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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地】： 
◆奧薇小鎮：尋著梵谷足跡、欣賞梵谷當時有名的畫作「麥田裡的昏鴉」、看一下奧薇的古老教堂、

熱鬧的傳統市集、孤單的鄉野小徑、尤其是來到鎮後的山坡上，有著一望無際的麥田，來到這享受

徐徐而來的微風，呼吸著混雜著泥土與麥作收成後的餘香。那種滋味無法用言語可以形容的。 

◆盧昂大教堂：莫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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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諾曼第最夢幻的懸崖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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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列塔尼】： 
◆阿凡橋：阿凡橋特殊的海岸景觀與異國氛圍，吸引了許多畫家先後來此找尋靈感。這些畫家都深深

 著迷於小鎮的獨特風情，留下了不少曠世鉅作。  

◆玫瑰海岸：布列塔尼半島的海岬沿著海岸，您會發現，露出海面的花崗岩岩礁，竟然是玫瑰紅色！

 由於受到海水的侵蝕，海岸岩石的形狀多樣，令人吃驚。 

【大西洋海岸線】： 
◆彼耶荷自然保護公園：以沼澤地為主的自然保護公園，可以搭乘小木舟，欣賞二岸的美景，且這裡

 有著硬式茅草屋，彎曲的彎曲的屋頂造型，搭配彩漆刷色的粉牆，遠看就像童話裡的夢幻小屋，十

 分可愛。 

【皇家城堡】： 
◆香波堡：羅亞爾河城堡大道中最宏偉的城堡，耗費數百年的光陰才建造完成，是河谷中最經典的狩

 獵行宮。 

◆雪儂梭堡：又稱貴婦城堡，法國文藝復興時期的傑作。在法國，是巴黎凡爾賽宮之外每年吸引最多

 遊客的城堡。 

【巴黎】： 
◆奧賽美術館：巴黎市中心不可錯過的近代藝術美術館，主要蒐藏了 1848 年至 1918 年間的繪畫、雕

塑、家具及攝影作品。館內尤其著名的是許多印象派畫家的真跡，包含米勒的【晚禱】及【拾穗】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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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 北法幸福之旅～ 
【諾曼第、布列塔尼、彼耶荷自然保護公園、皇家城堡、羅亞爾河（大西洋海岸線）】

Bonjour 慢遊北法 皇家城堡 11 天醉人之旅(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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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風味餐》：  
米其林推薦餐廳：(梵谷的最愛~橄欖油醃鮭魚馬鈴薯) 

港邊餐廳佐卡瓦度斯蘋果酒 

布列塔尼生蠔海鮮盤 

聖米榭爾羊排 

米其林推薦餐廳：(蟬鳴餐廳~名流雅士的最愛) 

城堡飯店內晚宴 

米其林一星餐廳 

◆《嚴選飯店》： 
【聖米榭爾山】：在淤沙中淘出夕陽與日出的遺產孤島：在此特別安排住宿一晚才能完全欣賞它

的美。在傍晚時分非常絢麗且帶奇幻色彩，被淤沙圍繞的孤島在燈光與夕陽的映射下更加迷人，

與白天時的景色截然不同。島外四星 Le Relais Saint-Michel Hotel、Mercure Mont St. Michel、

Oceania St-Malo 飯店或同級。 

【羅亞爾河區域城堡飯店】：CLARION HOTEL CHATEAU BELMONT TOURS、CHATEAU DES SEPT TOURS、

CHATEAU DE ROCHECOTTE 或同級 

【巴黎再升級"鑽石地帶歌劇院地區連泊二晚"，逛街、購物最便利！】： 

MARRIOTT OPERA AMBASSADOR HOTEL、MILLENNIUM HOTEL PARIS OPERA、HILTON PARIS OPERA HOTEL

或同級 

限定出發日期：2018 年 0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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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航班如下： 

 城 市 參 考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北／巴黎 法國航空 AF-557 10:25-18:20  （飛行 13 小時 55 分) 

回程  巴黎／台北 法國航空 AF-552 13:35-08:15+1 （飛行 12 小時 40 分） 

★表示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參觀  【】表示特別安排；無符號註記之風景點表示行車經過 

第 一 天 台北／巴黎 PARIS（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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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 

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BEST WESTERN PARIS CDG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第 二 天  巴黎 PARIS（法國）－48KM－奧薇小鎮【印象畫派巡禮】－104KM－盧昂【百

鐘空中迴響之城美名】 
       今日前往位在巴黎北方近郊的奧薇小鎮，在這印象派畫家的故鄉，沉浸於『我家門前有小 

河後面有山坡』的美麗與感動；並造訪◎梵谷故居、◎梵谷公園。梵谷居住在這裡的時間總 

共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卻完成了七十幾幅的作品，可見這裡風景的幽美的確能激發藝術 

