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ADEUS-南法普羅旺斯與勃根地之旅10天 

 

出國日期：2018年7月25日   回國日期：2018年8月03日 

搭乘河輪是遊覽歐洲大陸最舒適的旅遊方式，沒

有舟車勞頓，不需要起早趕晚，每天打包行李，

更沒有大海茫茫漂泊之感，它深入每個大城小鎮，

優遊自在的旅行。 

隨著十九世紀早期萊茵河與多瑙河的開通，在3,000英里長的河道網路上航行即可遊歷

超過12個國家。從阿姆斯特丹到布達佩斯，穿越過海拔1,330英呎的分水嶺；或是在布

拉格開始旅程，行經紐倫堡，河輪輕快的航行在萊茵河上，最後以浪漫的花都巴黎畫下

完美句點。你也可以遊歷神秘的東歐，穿過鐵門峽Iron Gate的險峻峽谷，沿著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邊界，到保加利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開始另一種華麗驚奇的探險！ 

AMADEUS 所有系列船隻都提供給您以下的服務內容： 

1. 所有的船隻都有提供法式落地窗房型，讓您的視野更寬廣。 

2. 岸上觀光行程中提供專業耳機，讓您不錯過導遊精彩的講解。 

3. AMADEUS 每個航程都由經驗豐富的河輪經理帶您領略美麗的風景。 

4. 所有餐食都已經包含在船費裡面，包含自助式早餐、午餐、晚餐、宵夜。 

5. 景觀(主)餐廳可以容納所有旅客同一時間段一起用餐。 

6. 每天午、晚餐免費提供來自歐洲知名的葡萄酒產區的葡萄酒，還有啤酒、軟性飲料、咖啡與茶。 

7. 船上 24 小時無限供應茶與咖啡。 

8. 請您享受歡迎雞尾酒、船長晚宴、惜別晚宴 

9. 艙房內提供瓶裝水。 

10. 船艙與艙房內可以連結網路 WIFI。 

11. 船上提供各種精彩活動，包含講座、當地特色美食展示、音樂演出以及每晚酒吧的音樂演奏。 



12. 船上提供腳踏車租用，讓您上岸可以輕鬆探索當地風光。 

13. 除了甲板上所規劃的吸菸區域外，全船均為無菸環境。 

AMADEUS Provence 船隻簡介 

首       航 2017 年 船       籍 德     國 

長       度 361 英呎 載   客  數 140  名 

寬       度 36.5 英呎 套  房(法式落地窗) 8 間(約 8.1 坪) 

甲 板 樓 層 3 層 陽台艙(法式落地窗)  46 間(約 5.4 坪) 

船 員 人 數 40 名 景觀艙(方窗) 16 間(約 4.6 坪) 

 

 



船艙平面圖 

 

航行地圖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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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起訖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7/25 土耳其航空 TK025 台北/伊斯坦堡 21:50 05:10+1 12 小時 20 分 

7/26 土耳其航空 TK1807 伊斯坦堡/里昂 08:25 10:55+1 3 小時 30 分 

8/2 土耳其航空 TK1810 里昂/伊斯坦堡 18:20 22:30 3 小時 10 分 

8/3 土耳其航空 TK024 伊斯坦堡/台北 01:45 18:00 11 小時 15 分 

每日行程 

第一天 7/25 (三) 台北伊斯坦堡      TK025  TPE/IST 2150/0510+1 (12:20)                                                                                                                                                                                                                                                                                                                                                                                                                                                                                                                                                                                                                                                                                                                                                                                                                                                                                                                                                                                                                                                                                                                                                                                                                                                                                                                                                                                                                                                                                                                                                                                                                                                                                                                                                                                                                                                                                                                                                                                                                                                                                                                                                                                                                                                                                                                                                                                                                                                                                                                                                                                                                                                                                                                                                                                                                                                                                                                                                                                                                                                                                                                                                                                                                                                                                                                                                                                                                                                                                                                                                                                                                                                                                                                                                                                                                                                                                                                                                                    

