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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業 旅 揚 旅 行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 4 台 北 市 長 安 東 路 二 段 1 1 8 - 5 號 6 樓  

4 0 8  台  中  市  公  益  路  二  段 6 1 號  1 4 樓  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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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RAVEL… 

1. 安排搭乘阿聯酋航空從台北直飛杜拜轉機到尼斯.尼斯進巴黎出，行程中途安排  

搭乘子彈列車，體驗高科技火車舒適快感。  

2. 法國夢幻經典飯店,享受～飯店就是景點的理想旅程 

  REALAI & CHATEAUX 頂級飯店的代名詞 

3. 蔚藍海岸的花朵與芬方滿意的樂園~蒙地卡羅 MONTE CARLO—摩納哥 Monaco     

4. 建於險峻岩壁上的【鷲巢村】－艾茲。中世紀風貌的村落,被譽為最美麗的聖保羅 

5. 參觀聖保羅藝術村。 

6. 參觀 19 世紀建造的供水所隆夏宮及阿爾勒(ARLES) 世界遺產名錄。   

7. 充滿南法風情的普羅旺斯鄉村艾克斯、亞維農，普羅旺斯著名城鎮，體驗異國文化色彩， 

值得您細細品味。 

8. 勾禾德 GORDES 原意為『高懸的村子』，曾被選為法國最美的村莊之一。 

9. 雪儂克修道院的薰衣草園(LAVANDE)。 

10. 特別安排拜訪嘉德水道橋，一覽二千年前，羅馬帝國時期不朽之建築奇景。 

11. 由里昂至巴黎安排搭乘 TGV 子彈列車，享受法國高科技舒適快感。 

12. 羅浮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之世界文化遺產）。宮內琳瑯滿目的收藏，從繪畫  

  到雕刻，與您一覽歐洲藝術寶藏。 

13. 巴黎地區安排住宿三晚，充分領略花都風光。 

14. 搭乘著名的 BATEAU-MOUCH(蒼蠅船)遊覽塞納河。 

15. 在巴黎頗富盛名的和平咖啡館享受法式咖啡風情 

16. 全程合計收費含司機、導遊、領隊（但不含床頭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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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時刻表 

搭乘阿聯酋航空, 寬敞的客艙設計、個人專用屏幕、屢獲殊榮的佳餚和多達 1,500 個 

娛樂頻道及寬敞空間, 令旅程倍感舒適。 

出發日期 航班編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到達機場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2015/06/20

0 

EK-367 桃 園 23 : 45 杜 拜 04 : 15+1 

 

8 小時 30 分 

2015/06/21 EK-077 杜 拜 09 : 25 尼 斯 14 : 15 6 小時 45 分 

2015/06/30 EK-074 巴 黎 15:35 杜 拜 00:20+1 6 小時 45 分 

2015/07/01 EK -366 杜 拜 04:05 桃 園 16:40 8 小時 35 分 

 

6/20 D01:桃園機場 杜拜     

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阿聯酋航空飛往杜拜轉機到尼斯，今夜宿機上。 

晚餐 / 宵夜:空廚料理  夜宿:機上 

 

貼心的叮嚀  

1. 因長途飛行，有配戴隱形眼鏡的貴賓，請隨身攜帶藥水隨身包。  

2. 建議攜帶簡便盥洗用品、護唇膏、保濕用品及拖鞋等於機上使用所以機上隨身攜帶之

液態容量須低於 100ML 以下 ,並置於 20X20CM 透明夾鏈帶內，以備安檢。  

 

 

http://www.emirates.com/hk/chines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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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D02:杜拜 尼斯 NICE 聖保羅 SAINT PAUL DE VENCE 尼斯     

