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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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徜徉南法藝術小鎮梵谷畫作之城亞爾】：走訪這座城市，可以發現梵谷的足跡無所不在，這座城市因為

梵谷而布滿傳奇的色彩。1888年，梵谷離開巴黎來到亞爾勒，這片陽光普照、充滿生命力的村莊，激勵了梵

谷的創作渴望。在梵谷的畫作中，最精彩也是創作量最豐沛的時期，就是他停留在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亞爾

勒期間所繪製的，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隆河下的星空」，就是他這時期所留下的曠世畫作。 

【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卡爾卡頌】：古城區保存的有夠完整，要不是四周林立的商店、餐廳、旅

館，你完全會覺得走入時光隧道，在白日太陽照射下，古城耀眼有活力，入夜後，法國人還替城牆打光，超

雄偉浪漫，為這次南法之旅，劃下超完美句點。 

【波爾多，世界葡萄酒之都】：舉世知名的波爾多葡萄酒首府，波爾多市區 18 世紀的古典建築群呈現最和

諧的佈局。建築群中不乏保持完善的壯麗建築，大部分都已列入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名錄。 

【黑鑽與白珍珠的天堂－莎拉】：莎拉這個純樸且古老美麗得足以成為拍攝文藝復興時代電影場景的小

鎮，的確也就給世人如是的印象。而視覺上的詩意綿綿外，莎拉在味覺上的表現也相當精采。 

【大西南區的農村風采：法國最美村莊】 

在法國有一個依照一定標準專門評定「法國最美村莊」的協會，符合努力保存古老建築，人口未滿 2000 人

的條件下，全法國現共有 18 個「法國最美村莊」。而在法國西南部這兒仍保有中世紀時期的田園風光，也是

「法國最美村莊」的集中地區。想邂逅真實風貌的法國田園，一定要去拜訪「法國最美村莊」。 

☆【石甲村】就是一個建築在這石壁中，是一個美麗崖壁懸村...走一趟這個崖壁懸村，發現它的美麗....。

☆【卡歐荷】：蜿蜒的洛特河沿岸的中古世紀古城，現在則是洛特省的省政府所在地。 

【盧昂大教堂】：莫內一系列盧昂大教堂畫作是最佳映證。畫裡大教堂的石頭隨著陽光的投射產生奇妙的顏

色變化，彩繪玻璃閃耀著光芒...這裡就是印象派藝術的搖籃！ 

【象鼻海岸】：由海升起的雙峭壁分布在鵝卵石海灘。法國作家 莫泊桑 將高起的拱型石灰峭壁形容為一頭

鼻子伸進海裡的大象而聞名  

【翁芙勒港】：是詩人繆塞讚譽有加的小港都，這裡有古意盎然色調優美的木條房，是印象派畫家創作靈感

的來源， 這裡有隨著日照，呈現千變萬化色彩繽紛的泥牆。 

【聖米歇爾山】：號稱"世界第 8 大奇蹟的法國第一勝景—聖米榭爾山，此地是虔誠教徒朝聖的聖山，也是 

萬千遊客觀潮的美麗孤島。 

【羅亞爾河－女孩們都曾經有過城堡夢吧！】：雪濃梭堡和達文西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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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特色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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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必吃的米其林： 

  三次米其林推薦餐廳＆一次米其林一星餐廳(主廚推薦)＆一次米其林二星餐廳(主廚推薦) 

☆☆☆法國必吃的百年淬煉～米其林饗宴☆☆☆  
米其林指南（Le Guide Michelin）是法國知名輪胎製造商米其林公司出版的美食及旅遊指南書籍總稱，其

中「紅色指南」評鑑餐廳及旅館，在國際間被譽為「美食聖經」，一經點名，即躋身國際知名美食餐廳之列。

我們特別安排米其林法式佳餚，讓您徹底體驗法式道地美食，高貴而典雅的享受，融合心靈與文化的雅宴。

米其林的星級評比： 

＊一顆星(Very good Cooking)的餐廳：表示「值得停車一嘗的好餐廳」 

＊＊兩顆星(Excellent Cooking)的餐廳：示「一流的廚藝，提供極佳的食物和美酒搭配，值得繞道前往，

但所費不貲」。 

☆卡爾卡頌地區：聞名的卡書雷特（白豆燜肉）料理 

☆法國莎拉小鎮 啖鵝肝尋千年美味 

☆諾曼第：蛋捲＆聖米榭爾羊排＆香烤卡巴度斯鴨肉 

☆布列塔尼：布列塔尼最傳統、最出名的特色食物～薄煎餅與蘋果酒 

☆巴黎饗宴：塞納河遊船晚宴 
【貼心安排】 

1.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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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本行程表適用期間：2017 年 06 月 17 日 

 (售價：22 萬 7 千元,含司機.領隊.導遊之全程小費,不含私人消費) 
國泰航空參考航班: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06 月 17 日 去程 台北／香港 國泰航空  CX-451 19:30-21:25  （飛行 1小時 55 分) 

  香港／巴黎
 

國泰航空  CX-261
 

00:05-06:55+1（飛行 12 小時 50 分） 

07 月 06 日 回程 米蘭／香港 國泰航空  CX-234 13:05-06:35+1（飛行 11 小時 30 分） 

  香港／台北 國泰航空  CX-474 08:10-10:00 （飛行 1小時 50 分） 

 

第 一 天 台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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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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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天 香港／巴黎 
抵達後前往蒙馬特區參觀座落在◎蒙馬特小山上，是巴黎的最高點－◎聖心堂，站在教堂前大半 

