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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價格:
每人1470歐元2人一間雙人房

單人房加價410歐元



馬賽

艾克斯普羅旺斯亞爾

卡卡頌

聖希爾拉波皮耶

霍卡曼都

利摩日

昂布瓦瑟

聖馬羅

聖米歇爾山
巴黎

行程地圖
迷人・品味

千年聖地海潮奇景
世紀城堡、秘境村莊、古朝聖城
美景美食的法國中線之旅



獨一無二

區域性定點設計行程
讓您深入瀏覽古朝聖城村莊秘境

及山城知名小鎮風光

如果你有一個不可抗拒的世界之約

歐洲是你情迷的選擇
旅行是一種寵愛自己的方式

換一個國家呼吸、換一個季節享受

也會給自己換上一個心靜的靈魂

TRAVEL WITH  EETS



藝術的誕生地—亞爾 Arles

亞爾是佇立在隆河上的珍寶，庇護在地中海海風吹過的湛藍晴空下，在這個羅馬時期

擁有豐富又獨特的世界藝術遺產的古城，你可以看見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

羅馬遺址，跟義大利羅馬競技不同，亞爾的圓形競技場以及露天劇院至今都還在使用

中。而象牙色交錯著橙色的暖色建築搭配著遍佈的鮮花，漫步在其中心情也變得格外

輕鬆。

這個充滿魅力的小鎮也是梵谷曾經居住過的城市，並且讓梵谷帶來很多的創作靈感，

梵谷有很多經典作品都是在這邊完成的，如:黃色小屋(The Yellow House)、隆河的星夜

(Starry Night Over the Rhone)、亞爾醫院的庭院(The Courtyard of the Hospital at Arles)等

等將近300多幅作品。
夜晚露天咖啡座 Café Terrace at Night

亞爾醫院的庭院

Courtyard of the Hospital at Arles
隆河的星夜 Starry Night Over the Rhone

黃色小屋 The Yellow House



歐洲最大的雙牆城堡--卡卡頌，1977年聯合國登錄為歷史遺跡，擁有保存最完整的城堡和護城牆。卡卡頌城堡建於庇里牛斯山麓岩石山丘上，極為堅固且易守難攻，
俯覽連接大西洋與地中海，以及伊比利亞半島與歐洲其他國家往來的古道，非常具有戰略和商業價值，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古堡以其古色古香的中世紀風情聞名，
亦是電影羅賓漢取景之地，城裡有著瑰麗莊嚴的聖納莎爾教堂(Basilique St. Nazaire)和保持完好的伯爵古堡(Chateau Comtal)。教堂是11到13世紀的建築，融
合了羅曼式和歌德式的風格12及13世紀的彩繪玻璃窗更佔了教堂牆面的極大部分，是南法最重要的教堂之一亦是法國最美彩繪玻璃之一。穿梭於古城中石板路的窄
巷子裡，一間間賣中世紀手工藝和服裝配飾的小店、畫廊、手工糖果糕餅店，都是值得您探索的好地方 !

風華再現千年古城–卡卡頌
Carcassonne 

La Cité de Carcassonne
卡卡頌城景

Basilique St. Nazaire
聖納莎爾教堂

Château Comtal and Ramparts
孔塔爾城堡和城牆

Dame Carcas
卡卡頌夫人

Vue panoramique du château de Carcassonne
卡卡頌城堡全景



法國最美村鎮--聖希爾 ·拉波皮
Saint-Cirq-Lapopie

自中世紀以來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築加上旖旎的自然風光，因此被封

為“法國最美村鎮“和“年度法國人最青睞村鎮“的美名。金色石頭的

牆壁、紅色瓦片的屋頂、傳神入畫的木雕，跨過城門望去，整個村

鎮彷彿還停留在800年前，佈滿著濃郁的藝術氣息。各地畫家、詩人

路過於此皆驚嘆光陰止步的神奇，知名作家安德勒 · 布列東更與妻

子定居於此，買下客棧作詩會友，並寫下“遇到聖希爾 · 拉波皮之後，

我停止渴望他鄉“的句子，畫家和詩人為此奠定了獨具一格的藝術基

調。走街串巷，行走之間，推開一扇古宅的木門或邁進一處花園，

您就像進入一個個繪畫、雕塑的展廊。



鮮為人知的法國小鎮--天空之城
霍卡曼都 Rocamadour

霍卡曼都是法國知名的聖母朝聖地，數個世紀以來備受朝聖者青睞，景色宏觀。小

鎮裡風格古樸的哥德式禮拜堂供奉著知名的“霍卡曼都黑聖母“像，被很多信徒認為擁

有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聖城裡還有一把被稱為杜蘭朵(Durandal)的法國聖劍，據說