今抵達蔚藍海岸大城尼斯，空氣中永遠飄浮著陽光、海水和自由自在的

氣味蔚藍海岸清澈的天空、湛藍的海水、終年和煦的暖風，從維多利亞

時代開始，即是歐洲王族的渡假天堂，而吸引畢卡索、馬諦斯、雷諾瓦、

夏卡爾等藝術大師，來此追尋浪漫風情。接著前往四周被城牆及中世紀

建築圍繞的小城－聖保羅，其獨特的氣質吸引了無數的藝術家和文人都

曾在這裡逗留到訪，從 1920 年開始，法國重要的文藝山城；穿梭在迷幻般的小城中，兩旁裝飾著現

代陶瓷及雕刻作品的鵝卵石路上，感受現代藝術與古老街道融合的特殊風格，總是讓您駐足欣賞，久

久不捨離去。之後返回尼斯。 

早餐:空廚料理           午餐:空廚料理           晚餐:飯店內 

宿: Hotel Negresco 

6/22 D03:尼斯 NICE 艾茲 EZE 摩納哥 Monaco 蒙地卡羅 MONTE CARLO   

早餐後，前往參觀▲薩雷亞廣場的花市（MARCHE AUX FLEURS），跟 

著當地人過生活，也有不少地方特產的小販在此聚集。在尼斯古堡遺跡 

下，有一區全是十七、八世紀的建築物，這裡便是尼斯的舊市街(VIEILLE 

VILLE)。小巷道中並可看見保留著洛可可式建築風格的教堂。隨後您可 

隨意在▲「英人散步街」(PROMENADE DES ANGLAIS)，沿著天使灣 

海岸漫步街道兩旁高級旅館、餐廳林立，感受尼斯的活力與熱情。之後 

前往讓人心醉建於險峻岩壁上的▲【鷲巢村】－艾茲小鎮，行走在狹窄 

彎曲的鋪石路上，沿迂迴的石階蜿蜒向上，感受迷人山城小店的獨特景致。繼續沿著濱海峭壁公路 

(MOYEN CORNICHE)，這一路駛入國民所得高居世界之首的摩納哥公國，一路上大峭壁公路的壯麗 

景致盡收眼底；走訪▲皇宮廣場、▲摩納哥大教堂與巴黎歌劇院出於同一設計師的▲大賭場，曾有許 

多王宮貴族都曾在此駐足流連。 

早餐:飯店內           午餐:法式餐           晚餐:飯店內 

宿:Fairmont Monte Carlo   

6/23 D04: 蒙地卡羅 MONTE CARLO 安提布 ANTIBES 坎城 CANNES 

(160KM)馬賽 MARSEILLE 

早餐後，續往高級度假勝地的安提布 ANTIBES，原本是由希臘人興 

建的城鎮；城鎮分為殘留著昔日風情的舊市區安提布 VIEIL ANTIBES 和 

度假區安提布岬 GAPD'ANTIBES。之後繼續前往世界知名的坎城，20 

世紀初歐洲上流社會流行一句話:[天堂就是生在坎城、活在蒙地卡羅、 

死在蒙頓]。之後隨性逍遙的在坎城名店街道上，將自己化身為國際名流 

，點燃自已的採購欲望，閒情踱步在克羅瓦塞特大道的人行徒步區間上， 

加上兩旁的精品店以最細緻的面貌呈現世人，體會時尚流行與風潮，也 

http://nice.regency.hyatt.com/zh-Hant/hotel/abridged/home.html
http://nice.regency.hyatt.com/zh-Hant/hotel/abridged/home.html
http://www.fairmont.com/monte-ca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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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時裝、精品或任何一樣折扣促銷將令您滿足。然後前往法國第一大港 

馬賽。接著參觀法國第一大港的馬賽，其多元的融合文化博得大仲馬『全 

球文化彙聚點』的稱譽，這座城市的心靈寄託地▲守護聖母教堂(外觀)， 

內部的彩色大理石及鑲嵌藝術顯示了新拜占庭式的教堂風格，您可俯瞰 

馬賽市容、彎月般的海灣及湛藍的地中海。接著參觀 19 世紀建造的供 

水所★隆夏宮。 

早餐:飯店內           午餐:蔚藍海岸風味餐         晚餐:馬賽風味餐 

宿: Sofitel Marseille 

6/24 D05:馬賽 MARSEILLE (35KM)艾克斯翁普羅旺斯 AIX-EN-PROVENCE  

 (80KM)阿爾勒 ARLES (20KM)波城 LES BAUX (50KM)勾禾德 gordes   

早餐後，前往具有優雅細膩貴族品味的艾克斯-翁-普羅旺斯，自中世紀 

起此地就是大學城，也是著名的－泉城，城內有著許多噴泉和樹林蓊郁 

的大道，是普羅旺斯地區的知識中心；這裡是印象畫派畫家保羅·塞尚的 

故鄉，隨後漫步城中最美麗的米波拉大道，在此您可以跟著地面上鐫刻 

著塞尚名字的銅牌，發覺跟塞尚有關的地點和建築；或者到街旁塞尚常去的家，名叫「CAFE DES  

DEUX GARCONS」咖啡廳，其淡綠色的棚子在一排餐館咖啡店中特別醒目！接著前往★阿爾 

勒(ARLES)位於隆河下游，相傳城市建築早自希臘、羅馬時代，可謂歷史悠久。1981 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將城內的古羅馬建築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圓形競技場是保存最完整的 