個巴黎清楚看見，教堂前的威利特廣場花團錦簇曲徑有致，這是巴黎一景，隨後可前往 TERTER 廣 

場，在此四周的建築古色古香流著五百年時光，最著名的是廣場上的畫家市集，這是觀光客的焦 

點，也是巴黎最浪漫的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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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車參觀】：蒙馬特、聖心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法式海鮮餐 

住宿：MARRIOTT RIVE GAUCHE HOTEL、PULLMAN MONTPARNASSE、CONCORDE MONTPARNASSE HOTEL、

RADISSON BLU BOULOGN、HOLIDDAY INN LA VILLETTE、SOFITEL PTE DE SEVRES、OCENIA、RENAISSANCE 

LA DEFE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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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天 巴黎【奧塞美術館＋聖母院＋自由活動】 
今日前往聞名全世界的—★奧塞美術館，其中以米勒的『拾穗』、梵谷的『奧維蘇歐教堂』、竇加 

的『舞蹈課程』、雷諾瓦的『彈鋼琴的少女』、盧梭的『弄蛇的女郎』、高更的『大溪地女郎』…等 

名畫為鎮館之寶，此外，莫內的許多著名作品，也收納於主要展覽館三樓。到巴黎絕不能錯過舉 

世聞名的巴黎聖母院，中世紀哥德式的建築的結晶、大片彩繪玻璃以及曾是亨利 6 世及拿破倫加 

冕典禮的地方和鐘樓怪人的舞台。它以精美建築及深邃的人文背景，與周遭環境共同形塑了巴黎 

的一個好地方。到巴黎，不能不造訪西堤島；到西堤島，不能不看聖母院。有人說，一看到巴黎 

聖母院的莊嚴外觀，就像聽到一首雄偉的石頭交響曲。中層有一個大玫瑰窗，鑲嵌玻璃描述的是 

聖母瑪麗亞的故事，上層則為兩座著名高塔。高達九十米的中央尖塔與東西環形殿伸出有如蜘蛛 

的飛扶壁，也是造型上極為特別之處。巴黎聖母院內的氣氛也令人震撼，光線透過彩色玻璃窗， 

與信徒捐燃的蠟燭上下呼應，肅穆而溫馨。今晚，將是您的〝浪漫巴黎〞之夜，前往堪稱巴黎獨 

一無二最浪漫的餐廳—※〝巴黎影子餐廳〞，美景當前，將讓您食指大開，為此行劃下最完美的句點。 

     【美食推薦：不規則造型的影子餐廳】 

     不規則造型的影子餐廳面積逾 300 平方米，四周全部由玻璃打造，可了然俯瞰巴黎塞納 

     河兩岸的美景，鐵塔更是仿佛近在咫尺；屋頂以鋼管交錯，呈現玳瑁鱗片狀的幾何結構 

          ，與鐵塔的鋼鐵骨骼相映成趣，堪稱巴黎獨一無二。餐廳室內陳設與設計都強調“通透” 

          二字，以保障觀賞鐵塔的視野開闊而無阻礙。著實別有一番情境！ 
【貼心門票安排】：★奧塞美術館。（凡逢星期一奧塞美術館休館，或遇特別假日休館時，將更改

參觀日期或前往其他博物館參觀，敬請見諒！） 

【下車參觀】：凱旋門、艾菲爾鐵塔、香榭里舍大道、香榭里舍大道上的 Laduree 百年經典

甜點迷朝聖地、夏佑宮拍艾菲爾鐵塔的精典畫面。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不規則造型的影子餐廳 

(價值 60 歐元)。若遇餐廳客滿則我們會改至

其他日期吃，又或是中午吃，又或是其他同

等值之餐廳。諸多不便，敬請見諒。 

住宿：MARRIOTT RIVE GAUCHE HOTEL、PULLMAN MONTPARNASSE、CONCORDE MONTPARNASSE HOTEL、

RADISSON BLU BOULOGN、HOLIDDAY INN LA VILLETTE、SOFITEL PTE DE SEVRES、OCENIA、RENAISSANCE 

LA DEFE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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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arst-paris-marriott-rive-gauche-hotel-and-conference-center/
http://www.pullmanhotels.com/gb/hotel-8189-pullman-paris-montparnasse/index.shtml
http://montparnasse.concorde-hotels.com/en/
http://www.boulogne.radissonsas.com/
http://www.worldexecutive.com/locations/france/paris/70547.html
http://www.sofitel.com/gb/hotel-0572-pullman-paris-rive-gauche/index.shtml
http://www.oceaniahotels.com/en/oceania-hotels/fiche-hotel.php?h=20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arld-renaissance-paris-hotel-la-defense/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arld-renaissance-paris-hotel-la-defense/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arst-paris-marriott-rive-gauche-hotel-and-conference-center/
http://www.pullmanhotels.com/gb/hotel-8189-pullman-paris-montparnasse/index.shtml
http://montparnasse.concorde-hotels.com/en/
http://www.boulogne.radissonsas.com/
http://www.worldexecutive.com/locations/france/paris/70547.html
http://www.sofitel.com/gb/hotel-0572-pullman-paris-rive-gauche/index.shtml
http://www.oceaniahotels.com/en/oceania-hotels/fiche-hotel.php?h=20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arld-renaissance-paris-hotel-la-defense/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parld-renaissance-paris-hotel-la-defense/