是查理曼大帝的聖騎士羅蘭曾使用過，因此稱之為“羅蘭之劍“ 。城鎮依照陡峭的岩

壁而建，許多建築彷彿懸掛於石灰岩山壁上一般，景象令人為之嘖嘖稱奇。西元

1166年，在城上方的山崖中發現了一位天主教聖人Saint Amadour完整遺骸，此城從

此變成了法國信徒們必經的朝聖之地。沿著朝聖者之路—大樓梯(Grand Degre)，探訪

聖母禮拜堂及古堡區，漫步於風格獨特的古朝聖城，感受懷古之幽情。



如夢似幻海上金字塔--聖米歇爾

自13世紀以來，聖米歇爾山這座岩石小島如同幻影般豎立在一片廣闊的海灣中，頂端

有一座宏偉的修道院。儘管於不同角度、不同時節，聖米歇爾山的景觀總是令人著迷。

聖米歇爾山位於布列塔尼和諾曼地的交界，此海灣亦是歐洲大陸最大的海潮地，漲潮

時聖米歇爾山宛若小島孤立在海上，神秘的景觀被列為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大潮的

景象十分壯觀，海水覆蓋會淹沒淺灘、岩石小島與通路隔開，山頂上建有一座修道院，

錯落的石壘、高聳的尖塔，從遠處看，就像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巨大教堂，遺世獨立的

風貌，十足夢幻。沿著石板道路往上走，陡且不寬的主要道路兩旁都是中世紀傳承至

今的老房子及各具不同風貌的餐廳、紀念品店，很是熱鬧。等到進入修道院後，氣氛

變得莊嚴寧靜起來，在修道院中，不同時期不同的建築風格，從羅馬式到哥德再到火

焰哥德，既有樸素的羅馬式拱廊也有華麗的哥德式聖殿結構。豐富的歷史及建築結構，

讓聖米歇爾修道院充滿許多故事，於此一遊可謂人生中一次難忘的經驗!

Mont Saint-Michel



自15世紀開始，法國國王及貴族紛紛在羅亞爾河地區興建美麗的城堡，也使得羅亞
爾河成為法國權力的中心。在大大小小的城堡之中我們這次選擇了兩個最經典的城
堡進行導覽。
昂布瓦斯皇家城堡( Chateau Royal d’Amboise )為法國盧瓦河谷地區最富盛名的城
堡之一，作為文藝復興時期法蘭西王室的心臟，昂布瓦斯城堡是瓦盧瓦王朝和波旁
王朝所有國王的寢宮和行宮，濃厚的王室風範令他與眾不同，城堡裡保留了罕見的
雅緻及擺設奢華家具的建築風格，並見證了歷代王朝宮廷文化光芒的盛況與生機。
弗朗索瓦一世曾邀請知名畫家、科學家列奧納多·達·芬奇來改造城堡，希望在法國注
入一些義大利式的生活藝術，這座城堡亦是這位義大利天才的最後居住地。

這座被稱為女人堡的雪濃索城堡（Château de Chenonceau），前前後後共經歷了6位
重要的女主人，也造就了雪濃索城堡有別於其他城堡，多了份優雅、高貴的氣息。
沿著城堡的拱門，在優雅的長廊上慢慢欣賞謝爾河景，這是世界上唯一帶有橋梁的城堡

建築。漫步於擁有2000棵紫杉樹的大圓形迷宮中，及兩個由多種灌木、橘子樹、攀緣玫
瑰和鮮花組成的花園，感受Diane de Poitiers 和 Catherine de Medici法國花園中令人難
以置信的玫瑰氣息，，這兩位是這座城堡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雪濃索城堡（Château de Chenonceau）昂布瓦斯皇家城堡( Chateau Royal d’Amboise )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前遊

LET‘S START YOUR JOURNEY!
開始您的旅程!

April 8th 抵達南法蔚藍海岸-馬賽Marseille

D 1 April 8th 
馬賽Marseille - 28km -艾克斯·普羅旺斯 Aix-en-Provence 

l 抵達馬賽

l 請直接自理前往旅館
16:00將由專業中文導遊帶您遊覽讓您
愛不釋手的千泉之都-艾克斯·普羅旺斯
,欣賞具有優雅細膩貴族品味的小城,
在許多噴泉和樹林層次的大道感受賽
尚畫中的意境,體會法式浪漫。

l 晚間 夜宿於艾克斯·普羅旺斯

住宿: Novotel Aix-en-Povence Beaumanoir

早餐:X 午餐:X 晚餐:中式

飯店地址:Résidence Beaumanoir, Rue Marcel Arnaud, 13100 Aix-en-Provence, Frankreich



D 2 April 9th 
艾克斯·普羅旺斯 Aix-en-Provence – 79km -亞爾 Arles -
224km -卡卡頌 Carcassonne

