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地 目的地 搭乘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 杜拜 EK 367 23:35 04:10+1 

杜拜 尼斯 EK 077 08:45 13:40 

巴黎 杜拜 EK 074 14:25 00:15+1 

杜拜 桃園 EK 366 04:45 16:50 

  
  



 

             ○ 尼斯進 / 巴黎出 

              只需一次轉機!! 南進北出 

              L型由南走到北法，最順暢的旅 

              遊路線，搭車總時數僅 21小時! 

○ 午班機回 多玩半天!!  最高 CP 值 

○ TGV 子彈列車頭等，快速連結南北 
子彈列車，節省將近800公里的搭車距離，體驗 

高科技交通工具的舒適，達到最高 CP值。 

○ 阿聯酋托運行李 30 公斤 ♡ 購物最開心 ♡ 

○ 全程提供兩人一台 wifi 機，讓您出國溝通無國界 

 

 
○ 蔚藍海岸。摩納哥 & 坎城 

  ♦聞名遐邇的富人天堂國度摩納哥，見證地中海小國傳奇。 

  ♦星光閃閃坎城影展主辦地，渡假名城-坎城。 

○ 南法。普羅旺斯 三天兩夜 

  ♦教皇城&表演藝術小鎮-亞維儂。 

  ♦法國南部最美麗的村莊之一-勾禾德。 

  ♦古羅馬時期最完整的水道橋-嘉德古橋。 

○ 法國酒鄉-聖艾米里翁 

 世界文化遺產的酒鄉-聖艾米里翁，品嚐美酒、賞特色古鎮。 

○ 巴黎 四天三夜 

 巴黎連宿三晚，羅浮宮、凡爾賽宮雙宮盡賞， 

            細細玩味花都巴黎。 

 

                     5 晚 

  奢華五星飯店住宿 

       ○ 巴黎奢華五星飯店，連泊三晚 
      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在這裡停留的越久，您獲 

        得的感動越多，絕對值得四天三夜得細細品味。 

 ○ 法國南部六天五夜♦ 碧海藍天。蔚藍海岸 
    ♦坎城 & 馬賽 入住頂級渡假五星飯店 

♦ 田園藝術。普羅旺斯 亞維儂 連宿兩晚    

      誠翔私房特選 

         ♦入住酒鄉飯店， 被蟲鳴鳥叫與葡萄園包圍的 

            優雅飯店。 
 

 ○ 米其林星級美食料理 

 ✦普羅旺斯一星米其林，藝術&美食合體。 

鐵塔景觀餐廳 & 塞納河遊船 
       美食&美景一網打盡 
○ 嚴選美食 

  ✦米其林評鑑把關，二次推薦料理 

       ✦ 法式海鮮盤料理 

          ✦ 鴨腿、鴨肝醬料理 

              ✦ 白豆燉肉鍋料理 

 



【法式優雅】 西、南法 12 天  
蔚藍海岸、普羅旺斯、波爾多酒鄉 

一顆米其林饗宴、五晚五星飯店 巴黎連泊三晚 

Day 1 (四)台北 杜拜  尼斯 

 
今日齊集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杜拜，隨後轉機前往南部渡假大城─尼斯。班機於次日早

上抵達，祝您機上好眠，BONNE NUIT晚安~明早我們將開始我們這趟【法式優雅】 西、南法 12

天之旅的美麗旅程。  

 

午餐：無 

 
夜宿機上 

晚餐：機上 

  

Day 2 (五)尼斯→蒙地卡羅→坎城 

含入門票： 摩納哥進城費 

行車距離： 尼斯-20KM-摩納哥-55KM-坎城或尼斯 

  
『濱海峭壁公路(Moyenne Corniche) 』 

濱海峭壁公路是法國人熟知的蔚藍海岸道路，千

仞的山崖陡壁筆直的插入雲宵，其下的地中海風

『摩納哥』 

該國濱臨地中海，首都蒙地卡羅，擁有歐洲首屈

一指的豪華貴族式的賭場，聞名全世界。您可於

http://www.makoto.com.tw/Travel/2016/TravelDetail.aspx?PID=EU1FR01185


平浪靜，半腰間的公路如一道凹刻的長線與海岸

線一路蜿蜒伸展，山綠、海藍、屋美、天青景緻

美麗的讓人屏息。 

親王宮前留影、自由漫步於紀念品商店林立的街

道，或參觀摩納哥教堂。 

    旅遊時間預計表 

15:00~17:00 遊覽摩納哥 

✪住宿說明：如遇旺季坎城飯店供不應求，將改入住尼斯同等級飯店。 

 