第 四 天 巴黎【凡爾賽宮+塞納河遊船晚宴】 

今日前往參觀世界著名路易十四所建★凡爾塞宮，凡爾賽宮為全歐洲最華麗王宮，法王路易十四為

向歐洲各國炫耀其帝國的繁榮富庶特別興建。之後我們貼心安排遊覽浪漫的花都遊河。★塞納河遊

船晚宴，巴黎的魅力，在於塞納河河岸風光，風姿婀娜，散發無窮魅力，塞納河兩岸分佈著巴黎地

標性的建築物，目前已經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爾後展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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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可以自費前往欣賞巴黎最浪

漫豪華的—瘋馬或麗都或紅磨坊夜總會，五花八門的舞台設計，極具聲光效果的背景，及身材均勻

妙齡歌舞女郎，配合香檳美酒，構築成全世界最浪漫的夜晚，保證值回票價。 

【行車遊覽】：香榭里舍大道、巴黎歌劇院、塞那河、艾菲爾鐵塔、拿破崙墓、亞歷山大三世大橋。

【貼心門票安排】：★凡爾塞宮、（凡逢星期一凡爾賽宮休館，星期二羅浮宮休館，或遇特別假日

休館時，將更改參觀日期或前往其他博物館參觀，敬請見諒！）。 

特殊餐食安排】：如果您在年輕時待過巴黎，那麼巴黎將永遠跟著你，巴黎是一席流動的饗宴。好

好浸淫在這場饗宴之中，一次旅行就是永遠。然而今晚我們為了讓您不虛此行，我們特別安排塞

納河遊船晚宴！乘船緩緩瀏覽兩岸雄偉瑰麗的景物，看看河上流淌的倒影，巴黎的夜晚處處散發

著無窮的魅力，為浪漫的巴黎留下最美好的回憶。（PS.今晚請穿著略為正式的服裝喔！）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塞納河遊船晚宴 

住宿：MARRIOTT RIVE GAUCHE HOTEL、PULLMAN MONTPARNASSE、CONCORDE MONTPARNASSE HOTEL、

RADISSON BLU BOULOGN、HOLIDDAY INN LA VILLETTE、SOFITEL PTE DE SEVRES、OCENIA、RENAISSANCE 

LA DEFE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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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天 凡爾塞【巴黎】－吉維尼－盧昂【百鐘空中迴響之城美名】 
今日前往吉維尼小鎮是一個給人創作靈感的小鎮，因為這裏的美麗風光可以開始人的創作之旅。小鎮

有層層起伏的山地、白墻紅頂的農舍、蔥郁的樹林、怒放的花兒、精巧秀氣的小木橋和霧藹藹的花池，

儼然人間的花園和天堂，充滿了詩情畫意的田園風光。小鎮的每一處都宛如一幅印象派風景畫，每一

個角落都充滿詩意，每一個地方都擁有美麗的感人故事。據說當年莫奈乘火車經過吉維尼小鎮的時

候，被這個寧靜的地方所吸引，43 歲時在吉維尼小鎮租了一座房子並定居下來，他那龐大的家族也

在此生根。小鎮上家家戶戶房屋漆上粉彩色調，遠望像超大調色盤，效仿鐘情夢幻色彩的莫奈風格。

耀眼光線在向日葵、鈴蘭、康乃馨、薔薇和百種叫不出名字的珍稀花卉間顫動。隨後前往盧昂，一提

起盧昂大家都會和畫家莫內串聯在一起，因為莫內為盧昂的聖母院—◎盧昂大教堂，畫了三十多印證

光影效果的畫作，另外盧昂的小巧可愛的街道也很值得散步閒逛。另一個不可錯過的地點是位於◎舊

市集廣場，這裡有個紀念碑，標示著聖女貞德在 1431 年被處火刑的地點，順道參觀戰後所建的聖女

貞德教堂。結束後前往吉維尼小鎮坐落於上諾曼底大區的厄爾省，因法國畫家—★莫內的花園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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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法國最受喜愛的小鎮之一。這個多姿多彩的小鎮像是一幅色彩濃重的油畫，靜靜的訴說著小鎮

的悠久歷史和感人故事。 
【貼心門票安排】：★莫內花園。 

【推薦餐廳】：1345 年開業的「皇冠餐廳 La Couronne」位於盧昂老市集廣場，房子仍保有 14 世

紀的木筋牆建築原貌，是非常典型的諾曼地建築，這裡亦是電影《美味關係》的場景，女主角 Julia

Child 來此品嚐驚艷的法國料理，之後發跡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廚。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米其林推薦餐 

住宿：MERCURE CHAMPS DE MARS ROUEN HOTEL、MERCURE CENTRE ROUEN HOTEL 或同級 

第 六 天 盧昂－90KM－埃特勒塔峭壁【象鼻海岸，世界最迷人 50 個地方之一】－44KM 

         －翁芙勒－114KM－濱海維耶爾【VIERVILLE-SURMER～奧馬哈海灘+諾曼第二 

戰登陸紀念博物館】－132KM－聖米榭爾山【世界遺產。海上金字塔】 
今日前往諾曼第另一著名之◎阿勒

巴特海岸（Cote d’Albatre），特

有的白堊峭壁極乳白海水交織，       

將 Entreat 以西蝕成拱門的阿瓦勒

峭壁，被形容為「鼻管伸入海中的

大象」。接續前往接續專車前往       

位於塞納河口的古老小港都－◎翁

芙勒，有獨特的建築風格，從十九

世紀開始，這個小漁港就吸引許多

畫家與詩人，包括布丹、庫貝爾、

畢卡索等印象派畫家們最鍾愛的作

畫地區。接續前往翁芙勒十五世紀

的文化遺跡：◎聖凱薩琳教堂，是

法國現存最大的木造教堂及獨立鐘

樓。昔日守衛海岸的古城牆，圍住

了往日風采，如今是最受歡迎的濱

海小鎮。途經來到了法國北部海

岸，面對英吉利海峽的奧馬哈海灘

（英文：Omaha Beach）。奧馬哈海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第戰役中，盟軍四個主要登陸地點之