l 早上 前往充滿魅力的城鎮---亞爾,在這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
羅馬遺址,追隨藝術大師梵谷留下的蹤跡 ,一幅幅創作盡在眼前如:
星空下的咖啡屋,亞爾醫院的中庭等等,置身於畫家梵谷作畫的靈感
泉源地。

l 午後 搭車前往參觀同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卡卡頌古

堡,每年吸引300萬人潮,在此將搭乘★古堡專車上山瀏覽傳奇古堡,山
上的古鎮老宅多改裝為傳統店舖,在此逛逛街亦是一大趣味。

l 晚間 夜宿於古堡小鎮卡卡頌

D 3 April 10th 
卡卡頌 Carcassonne – 219km-聖希爾·拉波皮 Saint-Cirq-
Lapopie – 57km -霍卡曼都 Rocamadour – 145km –
利摩日 Limoges

l 早上 前往登錄法國最美鄉鎮,中世紀城堡Saint-Cirq-Lapopie ,在二十
世紀50年代吸引很多藝術家移居於此,沿著山城漫步,將帶給您
莫大的震撼。

l 午後 往朝聖者的聖地★霍卡曼都前進,您將很難想像一棟棟的美麗
石頭屋彷彿從山壁裡長出來的,錯落在石灰岩的山凹裡,是人力
和大自然合作完成的建築奇觀,岩壁上的“羅蘭之劍“更為此城
增添一份神奇傳說。

l 晚間 夜遊於世界名瓷之都--利摩日,體驗道地樸實的法國街景。

住宿: Mercure Limoges Centre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
住宿: Mercure Carcassonne La Cite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法式料理



D 4 April 11th 
利摩日 Limoges - 211km -昂布瓦瑟 Amboise

l 上午用完豐盛的早餐即前往昂布瓦瑟,沿著羅瓦爾河河畔探索深受文藝復
興影響的羅亞爾河谷浪漫城堡群。

l 午後前往參觀曾是法國王室的居住地★昂布瓦瑟城堡,文藝復興時期最重
要的藝術家之一達文西 ,曾帶著他的名畫作蒙娜麗莎的微笑,來到昂
布瓦瑟城堡創作並度過餘生。其精美的內部裝潢、令人陶醉的法式
庭園,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能俯覽絕美的羅亞爾河全景,讓此處充滿
著無限魅力。

l 晚間 夜宿於文藝浪漫氛圍濃厚的杜爾

D 5 April 12th 
昂布瓦瑟 Amboise – 346km -聖馬羅 Saint-Malo

l 上午早餐後前往羅亞爾河的城堡之王--香
波堡,為城堡群中最大的一座,對稱且
厚重的圓形塔樓堆砌出不同凡響的
威嚴感,繁複且精緻的雕像及尖塔構
造,更是讓人感受到皇室濃厚的奢華
感。緊接著參觀充滿浪漫愛情淒美

故事的堡后--★雪濃索堡。今日沿著
羅亞爾河參觀古堡建築 ,體會最純粹
的法蘭西氛圍。

l 午後 前往聖馬羅,此地最著名的便是古時用於抵禦海盜的城
牆,海浪拍岸的海灘及保存完好的中世紀古城,今晚安排
於城堡內如大排檔般特有景象的大西洋海鮮餐廳享用
晚餐。

l 晚間 夜宿於聖馬羅

住宿: Mercure Saint Malo Balmoral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午餐 晚餐:法式海鮮料理

住宿: Chateau Belmont Tours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 晚餐:精緻城堡晚餐



D 6 April 13th 
聖馬羅 Saint-Malo - 55km -聖米歇爾山Mont Saint-Michel
- 352km -巴黎 Paris

l 上午 早餐後前往世界八大奇景,千年聖地海潮奇觀—★聖米歇爾山,孤島
挺立於海中的景色,很是令人動容,千年歲月滌盡歷史風流人物,孤懸
滄海中的聖米歇爾山是光陰磨滅不去的見證 ,此地更為世界潮水最
高的地區之一。修道院裡不同時期不同建築風格,羅馬式迴廊柱子
以排石柱錯開的排列方式,營造出非常優美的角度,哥德式藝術的交
叉拱肋、成束的圓柱,透過朦朧光線映照下更有如天國異境。

D 7 April 14th 
於巴黎報到

l 中午午餐於聖米歇爾山上享用馳名世界的鹽草甸羊排(agneau de pré-salé)。
聖米歇爾山邊小海灣鹽化 日益嚴重,因此令土壤鹽分過高,僅能生長鹽
草甸(pré salé),當很多人認為此為天然災禍,卻被農夫發現非常適合放羊,
食用鹽草甸的綿羊竟然同樣帶著鹹香海水味的鮮嫩肉質,經過炭火炙烤
,羊肉即顯得非常美味,不需撒上半點鹽花。

l 午後 專車前往巴黎

住宿: Hyatt Regency Paris Etoile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海洋風味羊排餐 晚餐: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