午餐：機上 

 

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或 

Grand Hyatt Martinez 

或 ★★★★★ 同級 晚餐：法式料理 

 

Day 3 (六)坎城→馬賽 

行車距離： 坎城-174KM-馬賽 

  
『坎城』 

坎城影展的所在地，也以其優美的沙灘為名。 

1946年首度舉辦影展後，它是國際電影製片人

協會承認的世界三大影展之一（另二者為威尼斯

影展及柏林影展），為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影展

之一，每年法國政府會輔助 100萬至 150萬美

金可見其重視程度。 

『馬賽』 

建城超過 2600年的馬賽，是法國最古老的城

市、第一大港、地中海沿岸首府，大文豪大仲馬

曾形容馬賽是全世界的匯聚點。近年城市的文化

復興與重建，使得馬賽成為最不像普羅旺斯其他

城市而擁有自己獨特魅力的城市，更代表法國當

選 2013年的歐洲文化之都。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4:00 遊覽坎城&午餐 

16:30~20:00 遊覽馬賽&享受港邊浪漫夜晚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Intercontinental Marseille 或 

Sofitel Marseille 或★★★★★ 同級 晚餐：享受自由時光。餐食自理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7&cad=rja&uact=8&ved=0ahUKEwj8uOuyobvOAhWMm5QKHQfGB1cQFgg7MAY&url=http%3A%2F%2Fwww.booking.com%2Fhotel%2Ffr%2Fintercontinental-carlton-cannes.zh-tw.html&usg=AFQjCNF5iLHYjG0c5zitZwfp05iJxBHK6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7%94%B5%E5%BD%B1%E5%88%B6%E7%89%87%E4%BA%BA%E5%8D%8F%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7%94%B5%E5%BD%B1%E5%88%B6%E7%89%87%E4%BA%BA%E5%8D%8F%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E7%94%B5%E5%BD%B1%E8%8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E7%94%B5%E5%BD%B1%E8%8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7%94%B5%E5%BD%B1%E8%8A%82


Day 4 (日)馬賽→米其林餐廳→塞農克修道院→勾禾德→亞維儂(或特選莊園) 

行車距離： 馬賽-93KM-莊園-43KM-塞農克修道院-9.4KM-勾禾德- 42KM-莊園飯店 

  
『勾禾德』 

法國南部最美麗的村莊之一，法文裡 Gordes這

個字，就是「高高懸掛在空中的村子」的意思，

美麗的山城層層疊疊依山而建的屋瓦，散發出樸

實寧靜的氣息，遺世獨立的孤獨，就像電影「美

好的一年」般讓人感動。 

『塞農克修道院』 

山谷中，塞農克修道院就靜謐的坐落在薰衣草

田中，12 世紀仿羅馬式的的塞農克修道院，在

7、8 月間薰衣草奼紫嫣然綻放時，形成普羅旺

斯特有的代表景觀，在旅遊明信片中處處可見。

(薰衣草花為季節限定，約於 6-7月期間開花) 

    旅遊時間預計表 

12:00~14:00 一星米其林美食品嚐 

15:00~17:00 塞農克修道院&勾禾德 

 

午餐：一星米其林料理 

 

Grand Hotel或 Castellas 

或Moulin de Vernègues Hôtel 

或 ★★★★ 同級 晚餐：法式料理 

 

Day 5 (一) 飯店→嘉德古橋→亞維儂(或特選莊園) 

行車距離： 飯店-102KM –嘉德古橋-25KM-亞維儂 

  
『亞維儂』 

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代表城市，建於羅馬時期，

完整古城牆環繞著，是法國少見的保留了城牆的

城市。14 世紀天主教教廷從羅馬遷移至此近百

『嘉德古橋』     

羅馬人在普羅旺斯留下的精湛建築藝術代表，古

羅馬建築遺跡-水道橋，這座水道橋建於兩千年

前，一塊塊的石頭堆砌而成，是羅馬時代賴以維



年，因此又有教皇城之稱，城牆內有為教宗修築

的教皇宮，著名古蹟還有亞維儂聖母大教堂、聖

貝內澤橋等。1995 年以亞維儂歷史城區之名被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生的供水系統，乃因羅馬人認為河水是傳染病的 

根源，因此以山泉水替代河水引用，為了把山泉

引導到城市，因此羅馬人採迂迴的方式，建造了

長達五十公里的導水路，因此被稱為世界難得一

見奇景之一！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30~12:00 遊覽嘉德水道橋 

12:30~18:00 午餐&遊覽亞維儂 

 