今晚於前往桃園機場，抵達後辦理登機手續，前往法國美食之都~里昂。 

第二天 7/26 (四) 
伊斯坦堡里昂      TK1807  IST/LYS  0825/1055 (3:30) 

里昂 Lyon            —  登船                                                                                                                                                                                                                                                                                                                                                                                                                                                                                                                                                                                                                                                                                                                                                                                                                                                                                                                                                                                                                                                                                                                                                                                                                                                                                                                                                                                                                                                                                                                                                                                                                                                                                                                                                                                                                                                                                                                                                                                                                                                                                                                                                                                                                                                                                                                                                                                                                                                                                                                                                                                                                                                                                                                                                                                                                                                                                                                                                                                                                                                                                                                                                                                                                                                                                                                                                                                                                                                                                                                                                                                                                                                                                                                                                                                                                                                                                                                                                            

班機於上午抵達里昂機場，入境後，隨即專車前往里昂老城區，今日中午我們就在著名的里昂小酒館

(Le Bouchon Lyonnais)用餐。午後前往碼頭登船，辦理入住手續後，展開迷人的普羅旺斯&隆河之

旅。今晚將有歡迎雞尾酒會與晚宴。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里昂小酒館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Provence  

 

第三天 7/27 (五)  馬孔 Mâcon 

今早，河輪將抵達馬孔(Mâcon)，位於勃根地南方的馬孔是世界上生產最昂貴的葡萄酒酒區之一。上

午，我們將探索這個致力於葡萄酒生產並富有歷史性的城市，並且參觀其葡萄酒博物館。午後，您可

以選擇自費參加位於附近的克呂尼修道院(Cluny Abbey)，這是在西元 910 年時，由阿基坦威廉公爵

所建立的天主教修道院，包含了三座修道院教堂。在全盛時期，修道院的僧侶數量高達上千人。 

自費活動：馬孔與葡萄酒博物館、克呂尼修道院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Provence  

 

第四天 7/28 (六) 索恩河畔沙隆 Chalon sur Saône –圖爾尼 Tournus                                                                                                                                                                                                                                                                                                                                                                                                                                                                                                                                                                                                                                                                                                                                                                                                                                                                                                                                                                                                                                                                                                                                                                                                                                                                                                                                                                                                                                                                                                                                                                                                                                                                                                                                                                                                                                                                                                                                                                                                                                                                                                                                                                                                                                                                                                                                                                                                                                                                                                                                                                                                                                                                                                                                                                                                                                                                                                                                                                                                                                                                                                                                                                                                                                                                                                                                                                                                                                                                                                                                                                                                                                                                                                                                                                                                                                                                                                                                                        

延續著探索葡萄酒區，今天我們來到了索恩河畔沙隆小鎮。市中心的廣場上遍布著半木結構式的房屋，

還有許多的藝廊、當地特色商店以及博物館。在小鎮外，有許多知名的葡萄產區，如:玻瑪產區

(Pommard)、普里尼產區(Puliny)。午後，您可以選擇搭乘河輪，沿著索恩河前進，或著是選擇自費

行程探索中世紀 Brancion 古城及 Cormatin 城堡。結束後在圖爾尼(Tournus)登船。 



自費活動：波恩與柏根地品酒之旅、中世紀 Brancion 古城及 Cormatin 城堡之旅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Provence 

 

第五天 7/29 (日) 里昂 Lyon                                                                                                                                                                                                                                                                                                                                                                                                                                                                                                                                                                                                                                                                                                                                                                                                                                                                                                                                                                                                                                                                                                                                                                                                                                                                                                                                                                                                                                                                                                                                                                                                                                                                                                                                                                                                                                                                                                                                                                                                                                                                                                                                                                                                                                                                                                                                                                                                                                                                                                                                                                                                                                                                                                                                                                                                                                                                                                                                                                                                                                                                                                                                                                                                                                                                                                                                                                                                                                                                                                                                                                                                                                                                                                                                                                                                                                                                                                                                     

里昂，位於索恩河與隆河的交會處，也是法國的第三大城。這個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其美食藝術與歷史建築聞名於世，最知名的莫過於位於山丘上的富維耶聖母教