一的代號。這片灘頭全長有 8公里，此海灘對盟軍有重要的意義，如果盟軍能夠控制這片海灘，那

麼海灘東部的英國登陸部隊與海灘西部的美國登陸部隊就能會師，這樣的話可將整個諾曼第前線從

零散的灘頭陣地整合成一個大型的戰線。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開始那一段經典的戰爭場面就取

材自奧馬哈海灘。★諾曼地登陸博物館的任務是紀念 1944 年 6 月 6 日諾曼地登陸和諾曼第戰役。 是

法國第一組織登陸紀念遊的機構。博物館在於原來人工港口被建造的位置, 離海岸幾百米,可以看到

人工港口的殘骸。 

【行程推薦】： 

Entreat「道路盡頭」的海岸小鎮，

羅馬時期就已經開啟了發展歷

史，兩座天然象鼻海拱門而發光發

熱。莫內（Cloude Monet）在此地

畫下超過 100 幅的畫作。而「亞森

羅蘋」作者更將此地設為國家寶藏

的寶藏地。 

【下車參觀】：阿勒巴特海岸（象鼻海岸）、盧昂大教堂、舊市區、奧馬哈海灘。 

【貼心門票安排】：諾曼第二戰登陸紀念博物館。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香烤卡巴度斯鴨肉+魚排 晚餐：西式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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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島外四星 Le Relais Saint-Michel Hotel、Mercure Mont St. Michel、Oceania St-Malo

或島內三星 La Mere Poulard Hotel、HOTEL OCEANIA、GRAND HOTEL DES THERMES 或同級

（因聖米歇爾山飯店非常熱門，如遇極少數狀況無法訂到聖米歇爾而改住聖馬洛，將退費

每人 40 歐元。） 

第 七 天 聖米榭爾山【世界遺產。海上金字塔】－54KM－聖馬洛 
         來到★聖米歇爾山（法文：Le Mont-St-Michel，英文：Mount-Saint-Michael）是一座潮起潮落的 

          神秘外海孤島，島上岩山建有著名的聖米歇爾修道院；它被 19 世紀法國大文豪雨果 (Victor Hugo)  

          封稱為「海上金字塔」，也在 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 World  

          Heritage)，現在每年有三、四百萬的訪客和朝聖者。這座位於英吉利海峽、法國北部諾曼第及布列 

          塔尼半島間交界處外海附近的岩石島嶼和奇偉建築，距離海岸約一公里，從中古世紀以來就是宗教 

          與建築的奇觀，也是數百年來天主教信徒的朝聖地。沿著海堤走進聖山，沿途中古世紀遺留下來的 

          狹窄街道建築，擠滿了不少和我們一樣來「朝聖」的遊客，逛著路兩旁各種古色古香的店家、餐廳、 

          咖啡廳、紀念品店，好不熱鬧！幾百個石階與數十間的商家轉瞬間就擦身而過，這種古雅的老石子 

          街道，充滿迂迴曲折、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喜，總是讓人流連忘返。 

【餐食推薦羊小排】：聖米榭爾小羔羊，由牧民放牧，由於潮汐，附近沙洲上的水草時常浸泡在海

                   水之中，本身含有極高的鹽份，讓羊兒的肉質呈現天然的鹹味且不腥不羶、

                   非常美味。 

【貼心門票安排】：聖米榭爾修道院。《世界第八大奇景》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聖米榭爾的蛋捲+諾曼地羊排 晚餐：布列塔尼風味餐 

（薄煎餅 vs.蘋果酒） 

住宿：HOTEL OCEANIA、GRAND HOTEL DES THERMES 或同級 

第 八 天 聖馬洛－88KM－富爾熱 FOUGERE’S－50KM－RENNES 
         富熱爾分為 Ville haute 和 Ville base, ★城堡位於後者，該防禦工事之宏大不輸盧瓦爾河沿岸各 

城堡，見證了布列塔尼與法蘭西王國的鬥爭史，非常值得一看。在“聖馬羅”東南方約 80 公里的富 

熱爾 ( Fougeres )是個千年以上的軍事重鎮．遙想中世紀時此地帶小公國林立，攻城掠地各自畫地 

為王．這堅固厚實的城牆還真須要呢！西元 1166 年，此城被英王攻下並摧毀，收復後，重建修復城 

堡，它再承擔起保護居民的重任，前後又達數百年．如今，這些沿著小丘而建，一部份冷硬的石牆城 

堡被劃成公園．除了身附歷史見證的嚴肅腳色，更成了吸引觀光客的利器．法國城堡多且美，開放給 

人們參觀的大多保養得宜．以至讓我常忘了它以前的血腥歷史，盡欣賞著建築之美與壯．19 世紀， 

此城工業發展迅速得當，累積不少財富，它曾經是法國的製鞋中心，可惜後來被許多更便宜的地方取 

代． 

【貼心門票安排】：富爾熱 FOUGERE＇S 堡。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法式風味餐(價值 20 歐元)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MERCURE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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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天 RENNES－128KM－翁傑堡－128KM－杜爾 
首先我們來到★翁傑堡擁有 17 座灰色米色相間的巨型石塔，獨樹一格的建築輪廓，深深抓住路人的 