午餐：法式料理 

 

Grand Hotel或 Castellas 

或Moulin de Vernègues Hôtel 

或 ★★★★ 同級 晚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Day 6 (二)亞維儂→亞耳→卡卡頌 

行車距離： 亞維儂-45KM-亞耳-223KM-卡卡頌 

  
『卡爾卡頌古城』 

卡爾卡頌位於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因位居戰略

位置，曾是一座非常重要的防衛性城鎮，建構了

特殊的雙城牆，保存得非常完整。城堡裡

MADAM 卡卡機智退敵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

樂談的事。 

『亞耳』    

有普羅旺斯的靈魂，和『小羅馬』之稱的。抵達

後參觀豐富的羅馬遺跡至今還在使用的圓形競

技場、和壯麗的聖托菲姆大教堂。亞耳又稱為梵

谷之都，當年梵谷在此 2 年內瘋狂創作近 300

幅知名作品，畫景遍及城市各角落，包括星空下

的隆河、亞耳醫院及星空下的咖啡館…。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4:00 遊覽亞爾&午餐 

16:00~20:00 遊覽土魯斯&晚餐 

 

午餐：白豆燉肉料理 

 

Mercure 或 Hôtel des Trois 

Couronnes 或 Radisson Blu 

Toulouse或★★★★同級 晚餐：法式料理 

  



Day 7 (三) 卡卡頌→粉紅之城 土魯斯→聖艾米里翁(波爾多酒鄉) →特選飯店 

行車距離： 卡卡頌-93KM-土魯斯-229KM-聖艾米里翁-47.7KM-波爾多 

   
『土魯斯』 

一座擁有非凡遺產的城市，在 16 世紀黃金時期

建造的一批私人宅第，以磚石作為裝飾的宗教建

築，磚紅顏色為它贏得粉紅之城(ville rose)的美

稱，沿著街道和古跡，這座為您展示它的歷史以

及全部魅力。 

『聖艾米里翁』 

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遺產之聖艾

米里翁，是波爾多酒鄉最美的小鎮，遊覽小鎮

風貌，漫步於城中保存良好之中古世紀街道，

並參觀酒窖及品嘗美酒。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3:00 遊覽土魯斯及享用午餐 

16:00-18:00 遊覽聖艾米里翁 

✪法國鵝肝醬  

鵝肝，法語名為“Foie gras”。當鵝肝作為專程獻給法國皇帝路易十四的一道絕美菜品後，從此奠下

鵝肝的高貴不凡地位。法國是鵝肝產出量最大的國家，而其主要產出地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如：佩里

戈爾、熱爾及朗德地區（Périgord, Gers, Landes）。當然不錯過品嚐代表法國廚藝和文化的標誌性遺

產的鵝肝醬，由於目前鵝相當稀貴，法國已經都以鴨肝、鴨腿取代鵝肝、鵝腿，美味依舊不減~  

 

午餐：鴨肝、鴨胸(腿)鄉村料理  

 

誠翔私房城堡飯店 

或波爾多★★★★同級 晚餐：飯店主廚或法式料理  

✪如升等入住波爾多五星飯店 Intercontinental Bordeaux，差價將由誠翔自行吸收。 

 

Day 8 (四)特選飯店→TGV 車站 巴黎→拉法葉百貨購物趣 

含入門票： TGV 頭等艙、巴黎地鐵票 

行車距離： 特選飯店-43KM-TGV車站-608KM(TGV約3小時)-巴黎  

http://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gb/en/bordeaux/bodha/hoteldetail


 

『百貨公司歡樂購物時刻』 

前往巴黎最大之百貨公司 Lafayette 或春天盡

情採購，您可在此選購法國著名品牌，買買精

品、照照相、散散步、喝杯咖啡，可前往知名的

和平咖啡館酗咖啡，據說在這裡坐的夠久，便可

看到全世界的人走過眼前！悠閒的度過這個豐

富的法國假期！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3:00 搭乘子彈列車前往巴黎 

14:01-17:08 享受歡樂購物時光 

 

午餐：中式料理 

 

Hotel du Collectionneur 或

Castille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Sofitel或★★★★★同級 晚餐：方便購物。餐食自理 

  