羅馬遺跡之一，攀上最高一排座位可以綜覽絕佳的阿爾勒景致；永垂不朽的畫家文生‧梵谷在 1888 

年至 1890 年期間就在阿爾勒居住，直到被人送進精神病院為止，許多偉大的畫作都在這段時期產生。 

來到阿爾勒，還可找尋梵谷以前的住所「黃屋」的舊址，或他筆下的「斷橋」、「星空下的咖啡屋」等 

場景。隨後前往波城，是以險峻山谷荒涼的景觀，並可由山頂眺望優美 

景致的名勝地。之後前往★勾禾德 GORDES，是依山而建的山城， 

GORDES 原意為『高懸的村子』，曾被選為法國最美的村莊之一，山村 

成梯形下降分佈在城內隨性遊走、體會蜿蜒曲折巷弄的幽靜魅力。接著 

前往★雪儂克修道院(ABBAYE DE SENANQUE)前的薰衣草園 LAVANDE，(此有季節性)更是美得如夢似 

幻紫色的花田如地毯般地鋪在美的薰衣草原野。今日跟著我們來趟樸實、豐富、自然的魯貝隆地方 

之旅，暢銷小說山居歲月就是以此為背景；清爽宜人的氣候，茂密的果園，連綿的丘陵上數個寧靜 

的小村莊。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餐    晚餐:飯店內 

宿: LA BASTIDE DE GORDES 

★南法酒店特色精緻優雅，房間數少且房型皆各有特色，酒店內房型每間都會有不同呈現在旅人面前 

6/25 D06: 勾禾德 GORDES (15KM)沃克呂姿碧泉村 FONTAINE DE VAUCLUSE  

http://www.sofitel.com/gb/hotel-0542-sofitel-marseille-vieux-port/index.shtml
http://www.bastide-de-gord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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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車村) (40KM)亞維儂 AVIGNON  

早餐後，前往★水車村到此地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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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轉往亞維儂，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以聞名全球的藝術節而廣為人知，洋溢 

著新舊兼備的魅力.參觀建於 14 世紀，兼具宮殿、城塞用途的建築－教皇宮，前後有 7 位教皇在此度 

過奢華的生活，其內部富麗堂皇，外面則是幽靜的長廊深邃的大廳和醒目的城牆而隆河上那座顯著的 

斷橋▲聖貝內澤橋(外觀)，又名阿維尼翁橋（Pont d'Avignon），是一座著名的中世紀橋樑，位於法國 

南部城市阿維尼翁。這座橋最初橫跨羅納河，連接阿維尼翁和左岸的阿維尼翁新城（Villeneuve-lè 

s-Avignon）。因法國民謠在亞維儂橋上而遠近馳名。 

早餐:酒店         午餐: 米其林一星餐廳          晚餐:飯店內 

宿: Hotel D'Europe   

6/26 D07:亞維儂 AVIGNON (30KM)嘉德赫水道 PONT DU GARD (40KM) 

CHATEAUNEUF-DU-PAPE酒莊 (220KM)里昂 LYON   

早餐後，前往兩千年前羅馬人留下的遺產★嘉德赫水道橋和有關於它歷 

史的博物館，古代的羅馬人建設城市的第一個步驟是選址，而影響到選 

址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供水問題，所以城市一般都會在水源充足的地方發 

展起來，而水的供應量又決定了城市的人口規模，古羅馬帝國時期修建 

的高空引水渡槽又稱渠橋或水道橋，當時有些軍事城市就造在水源並不 

充足，而戰略險要的地方，羅馬人用輸水道從遠處引水供應軍隊和居 

民，1985 年嘉德水道橋被列入世界遺產，嘉德水道橋 PONT DU GARD 

就是古羅馬的輸水道，是從法國南方尤塞斯鎮到尼姆市 50 公里，跨越 

在嘉德河時，用三層重疊的圓拱架起，最高點高度達到 49M 每層 6,11&47 個大小不同的拱形橋孔 

重疊組成，最大跨度 24.52 M 中，下層是支撐橋體和通行，最上層為封閉水道，十分奇特而壯觀， 

史料介紹，建築該橋全部使用就地取材的石灰岩，最大塊石厚 50 釐米長兩米多重約 6 噸，在這裡我 

們特別安排讓您登上橋的最頂端，眺望嘉德河域美景。接著前往教皇新堡（Chateauneuf du Pape） 

酒莊位於 Avignon 市北部幾英里處，是羅納河谷（Rhone Valley）產區南部最著名且最重要的葡萄 

酒產區。之後前往里昂它是法國第三大城市人口已達 127 萬，繼巴黎之後人口最多的城市。里昂的 

城市中心是▲皇家廣場，一座高大的路易十四的威武騎馬雕像矗立在廣場上。▲市政廳外部以義大利 

風格的雕像和圓頂裝飾，為里昂最人性化的大型建築。里昂是座歷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兩千年前的 