家的創作。奧薇小鎮的面積不大，但隨處都可以發現迷人的風情，其中◎奧薇城堡(Château  

d'Auvers)後方的樹林，梵谷經常在此作畫，你可親身體會此廣闊的視野，大片草地和樹木， 

陽光灑下穿過樹枝形成美麗光影，從梵谷的著名畫作「奧薇教室」、「麥田群鴉」、「杜比 

尼的花園」...等作品中，就不難發現這裡有多吸引人，就在離巴黎不遠之處，卻有濃郁的 

純樸之情，唾手可得的創作靈感，也是梵谷為何選擇這裡做為他最終養病安身之所。接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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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du Vieux-Marc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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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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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車參觀】：梵谷故居、梵谷公園、奧薇城堡、盧昂大教堂、舊市集廣場。 

【領隊帶您在錯綜複雜的街道巷弄中尋幽探訪，發現驚喜】：法國甜點專賣店 Auzou(專

賣巧克力及馬可龍)、有名的歷史古蹟「大時鐘」。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林推薦餐廳 

(梵谷的最愛~橄欖油醃鮭魚馬鈴薯)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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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天  盧昂【百鐘空中迴響之城美名】－71KM－埃特勒塔峭壁【象鼻海岸】－75KM

－翁芙勒－233KM－聖米榭爾山（聖馬洛） 
       接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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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re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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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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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前往翁芙勒十五世紀的文化遺跡：◎聖凱薩琳教堂（Sainte-Cather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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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車參觀】：阿勒巴特海岸（象鼻海岸）、聖凱薩琳教堂。 

【行程推薦】：Entretat「道路盡頭」的海岸小鎮，羅馬時期就已經開啟了發展歷史，兩

座天然象鼻海拱門發光發熱。莫內（Cl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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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港邊餐廳佐卡瓦度斯蘋果

酒 

晚餐－生蠔海鮮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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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天  聖米榭爾山【世界遺產。海上金字塔】－227KM－坎培爾【匯流之處～高 

更《坎培爾水罐》】 
今日用完早餐後，來到★聖米歇爾山（法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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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狹街道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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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往中世紀的古 

老小鎮～坎培爾，此處以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哥德式教堂為發展中心，這裡也是法國著名 

的陶瓷產地，連民居外牆也常見以陶瓷製品作為裝飾物。高更在這幅《坎培爾水罐》。  

【貼心門票安排】：聖米榭爾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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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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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諾曼地風味餐 

前菜：聖米榭爾蛋餅 

主食：聖米榭爾羊排 

甜點：西打 

晚餐－布列塔尼西式套餐 

住宿：HOTEL OCEANIA QUIMPER、BEST WESTERN HOTEL KREGENN 或同級 

第 五 天  坎培爾【市集、鹽之路、明信片的風景歷史小鎮】－34KM－阿凡橋【愛情 

森林】－154KM－彼耶荷自然公園【大西洋海岸線】－77KM－南特  

今日來到走在 12 世紀的石板街上蹓躂，外牆漆上鮮艷顏色和以搶眼粗木條點綴又有點歪歪

斜斜的小房屋，別有風味。1989 年，法國文化通訊部正式將 Quimper 列為「文化、歷史之

城」，不得改變外觀；想要了解當地傳統生活型態一定要來趟◎傳統市集走走、走在◎鹽

之路上二旁林立著各種熟食店，坎培爾舊城裡，半木條屋保存最完整而美觀的地帶，來到

這裡，千萬別錯過街道二旁的古老風光。接著來到高更與塞魯西葉相遇的地方◎愛情森林、

接著又來到◎薩米耶散步道，沿著河岸小徑漫步，可以看到許多磨坊水車，相映著二岸古

老的洗衣房舍，彷彿回到了古老年代，讓許多畫家先後來到此找尋靈感。高更、埃米爾.

貝納、莫理斯.德尼、等人都曾深深著迷於小的獨特風情。◎彼耶荷自然公園是以沼澤地為

主的自然保護公園，在此我們特別安排搭乘★小木舟，欣賞二岸沼澤地鳥類活動及植物生

態，彼耶荷有著最具特色的傳統房匡，以一種硬式茅草作成屋頂的茅草屋，彎曲的屋頂造

型，搭配彩漆刷色的粉牆，遠看就像童話裡的夢幻小屋，十分可愛。 

【下車參觀】：傳統市集、鹽之路、愛情森林、薩米耶散步道、彼耶荷自然公園。 

【貼心門票安排】：小木舟遊船。 

【特別推薦】：蟬鳴餐廳~「蟬」餐廳是南特名流雅士的最愛，呈現華麗新藝術風格。餐

廳也在 1964 年被列入法國文化歷史遺產保護單位，至今招待過無數政客及演藝界名流，

其中包括法國前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和法國總理讓-馬克‧埃羅。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料理 晚餐－蟬鳴餐廳(名流雅士的最

愛~米其林推薦餐廳) 

住宿：RADISSON BLU、MERCURE NANTES CENTRE GRAND HOTEL、HOTEL MERCURE NANTES CENTRE

GARE 或同級 

 