堂(Basilique Notre-Dame de Fourvière)與索恩河岸的富有文藝復興氣息的老里昂(Vieux Lyon)。今

天您將在河輪度過一個愉快又優閒的下午。 

自費活動：里昂市區觀光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Provence  

 

第六天 7/30 (一)  亞維儂 Avignon                                                                                                                                                                                                                                                                                                                                                                                                                                                                                                                                                                                                                                                                                                                                                                                                                                                                                                                                                                                                                                                                                                                                                                                                                                                                                                                                                                                                                                                                                                                                                                                                                                                                                                                                                                                                                                                                                                                                                                                                                                                                                                                                                                                                                                                                                                                                                                                                                                                                                                                                                                                                                                                                                                                                                                                                                                                                                                                                                                                                                                                                                                                                                                                                                                                                                                                                                                                                                                                                                                                                                                                                                                                                                                                                                                                                                                                                                                                                                        

位於普羅旺斯地區的亞維儂，以"教皇城市"聞名於世，因為這裡曾經在 14 世紀作為天主教教皇的所

在地。教皇宮與教皇宮廣場曾經集教堂、主教宮與防禦性宮殿於一身，作為天主教世界最重要的中心。

從 1307 到 1377 年這七十年間，有七位天主教在這裡度過他們的任期。同時，教皇宮也是世界上最

有名的哥德式建築之一。而來到亞維儂，還有一個不容錯過的地方~亞維儂斷橋，在 12 世紀建造的

亞維儂斷橋因為隆河氾濫而導致橋面被沖毀，促成了今天的景致，來到這不妨輕輕地哼上"在亞維儂

橋上"的這首兒歌。午後，您可以自行探索這個城市或是參加嘉德水道橋自費行程，嘉德水道橋自兩

千年前由羅馬人建立後，擔任著運送人類日常所需水源的重責大任，當然其偉大的建築工程也為後人

所津津樂道。今晚，河輪將在亞維儂停留。 

自費活動：亞維儂市區觀光與教皇宮、嘉德水道橋與於澤小鎮之旅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Provence 

 

第七天 7/31 (二)  亞維儂 Avignon—亞爾 Arles                                                                                                                                                                                                                                                                                                                                                                                                                                                                                                                                                                                                                                                                                                                                                                                                                                                                                                                                                                                                                                                                                                                                                                                                                                                                                                                                                                                                                                                                                                                                                                                                                                                                                                                                                                                                                                                                                                                                                                                                                                                                                                                                                                                                                                                                                                                                                                                                                                                                                                                                                                                                                                                                                                                                                                                                                                                                                                                                                                                                                                                                                                                                                                                                                                                                                                                                                                                                                                                                                                                                                                                                                                                                                                                                                                                                                                                                                                                                                           

提到亞爾，就讓人聯想到印象派畫家梵谷，在街區中散步，您可以一探這位畫家的日常，隆河的星空、

星空咖啡館、黃色小屋、療養院等都曾經在他的畫布之下，綻放出迷人的色彩。同時，亞爾也遺留了

許多羅馬人的遺跡，保存良好的競技場、羅馬劇場、舊城門等等，不難想像 UNESCO 也將這裡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的理由。下午，加卡瑪格國家公園之旅，位於亞爾城外的卡瑪格國家公園佔地超過

86,000 公頃，這裡擁有唯一與特殊的植物群與動物群，值得您前往探索。 

自費活動：亞爾市區觀光、卡瑪格國家公園之旅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Provence  

 