▲羅馬劇場至今仍巍然聳立，可容納上萬人。里昂舊城中則佈滿了中世紀的建築和教堂，▲聖讓教堂 

曾目睹過教皇約翰二十二世加冕的典禮，也曾歡慶過法王亨利四世與王后瑪麗·德·美第奇的盛大婚 

典。1998 年里昂城老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作世界遺產。 

http://www.heurope.com/f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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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酒店         午餐: 酒莊品酒+西式餐        晚餐:飯店內 

宿: VILLA FLORENTINE 

6/27 D08:里昂 LYON +++（子彈列車 am10:04-pm12:12）巴黎 PARIS 塞那河遊船   

早安！飯店享用早餐後，我們特別安排搭乘★TGV 子彈列車前往花都巴 

黎，充分體驗法國現代高科技的舒適快感。更特別安排搭乘著名之★塞納 

河遊船，船行穿越一條條巴黎各具特色的橋樑，而兩岸秀麗風光，伴隨 

非凡氣勢，巴黎花都美景盡收眼底。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餐      晚餐:法國風味餐 

宿: 巴黎法布格索菲特酒店 SOFITEL PARIS LE FAUBOURG 

6/28 D09: 巴黎 PARIS (20KM)凡爾賽宮 蒙巴那斯大廈 花都漫遊  

★★★晚間特別安排《情色與藝術一線之隔  巴黎瘋馬秀》 

藝術之都、時尚殿堂、浪漫花都......眾多的美譽皆不足以形容巴黎多變而又迷 

人的風貌。參觀著名的★凡爾賽宮；此乃太陽王路易十四所建，富麗  

堂皇、極盡奢華，宮後的御花園風光更是美不勝收。續遊覽光芒四射 

的花都盛景：中世紀哥德建築經典、並饒富巴黎傳奇色彩之◎聖母院；宏偉壯 

觀之◎凱旋門暨遊人如織行車十二線的◎香榭儷舍大道；寬闊堂皇的◎協和廣場 

；聞名全球的◎艾菲爾鐵塔，更成為觀光客的最愛。隨後前往有巴黎屋脊之稱 

的◎蒙巴那斯大廈，搭乘歐洲最快的★升降梯登上 56 層觀景台，站在花都的至高點，熙來攘往的巴黎， 

盡收眼底。瘋馬秀 Crazy Horse、紅磨坊秀 Moulin rouge、麗都秀 Lido 之於巴黎的重要性就好比百 

老匯 Broadway 之於紐約, 如果你也是藝術的愛好者，對於這種舞台聲光效果十足的表演肯定會熱愛 

無比! 

早餐:酒店  午餐:西式餐  晚餐: 飲食自由探索 

宿: 巴黎法布格索菲特酒店 SOFITEL PARIS LE FAUBOURG 

 

6/29 D10: 巴黎 藝術寶庫－羅浮宮 蒙馬特 

今日參觀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宮，欣賞羅浮三寶：米羅的維納斯、

勝利女神及蒙娜麗莎等偉大藝術傑作，此外其收藏豐富之藝術精品更令人

目不暇給、歎為觀止。午後前往蒙馬特是位於法國巴黎市十八區的一座

130 公尺高的山丘，在塞納河的右岸。蒙馬特高地著名的旅遊景點有白色

圓頂的聖心堂、聖彼埃爾教堂、小丘廣場、皮加勒廣場、紅磨坊、狡兔酒

吧、浣衣舫和愛牆等。特別安排在巴黎頗富盛名的和平咖啡館享受法式

咖啡風情。  

早餐: 酒店        午餐: L'Escargot Montorgueil 法國田螺        晚餐: 法式風味 

宿: 巴黎法布格索菲特酒店 SOFITEL PARIS LE FAU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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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D11:巴黎 杜拜      

早安~巴黎!早餐飯店享用後，準備整理行李～前往機場！搭機經杜拜 

返回台北。 

早餐: 酒店    午餐: 機場飲食自由探索      晚餐:機上餐  

宿:機上 

7/01 D12:杜拜 桃園機場   

經長途飛行今抵達桃園機場，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典藏南法之旅!!~  

早餐:空廚料理           午餐:空廚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