第 六 天  南特++TGV(TER)子彈列車二等艙++杜爾－32KM－香濃頌堡－361KM－ 

羅亞爾河城堡飯店  

羅亞爾河谷與布列塔尼的門戶～南特被公認為歐洲優質生活的首都。來自西南方的風、鹽 

與碘的氣味、和詢的陽光、咖啡館悠閒的氣氛、盛行於十八世紀的 3桅帆船海洋歷險以及 

濃厚的現代文化…還有南特最負盛名的葡萄酒 Muscadet，這座舊時的布列塔尼公爵之城， 

散發出獨特的迷人風采。◎聖皮耶聖保羅大教堂、、等等都是你不可錯過的，接著來到南 

特最美的古蹟～◎波默海耶通道：水藍色的玻璃弧形頂棚，精巧雕琢的鐵欄、走廊、之所 

以特別出名，是因為它配合地勢而建，恰好連接了高低落差甚大的數條街區，通道內也匯 

集了許多服飾店和藝品店。結束後搭乘歐洲快速的★子彈火車前往杜爾，讓您省卻２２０ 

公里的拉車距離。前往羅亞爾河旅行，是法國境內最長的一條河流，河水流過的谷地，分 

布大約 140 座的大小城堡，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是人文遺產名單上少見的 

區域指定保護型態。首先前往從容觀賞著羅亞爾河河景，河水淺處一片片白淨沙洲，忽爾 

在一片葡萄園遠處來到森林中，充滿淒美愛情故事的城堡－★香濃頌堡，見證了法國宮廷 

史上，充滿愛怨情仇的故事。 

【下車參觀】：聖皮耶聖保羅大教堂、波默海耶通道。 

【貼心門票安排】：香濃頌堡、南特++TGV(TER)子彈列車二等艙++杜爾(火車預定班次

TER60006 11:10-12:56、TGV5322 12:44-14:28、TGV5328 14:44-16:28。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搭乘火車、敬請自理 晚餐－城堡飯店內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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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CLARION HOTEL CHATEAU BELMONT TOURS、CHATEAU DES SEPT TOURS、CHATEAU DE 

ROCHECOTTE 或同級 

第 七 天  羅亞爾河城堡飯店－27KM－達文西城堡【電影拍攝場地：李奧納多演李奧 

     納多！狄卡皮歐將主演達文西傳紀，新片 2019 年即將上映！】－51KM－ 

     香波堡－120KM－沙特爾 
今日我們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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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羅亞爾河谷中最 

大的城堡－★香波堡前進，展現了法蘭西一世的品味及夢想，據說城堡中央，貫串一樓至 

屋頂的巨型螺旋式雙梯，出自達文西的設計。白色的高牆上拱起圓堆塔頂，像戴著一頂頂 

武士的高盔，陽光映在上面令人想像鐵甲上凜凜的寒光，法蘭西一世與達文西結晶竟是如 

此接近。沙特爾市 Chartres 是法國中北部的一座城市，也是厄爾-羅亞爾省的首府，隸屬 

於中央大區。城市坐落於厄爾河 L'Eure 左岸的一座小山上, 市區的最高點是舉世聞名的

◎沙特爾大教堂,是繼巴黎聖母院之後最成熟的哥德式主教座堂，也是法國哥德式建築高峰 

時期的代表作，其建築結構及平面配置成了以後各主教座堂模仿的藍本。沙特爾大教堂也

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貼心門票安排】：香波堡、達文西城堡。 

【下車參觀】：沙特爾大教堂。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洞穴鄉村料理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MERCURE RELAYS DU CHATEAU、MERCURE CHARTRES CATHERDRALE HOTEL、 

JEHAN DE BEAUCE-CHATEAUX & HOTELS COLLECTION 或同級 

第 八 天  沙特爾－90KM－巴黎【市區觀光＋奧塞美術館】 
今日專車前往巴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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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聞名全世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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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門票安排】：奧塞美術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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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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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利時白酒淡菜鍋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MARRIOTT AMBASSADOR HOTEL、HOTEL INDIGO PARIS OPERA、MILLENNIUM HOTEL PARIS OPERA、

HILTON PARIS OPERA HOTEL、HOTEL ÉDOUARD 7 或同級（特別安排入住巴黎市中心歌劇院區的第

八、第九區的法式四星飯店！）。PS.係因巴黎不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飯店易滿，若改住到其

他區域之飯店則每人每晚退 NTD:2000 元。諸多不便，敬請包涵。）

第 九 天 巴黎【全日自由活動】 
今日展開自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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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不打擾您逛街之雅興、敬

請自理 

晚餐：不打擾您逛街之雅興、敬

請自理 

住宿：MARRIOTT AMBASSADOR HOTEL、HOTEL INDIGO PARIS OPERA、MILLENNIUM HOTEL PARIS OPERA、

HILTON PARIS OPERA HOTEL、HOTEL ÉDOUARD 7 或同級（特別安排入住巴黎市中心歌劇院區的第八、

第九區的法式四星飯店！）。PS.係因巴黎不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飯店易滿，若改住到其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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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飯店則每人每晚退 NTD:2000 元。諸多不便，敬請包涵。） 

第 十 天  巴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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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天 台北   
今日抵達中正國際機場返回台北，結束此次浪漫難忘的歐洲假期。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敬請自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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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