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一年～【蔚藍海岸、普羅旺斯、山居歲月、米其林饗宴】

法國

八天之旅（CX）

蔚藍海岸 普羅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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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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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必吃的米其林：
一次米其林推薦餐廳+一次米其林一星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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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林一星的星級評比：＊一顆星(Very good Cooking)的餐廳：表示「值得停車一嘗的好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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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泉之城～艾克斯.普羅旺斯】
：艾克斯是普羅旺斯的前首府。這座擁有林蔭大道、噴泉、華宅的中世紀古城，
是普羅旺斯最具“都會”風情的地區，也是天才畫家塞尚的故鄉中。艾克斯的原意是由拉丁文“水”演變而來，也有
人說是“普羅旺斯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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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泉村～沃克呂姿碧泉村】
：以一條碧綠的河流著名。該小河中的水完全是由地底所湧出來的。不知道水裡有
那些礦物質，使得水裡長滿了翠綠色的水生植物，結果整條河流綠的不像話，令人震憾不已。不
是自已親身看到，很難想像天底下竟然還會有這種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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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斯～香水城】 Grasse 是香水和花出名的城市，整個城市就在山腰上，感覺很像我們的九份 但是陽光普
照，房屋磚瓦也都是普羅旺斯風，所以感覺上比九份柔和很多，其實這個城市是很有名的～因為”香水”這部電影
喔！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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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1/17（會巧遇巴黎冬季折扣季）、01/24（會巧遇巴黎冬季折扣季）
2016 年 02/21（會巧遇尼斯嘉年華）、02/23（會巧遇尼斯嘉年華）
城 市
台北／香港
香港／米蘭
巴黎／香港
香港／台北

去程
回程

★表入內參觀
第 一 天

參 考 班 機
國泰航空 CX-451
國泰航空 CX-233
國泰航空 CX-278
國泰航空 CX-400

◎下車照相

時
間
1945-2130 （飛行 1 小時 40 分)
0025-0715+1（飛行 13 小時 30 分）
2020-1455+1（飛行 11 小時 20 分）
1635-1825 （飛行 1 小時 30 分）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台北／香港／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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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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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蔚藍海岸的幽美淨土與００７場景中豪華賭場～

第 二 天

米蘭－290KM－蒙地卡羅 MONTE CARLO【摩納哥】－尼斯 NICE【法國】

班機抵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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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專車返回尼斯，此地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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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車參觀】
：摩 納 哥 教 堂 、大賭場、摩 納 哥 皇 宮 。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尼斯沙拉風味料理
住宿：MERCURE CENTRE NORTE DAME HOTEL、PARK IN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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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天

尼斯 NICE－18KM－聖保羅 ST.PAUL－23KM－葛拉斯【香水城】－163KM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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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普羅旺斯－32KM－（馬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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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來到香水之城－◎葛拉斯。Grasse 是香水和花出名的城市，整個城市
就在山腰上，感覺很像我們的九份，但是陽光普照，房屋磚瓦也都是普羅旺斯風，所以感覺上比
九份柔和很多。其實這個城市是有名的喔，大家都知道”香水”徐四金的書和電影吧，他就是以
這個城市為背景而寫的。但名聲大噪的不是因為這個，在當地所產的香水是全法香水交易額的三
分之二，或許現在又更高了呢！結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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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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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六菜一湯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THE ROYAL MIRABEAU、AQUABELLA、NEW HOTEL、MERCURE MARSEILLE CENTRE HOTEL 或同級

～造訪普羅旺斯的中古風情與詩意山村～

第 四 天

馬賽－91KM－勾禾德～呂貝宏山區【美好的一年電影拍攝地】－61KM－嘉
德水道橋－31KM－亞維農
【世界遺產 全台首創最用心 亞維農或南法小鎮特別安排住宿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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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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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寧靜的氣息。隨後專車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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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專車返回飯店休息。
【下車參觀】
：嘉德水道橋。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普羅旺斯風味餐
（米其林推薦餐廳）
住宿：MERCURE SUD HOTEL、NOVOTEL NORD HOTEL 或同級

晚餐：普羅旺斯風味餐

～在繁花與碧海藍天間體驗山居歲月～

第 五 天

亞維農－35KM－亞爾【我在亞爾與梵谷相遇】－35KM－亞維農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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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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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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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車參觀】
：鐘樓廣場、教皇宮、聖母院、聖貝內澤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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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普羅旺斯風味餐
(價值 32 歐元)
住宿：MERCURE SUD HOTEL、NOVOTEL NORD HOTEL 或同級

～體驗法國高科技結晶～

第 六 天

亞維農++TGV 二等艙火車++巴黎

今日專車前往火車站，抵達後搭乘 TGV 火車前往花都巴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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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花都巴黎之後，接著展開自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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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巴黎，展開自由活動（不含巴黎的餐、門票和交通工具）
。午後您可各自找尋滿足，跟著團體旅
行，也可以這麼的，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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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建議：

～西堤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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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看：原點紀念物（Point Zero）
。
《地鐵站：Saint-Michel Notre-Dame》
【聖路易島】：這裡屬於高級住宅區，島沿著島上主要道路 Rue St-Louis en l’lle 往前走，可以
見到許多有特色的小店，島上最有名的就是 Berthillon 冰淇淋店【號稱巴黎最好吃的冰淇淋】！
塞納河畔有許多舊書攤，販賣許多舊書、雜誌、明信片及畫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挖寶唷。
必嚐：Berthillon 冰淇淋店～【號稱巴黎最好吃的冰淇淋】

《地鐵站：Pont Marie》

【晃晃塞納河畔的舊書報攤】
：這條書攤綿延很長約兩公里長，左岸和右岸都有，如果要拍照以聖
母院或是羅浮宮都是很好的取景點，而且，愈靠近觀光客聚集的區域書攤，愈多紀念性的東西，
相反的，你不想要買紀念性商品的話，就盡量往觀光客少的地方，或許還能挖到寶喔～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敬請自理
住宿：OCEANIA HOTEL、MERCURE PORTE DE ST.CLOUD、HOLIDAY INN HOTEL、RADISSON BLU BOULOGN、
HOLIDDAY INN LA VILLETTE或同級

～徜徉如夢似幻的花都巴黎～

第 七 天

巴黎【利用晚班機之優勢，您有多出來的半天自由活動喔！】／香港

今日您還可利用多出來的半天自由活動，又或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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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小丘石階來到蒙馬特山丘，這裡是巴黎是最高的地方，山丘高達 137
公尺，參觀羅馬拜占庭式的聖心堂，她可是紀念當年普法戰爭且守護巴黎市的重要教堂。蒙馬特
山丘上的小公園，竟然有著吸引一對對癡情愛侶慕名而來的愛之牆，愛牆的意念始於弗雷德里克
，法國一位以寫情歌見長的音樂家。1992 年弗雷德里克開始收集及記錄 1000 多條以 300 多種語
言寫成的《我愛你》
，並於 2001 年的情人節建立蒙馬特愛牆。弗雷德里克早期的歌曲都是在居住
在蒙馬特時寫的，因此他選擇以此作為愛牆的歸宿。行程已近尾聲，返家的喜悅不掩淡淡的離愁
，在班機起飛聲中，重遊的願望愈來愈清晰，窗外的景物卻逐漸模糊。再次祝您一夜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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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歐洲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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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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