    目光。在 12、13 世紀的戰國時代，翁傑城原屬於安茹伯爵家族所有，之後卡佩家族(Capet)的菲力 

浦二世(Philippe II)奪得安茹領土，翁傑城回歸法國王室，菲力浦的孫子路易九世(Louis IX)將翁 

傑堡翻修，這 17 座 30 公尺高的壯觀圓塔，就是在這時候完成的。城堡內，牆壁上則著掛一幅幅美麗 

而古老的巨幅織錦畫。在中世紀，只有王室或是富有人家才有能力委託製作織錦畫，因此收藏織錦畫 

則成為當時奢華的一種象徵，而這些織錦畫除了用來裝飾城堡或教堂外，還有美觀以及保暖的功能喔！ 

其中最有名的織錦畫則是「啟示錄」(Apocalypse)，以新約全書最後一章「聖約翰啟示錄」為主題， 

說明有關罪和災難的啟示和世界末日的來臨，總計 90 面，在中世紀，只有在重要儀式上才會展示，但 

因法國大革命的浩劫，致使部份畫布遺失，現存的織錦圖只剩 76 面。此外，在翁傑堡裡還收藏了描述 

    耶穌受難故事的「千之花織錦畫」(Millefleurs)，背景優美，也是值得一看。 

【貼心門票安排】：翁傑堡。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法式風味餐(價值 20 歐元)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MERCURE TOURS CENTRE 或 ALLIANCE TOURS CENTRE 或 NOVOTEL AMBOISE 或同級 

第 十 天 杜爾－27KM－達文西城堡、翁布瓦茲堡－27KM－羅亞爾河區域 
         首先我們來到★達文西城堡，這裡是西元 1516 年，法國國王以至高的禮遇邀請達文西來到法國， 

     並任命他為首席畫家、建築師、工程師時，賞賜給達文西居住的城堡，在這裡您將有機會參與達 

     文西生命最後幾年的蹤跡，以及他傑作的展示。而僅僅 400 公尺外的，就是國王居住的◎翁布瓦 

     茲堡了，據說兩座城堡之間還有地道相通呢。聖馬洛 St.Malo，這一區可是不屬於諾曼帝地區的唷！ 

          充滿地中海西班牙風味的聖馬洛港就呈現在你的眼前，聖馬洛的舊市區以細帶狀的陸地與本地連 

          結，昔日則是呈現龜甲形狀的岩島，四週被花崗岩堅固的城牆所環繞，和陸地連結的地方是格外 

          堅固的城塞，與本土之間有許多由人造港、漁船和遊艇形成特殊的景緻。 

【貼心門票安排】：達文西城堡。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法式風味餐(價值 20 歐元) 晚餐：法式風味餐(價值 20 歐元) 

住宿：MERCURE TOURS CENTRE 或 ALLIANCE TOURS CENTRE 或 NOVOTEL AMBOISE 或同級 

第十一天  羅亞爾河區域－54KM－香濃頌堡－31KM－杜爾+++ TGV +++波爾多 
       今日專車前往佇立於雪河上－★香濃頌古堡，則

為最富羅曼蒂克情調之古堡，請入內參觀，為何

它叫做「豔麗的六位貴富人之城」， 此地歷代城

主皆是女性，因此有一股女性纖柔細緻之美，位

於雪河中的倒影加上黛安娜與凱薩琳兩座花園，

更顯現此堡美景，搭乘★TGV 火車前往波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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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

專車返回飯店休息。 

【貼心門票安排】：香濃梭堡【世界遺產】（附上中文語音導覽）、TGV 子彈列車二等艙。 

PS.火車參考班次：TGV8410 07：28－10：12、TGV5264 09：23－11：57 

                 TGV5277 11：23－13：58、TGV8430 11：28－14：12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搭乘火車、敬請自理 晚餐－米其林推薦餐(價值30歐元)

住宿：MERCURE HOTE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波爾多【世界葡萄酒之都、世界遺產】－47KM－聖埃米利翁－171KM－莎拉 

小鎮 
          專車前往 聖埃米利翁 (Saint Emilion)保留著鵝卵石鋪就的小巷，中世紀典型的陡坡，還有完全 

          手工雕刻的石灰岩峭壁，狹窄的街道上佈滿了迷人的羅馬教堂，還有歐洲最大的地下教堂等，連空 

氣中瀰漫著藝術氣息，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巨石教堂 主要修建於 11 世紀，是從石灰石山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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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鑿出來的，世界上獨一無二，鈣質岩石下挖掘的地下通道占地達 70 多公頃。它是鎮上的頭號地標，

從城鎮各處均可一眼望見其高聳的塔樓。登上鐘塔可以俯瞰聖埃米利翁的全景。科德利埃迴廊位於

城鎮東側，隸屬於一座廢棄的修道院。還以歷史悠久而發達的葡萄種植和釀酒業著稱，它是法國波

爾多右岸最著名的村莊，種植了大量的墨爾樂葡萄和品麗珠葡萄，其中較為著名的有科德利埃、一

級名莊奧索訥酒莊和白馬酒莊。隨後前往舉世知名的波爾多葡萄酒首府，波爾多市區 18 世紀的古典

建築群呈現最和諧的佈局。建築群中不乏保持完善的壯麗建築，大部分都已列入聯合國的世界遺產

名錄。節慶的氣氛、高品質的生活環境、頂級葡萄酒、美食、文化與精品購物等等，所有觀光的元

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波爾多是古羅馬商港，位於法國西南部之吉倫特區，著名的梅花廣場號稱