Day 9 (五) 巴黎→凡爾賽宮→巴黎鐵塔景觀餐廳午餐→巴黎市區觀光 

含入門票： 凡爾賽宮、巴黎地鐵票 

行車距離： 巴黎-25KM-凡爾賽宮-25KM-巴黎 

  
『凡爾賽宮』 

歐洲最偉大的宮殿—，凡爾賽宮位於巴黎西南

邊，最早於十七世紀為滿足路易十三狩獵的嗜好

而逐漸發展的小城；1688 年路易十四才開始著

手興建正式的宮殿，用來象徵波旁王朝的富強與

權力；宮內富麗堂皇、極盡奢華，御花園美不勝

收。 

『巴黎市區觀光 』 

今日前往大文豪雨果的夢幻舞台-《巴黎聖母院》

-鐘樓怪人故事場景，欣賞歌德式建築的精雕細

琢、玫瑰窗的五彩炫爛，在西堤島上欣賞巴黎最

美的建築群，河左岸的拉丁區，更是文人學子最

愛的地方，或喝杯咖啡、或逛逛小店、嚐嚐可麗

餅或土耳其沙威瑪，享受巴黎味。 



 

『艾菲爾鐵塔』 

從世界博覽會的龐然大物搖身變為巴黎的指標性

建築物，是在遠處拍拍照就能夠過癮的嗎?別說我

們老古板，但是，來巴黎沒有上巴黎鐵塔~就沒有

到此一遊的感覺，真的有點可惜。特別預約鐵塔

上景觀餐廳享用正式法式料理，讓您可以親臨鐵

塔。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00~12:00 參觀羅浮宮(導遊允許導覽時間僅一小時，敬請見諒) 

12:30~15:00 享用二星米其林午餐 

15:30~19:00 百貨公司購物趣 

 

午餐：巴黎鐵塔 58景觀餐廳 

 

Hotel du Collectionneur 或 Castille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Sofitel或★★★★★同級 晚餐：法式海鮮料理 

  

Day 10 (六)巴黎→羅浮宮→自由活動→塞納河遊船 

含入門票： 羅浮宮、地鐵票、塞納河遊船晚宴 

 
 

『羅浮宮』 

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宮。原是１２世紀時

為鞏固塞納河的險要位置而建成的要塞，現已是

蒐集世界名畫、雕塑古物之藝術寶庫。在專業博

物館導遊陪同下，聆聽導遊細說鎮館三寶─蒙娜

麗莎的微笑、米羅的維納斯和勝利女神像，讓您

一窺藝術殿堂之奧妙。 

『夜遊塞納河遊船』 

如果要問巴黎哪裡最美?相信大家會異口同聲的

告訴您 :塞納河畔。塞納河就像典型的法國女

人，萬縷風情，高貴中又帶有典雅，白天時猶如

少女的清新美感；華燈初上後，就成了雍容華貴

的少婦。我們又怎能錯過與少婦共度浪漫夜晚的

機會呢？塞納河遊船晚宴，讓您輕鬆賞美景。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30~11:30 參觀羅浮宮 

14:00 自由活動 

17:30 塞納河遊船晚宴 



 

午餐：自由活動。餐食自理 

 

Hotel du Collectionneur 或

Castille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 Sofitel或★★★★★同級 晚餐：塞納河遊船晚宴 

  

Day 11 (日) 巴黎→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機場  杜拜 

行車距離： 巴黎-36KM-戴高樂機場 

 

『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 

是拿破崙為紀念1805年打敗俄奧聯軍的勝利下

令修建的，位於法國巴黎的戴高樂廣場中央，由

此往東連結到協和廣場就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

道。筆直的大道由羅浮宮的金字塔一路連結小凱

旋門、杜勒麗花園、協和廣場方尖碑、凱旋門，

往西更遠處就是拉德芳斯新凱旋門。 

    旅遊時間預計表 

12:30 抵達機場辦理 Check in 及退稅手續 

 

午餐：機上 

 
夜宿機上 

晚餐：機上 

  

Day 12 (一)杜拜 台灣 

 
航機平安飛抵台北，帶著美麗難忘的回憶，結束此次難忘的【法式優雅】 西、南法 12天。期待

下次有再為您服務的機會~如果您在行程中紀錄了相片或遊記，歡迎回娘家參加分享活動喔！ 

  



注意事項： 

1.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雙人房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價 28,000

元。我們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2. 由於可能依航班及旅館取得順序，因而調整行程、飯店或住宿地點安排，誠翔保留調整行程順序、

同等級飯店安排之權利，但以不影響暨有行程內容為原則。 

3. 旅遊時間預計表為參考時間，領隊可視團體行進及操作狀況自行調整作息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