第八天 8/01 (三)  隆河谷地 Châteauneuf-du-Rhône— 勒普贊 Le Pouzin                                                                                                                                                                                                                                                                                                                                                                                                                                                                                                                                                                                                                                                                                                                                                                                                                                                                                                                                                                                                                                                                                                                                                                                                                                                                                                                                                                                                                                                                                                                                                                                                                                                                                                                                                                                                                                                                                                                                                                                                                                                                                                                                                                                                                                                                                                                                                                                                                                                                                                                                                                                                                                                                                                                                                                                                                                                                                                                                                                                                                                                                                                                                                                                                                                                                                                                                                                                                                                                                                                                                                                                                                                                                                                                                                                                                                                                                                                       

上午，我們將前往素有歐洲大峽谷之稱的阿代許峽谷(Gorges de l’Ardèche)參觀，這裡充滿了自然

的驚奇，兩岸的石灰岩高度高達 1000 英呎。要進入峽谷前，得先通過知名的天然拱橋(Pont d’Arc)，

這個蜿蜒曲折的峽谷本身就堪稱是一座戶外的自然博物館。午後，您可以在船上享受寧靜的下午，今

晚，船長晚宴別忘了稍稍打扮一下，在葡萄酒與歡樂中度過美好的夜晚。 

自費活動：阿代許峽谷之旅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Provence  

 

第九天 8/02 (四) 
 里昂 Lyon—離船 

里昂伊斯坦堡   TK1828  LYS/IST  1820/2230  (3 :10)                                                                                                                                                                                                                                                                                                                                                                                                                                                                                                                                                                                                                                                                                                                                                                                                                                                                                                                                                                                                                                                                                                                                                                                                                                                                                                                                                                                                                                                                                                                                                                                                                                                                                                                                                                                                                                                                                                                                                                                                                                                                                                                                                                                                                                                                                                                                                                                                                                                                                                                                                                                                                                                                                                                                                                                                                                                                                                                                                                                                                                                                                                                                                                                                                                                                                                                                                                                                                                                                                                                                                                                                                                                                                                                                                                                                                                                                                                                                  

早餐後，與親切的船員們道聲再見，離船後前往火車站，搭乘高速火車 TGV 前往巴黎。午餐後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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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渾名的艾菲爾鐵塔、世界最著名的街道，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街道之一香榭麗舍大道。之後我們貼

心安排遊覽浪漫的花都遊河塞納河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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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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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方便購物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第十天 8/03 (五) 伊斯坦堡台北   TK024  IST/TPE  0145/1800  (11 :15)                                                                                                                                                                                                                                                                                                                                                                                                                                                                                                                                                                                                                                                                                                                                                                                                                                                                                                                                                                                                                                                                                                                                                                                                                                                                                                                                                                                                                                                                                                                                                                                                                                                                                                                                                                                                                                                                                                                                                                                                                                                                                                                                                                                                                                                                                                                                                                                                                                                                                                                                                                                                                                                                                                                                                                                                                                                                                                                                                                                                                                                                                                                                                                                                                                                                                                                                                                                                                                                                                                                                                                                                                                                                                                                                                                                                                                                                                                                                              

班機將於今天晚間抵達台北，結束這愉快的河輪之旅，期待下次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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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活動項目&費用參考一覽表 

自費活動項目 售價 A B C 

馬孔與葡萄酒博物館 66€ √ √ √ 

克呂尼修道院 56€  √ √ 

波恩與柏根地品酒之旅 66€ √ √ √ 

中世紀 Brancion 古城及 Cormatin 城堡之旅 56€   √ 

里昂市區觀光 37€ √ √ √ 

亞維儂市區觀光與教皇宮 37€ √ √ √ 

嘉德水道橋與於澤小鎮之旅 45€   √ 

亞爾市區觀光 27€ √  √ 

卡瑪格國家公園之旅 44€  √ √ 

阿代許峽谷之旅 44€  √ √ 

船上預訂岸上觀光價格  233€ 350€ 478€ 

提早預訂岸上觀光優惠價格  198€ 298€ 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