是歐洲最大的廣場，此地可以說是世界最大以及高級的葡萄酒產地，共有一百七十五個優等的葡萄

酒莊，座落在加隆河的兩岸。隨即展開市區觀光。 

【行程特別推薦】：波爾多於 2007 年被列為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法式風味餐(價值 20 歐元) 晚餐：法式鵝肝風味餐(價值 25 歐元)

住宿：RELAIS DE LA MOUSSIDIERE、BEST WESTERN LE RENOIR、IBIS SARLAT或同級 

第十三天  莎拉小鎮（SARLAT LA-CANEDA）－64KM－卡奧爾－115KM－土魯斯 Toulouse 
卡奧爾在二千年前已經由

羅馬人開始種植葡萄，種

植馬爾貝克歷史悠久，在

十二世紀開始聲名鵲起，

至十四世紀時成為歐洲極

受歡迎的紅酒，可惜之後

因為戰爭關係，銷情無以

為繼，一落千丈。到了 1860

年代，遇上蚜蟲來襲，大

肆破壞卡奧爾區內葡萄

園，卡奧爾用了十多年才

慢慢恢復過來。到了近

代，因為同國產區的競爭

如南法，卡奧爾紅酒在國

際市場備受忽視，但經過

當地葡萄農和釀酒師的努

力，其質素絕對不比別區

遜色，且售價相宜，堪稱

是被隱藏的高性價比紅

酒。直至阿根廷在過去多年大力培育和推廣馬爾貝克，此品種才開始重新受到注目。事實上，阿根

廷紅酒能有今日的地位，除了是當地釀酒師和種植師的功勞外，也要歸功於卡奧爾，因為阿根廷的

馬爾貝克就是在 1852 年從卡奧爾取得切枝（Cutting）的。阿根廷也不忘本，經常跟卡奧爾合作推

廣馬爾貝克紅酒。 

卡奧爾紅酒顏色很深，被人們稱為「黑酒」（Black wine）。地理上位處法國西南部，天氣和暖， 

陽光充沛，整個冠名產區專注以馬爾貝克做紅酒。卡奧爾跟波爾多類似，這裏接近大西洋，擁地中 

海氣候地帶。馬爾貝克葡萄果實細小，顏色深邃，法國的版本比阿根廷的多了一份男性味，酒體豐 

厚，肉香明顯，黑果味道突出，丹寧量高。卡奧爾產區紅酒法例規定，勾兌中必須含有最少七成馬 

爾貝克葡萄，其餘葡萄品種為梅洛和 Tannat，區內酒莊最優秀的紅酒甚至會用上百分百馬爾貝克。 

隨後前往多敦涅河谷的神祕、文藝復興古都-莎拉小鎮、此時正想像著，走進旅遊書中畫面的那一刻，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以最佳的狀態來迎接令人期待的小鎮之旅。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林二星餐廳(主廚推薦) 

(價值 100 歐元)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Hôtel Mercure、NOVOTEL、CROWN PLAZ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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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天  土魯斯 Toulouse－180KM－安道爾－106KM－卡爾卡頌 

【特別安排入住卡爾卡頌城內飯店，讓您方便欣賞環城夜景】 
今日前往安道爾親王國，袖珍國家之一，國土面積 468 平方公里。是西南歐的內陸親王國，位於庇 

里牛斯山脈東南部，毗鄰法國和卡達隆尼亞。首都老安道爾。官方語言為卡達隆尼亞語，通用語言 

為西班牙語和法語。國內居民多信奉天主教。 安道爾高山峽谷遍布全境，全國平均海拔 1100 多米， 

是歐洲地勢最高的國家。隨後前往土魯斯是一座擁有非凡遺產的城市，為您預留了許多驚喜。菘藍 

（一種在 16 世紀種植的植物，可以作為藍色染料）黃金時期建造的一批私人宅第，以磚石作為裝飾 

的宗教建築，收藏豐富的博物館（坐落在傑出的古蹟以及如今改作他用的工業景點內）：每個地方 

都令您稱奇不已！ 沿著街道和古跡，這座粉紅之城(ville rose)為您展示它的歷史以及全部魅力。 

夜晚，構思巧妙的照明為建築物的正立面、加龍河(Garonne)以及城市的古蹟賦予新的面貌。接著來 

到保留著 700 年前風貌的中世紀小城及歐洲維護最完整的古城－◎卡爾卡頌，此地明顯感受到一股 

與巴黎的喧囂繁華迥異的小鎮氣息，以保有歐洲最大的城堡而馳名，擁有雙層城牆的城堡，固若金 

湯予人一種無法翻越的感覺，漫遊於古城牆間、蜿蜒的古街道及街邊引人注意的商店或可愛有趣的 

小博物館，來自世界各地觀光客為城內帶來熱鬧氣氛。 

PS.晚餐因卡爾卡頌地區聞名的卡書雷特（白豆燜肉）料理，是為當地的特色料理。但因為料理的 

   方 式 通 常 旅 客 較 不 喜 愛 ， 所 以 我 們 不 安 排 為 主 食 ； 但 會 讓 貴 賓 淺 嚐 一 下 ！

 
【行程特別推薦】：卡爾卡頌卡爾卡頌，宛如一顆明珠，尤其是夜晚光采閃耀動人。讓您感受似古

畫中之童話城堡。此城也於西元 1997 年，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列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法式風味餐(價值 20 歐元) 晚餐：卡書雷特(白豆燜肉)特色料理

(價值 20 歐元) 

住宿：DE LA CITE HOTEL(米其林推薦飯店：東方列車指定下榻飯店)、LE DONJON(酒店坐落於城

牆環繞的城市內，是一棟古色古香的歷史建築，但裡面充滿著現代設施完善。酒店由幾棟建築組

成)、LA BARBACANE HOTEL、DES TROIS COURONNES或同級【本公司貼心安排住宿於卡爾卡頌城內

的飯店 or 隆格多克-魯西雍區 Languedoc-Rouss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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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天 卡爾卡頌【隆格多克-魯西雍區】－228KM－嘉德水道橋－63KM－亞爾－28KM

－亞維農 

今日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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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接續前往亞爾展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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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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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車參觀】：嘉德水道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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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林一星餐廳(主廚推薦) 

    (價值 32 歐元) 

晚餐：前菜+橄欖鴨腿餐+甜點 

(價值 17 歐元) 

住宿：MERCURE CITE DES PAPES、MERCURE PONT D＇AVIGNON、AVIGNON GRAND HOTEL、GOLF GRAND 

AVIGNON HOTEL、AVIGNON GRAND HOTEL、AUBERGE DE CASSAGNES 、JULES CESAR、IMPERATOR NIMES(鬥

牛士飯店)或同級【本公司貼心安排住宿於亞維農城內的飯店－若遇亞維農藝術節或其他重要節慶

則本公司會安排以同等級之飯店為主或以城外四星飯店為主】 

～世界遺產 紫色薰衣草路線～ 

第十六天 亞維農－31KM－沃克呂姿碧泉村【水車村 Vaucluse】－17KM－塞農克修道院 

－5KM－勾禾德～呂貝宏山區【美好的一年電影拍攝地】－37KM－【薰衣草山 

城～蘇城 Sault】－37KM－普羅旺斯區（第 16.17 天因為多為山區地型，故到 

時會請領隊視實際狀況有權決定是否前往或做前後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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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lt 在拉丁文是「森林之鄉」(Country of forests) 之意。翻過白色石灰岩的馮杜山 (Mont  

     Ventoux)，薰衣草山城—蘇城 (Sault) 坐落在 776 公尺的岩石山脊上，與茂密的森林高原接壤。 

     Sault 以其薰衣草栽植聞名於世，是獨具魅力的綠色療養度假勝地，其美麗與優質的環境更被 

     UNESCO 列為保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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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維農以教皇之城聞名，來到這裡，為的除了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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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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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悠閒的渡過一個浪漫的美好時光。來到◎沃克呂姿碧泉村，初到此地的人，很少不

被這裡氤氳的一股涼氣和眼前翡翠般碧綠的河流所感動。穿過整個村子的大片河水，清澈如精緻透

明的水族箱，綠色水草隨著水紋悠然款擺，間或有水鳥漂浮在水面上覓食－河邊樹下露天座面對的

這幅景色實在讓人很難抗拒，能 在這兒喝杯咖啡，寫兩句詩，將是人生多大享受啊！由於沃克呂姿

山區的雨水滲入被侵蝕得到處坑坑洞洞的石灰岩間，慢慢匯聚成地下河流…，終於在碧泉村湧出地

面，變成索爾克河（LA SORGUE）源頭。村內除了那些美得讓人捨不得起身的露天咖啡座之外，還有

幾處景點也是不錯的造訪地，例如古磨坊造紙廠：這座從 16 世紀即開始利用水力推動磨坊造紙的工

廠，雖已在 1960 年代因不敵現代工業而關閉，現在仍有一家紙品店可以參觀古法造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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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農克修道院建於 1148 年，由一個院長及 12 位修士胼

手胝足創建的，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同期的其他教堂比較，呈現出簡約主義的空靈之美，樸素而

不失莊嚴塞農克修道院除了樸素莊嚴之外，令人津津樂道的四週開闊的薰衣草花田，因此也讓它擠

身為，法國最美的修道院之一，平日遊客已絡繹不絕，每逢花季，更是最美的行程之首。粉紫色的

花海將修道院圈在中央與白色修道院交織成一幅”普羅旺斯”最經典的畫面。薰衣草也是修道院的

經濟作物，修道院內的紀念品店裡有專門陳列販賣薰衣草的各類產品，琳瑯滿目，光是散發出來的

獨特芳香，就讓人渾身舒暢。【薰衣草的多寡則必須試氣候的因素，敬請見諒！】。結束後專車返回

飯店休息。 

【私房景點】：薰衣草山城～蘇城 Sault。 
【下車參觀】：沃克呂姿碧泉村、鐘樓廣場、教皇宮、聖母院、聖貝內澤橋。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林推薦餐(價值 25 歐元) 晚餐：普羅旺斯風味餐 

(價值 25 歐元) 

住宿：MERCURE CITE DES PAPES、MERCURE PONT D＇AVIGNON、AVIGNON GRAND HOTEL、GOLF GRAND 

AVIGNON HOTEL、AVIGNON GRAND HOTEL、AUBERGE DE CASSAGNES 、JULES CESAR、IMPERATOR 

NIMES(鬥牛士飯店)或同級【本公司貼心安排住宿於亞維農的飯店－若遇亞維農藝術節或其他

重要節慶則本公司會安排以同等級之飯店為主】 

第十七天 普羅旺斯區－91KM－瓦倫索【Plateau de Valensole 薰衣草之路】－149KM

－艾克斯普羅旺斯－32KM－馬賽                                          
來到◎瓦倫索【Plateau de Valensole】：全世界超過 80%的薰衣草都產自 Valensole 高原，而這 

個小鎮也是 Valensole 高原薰衣草的主要集散地，所以相關產品也比其他地方便宜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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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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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nhotels.com/adv-hotel?hotel=RRMXUAEHMWCRTVAQYGKQ
http://www.sletoh.com/hotel/Jules-Cesar-32304.html
http://nimes.concorde-hotels.com/en/photos/photos01.aspx
http://nimes.concorde-hotels.com/en/photos/photos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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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專車來到普羅旺斯首府－◎艾克斯普羅旺斯，此處代表著優雅細膩的貴族品味， 

12 世紀以來成為普羅旺斯文化、經濟、知識中心，另外此地也是天才畫家保羅塞尚的出生地，因此 

在這座古城內，不但有都會的風情，也有藝術的氣息。 

【私房景點】：瓦倫索【Plateau de Valensole】。 

【行程特別推薦－印象派大師塞尚的故鄉－艾克斯普羅旺斯】 

艾克斯普羅旺斯（Aix-en-Provence）是一個以噴泉聞名的地方，每轉個彎就可以看到不同造型的

噴泉，有些造型還蠻可愛的。也是印象派畫家塞尚（Paul Cézanne）的故鄉，沿路上都可以看到

有他名字的銅板，隨著領隊的步伐在街道中穿梭，把塞尚（Paul Cézanne）住過的地方、常佇留

的咖啡館 Les DeuxGarcons 徹徹底底的走一遍，如同把他的人生再走一遭。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普羅旺斯風味餐 

(價值 25 歐元) 

晚餐：普羅旺斯風味餐 

(價值 25 歐元) 

住宿：馬賽再升級"五星飯店”SOFITEL、INTERCONTINENTAL HOTEL DIEU 或同級（如遇飯

店客滿，則改於其他城市升等住宿五星飯店一晚）  

 

 

 

第十八天 馬賽－192KM－安堤布－16KM－聖保羅 ST.PAUL－18KM－尼斯 NICE              

安提布(Antibes)在西元前 400 年，腓尼基人(Phoenician;現今的敘利亞 Syria 沿海的古國) 發現 

這個在地中海沿海的小小漁村，古希臘人稱她 Antipolis，在此通商貿易， 使她成為古希臘的貿易 

港，也是全歐洲最老的海港之一。後來在羅馬人統治期間，她經歷了貿易甚至軍事的繁榮直到被野 

蠻海盜佔據變成沒有法治的小漁港為止。★畢卡索在 1920 年代初抵此地時就被這裡美麗而湛藍的海 

岸線驚艷，於是畫下了《安提布夜釣》（pêche de nuit à Antibes），1946 年他再度回到此地，原本 

他是要住在附近的朱翁灣（Golfe Juan），但城堡的管理者，也就是藝術館的負責人為當時已經赫赫 

有名的畢卡索準備好了一間工作室，於是他就在此定居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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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尼斯，此 

漫遊南北法 法國深度全覽 21 天之旅- 12 - 

http://www.sofitel.com/zh/hotel-0542-sofitel-marseille-vieux-port/index.shtml
http://marseille.intercontinental.com/en/


漫遊南北法 法國深度全覽 21 天之旅- 13 - 

地素有〔蔚藍海岸〕之稱，是非常著名的避暑及避寒勝地，氣候溫暖宜人遊客終年絡繹不絕。延著 

尼斯海灘旁是一條◎「英國人散步大道」，這是 1820 年尼斯的英國僑民募款所建的步行道，尼斯人 

喜歡在這裡散步、聊天、騎車、遛狗、戲水、聽著石擊浪濤，說多愜意就有多愜意。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法式地方料理 晚餐：法式地方料理 

住宿：NH NICE、RASISSON BLU、BOSCOLO PARK、BOSCOLO PLAZA或同級 

第十九天 尼斯 NICE－18KM－蒙地卡羅－181KM－熱那亞－148KM－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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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內亞也是航海家哥倫布的故鄉。哥倫布雖然是意大利人，但是他卻不 

被意大利人重用，只有西班牙的國王賞識他，贊助他的航海計畫，最終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哥倫布 

死後被西班牙國王非常禮遇的葬在西班牙的大教堂裡，棺塚被四個西班牙的國王高高抬在上面，不 

清楚的人還都真以為哥倫布是西班牙人。接著我們參觀◎舊港口、◎聖羅倫佐教堂，結束後專車前 

往米蘭。 

【下車參觀】：摩納哥教堂、大賭場、摩納哥皇宮、舊港口、聖羅倫佐教堂。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價值 15 歐元) 

晚餐：法式地方料理 (價值25歐元)

    （米其林推薦餐廳） 

住宿：HUB HOTEL、BEST WESTERN HOTEL LE FAVAGLIE 、AC HOTEL或同級 

第二十天 米蘭／香港／台北 
 今日整裝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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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套餐 午餐：前往機場退稅，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二十一天 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結束歐洲法國深度 21 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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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olidaycityeurope.com/sofitel-nice-centre/map.html
http://www.radissonblu.com/hotel-nice
http://www.hotel-rates.com/france/nice/boscolo-park-hotel.html
http://boscolohotelplaza.nicehotels.it/overview.html
http://www.thehubhotel.com/en
http://hotellefavaglie.hotelsinmilan.it/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milmi-ac-hotel-mila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