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ly the most exclusive selection
只給你最與眾不同的選擇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後遊

E團-法⻄幸福朝聖⼋⽇之旅
⾏程價格

每⼈1870歐元2⼈⼀間雙⼈房
單⼈房加價500歐元



迷⼈ • 品味
驚險⼤西洋奇景

歷史度假勝地 • 美景美⾷的
法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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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地圖

獨一無二
區域性頂點設計行程



驚險 • 大西洋奇景

v⽐亞裏茨 Biarritz

⽐亞裏茨位於⽐利⽜斯⼭和狂野的海岸之間，是法
國⼤⻄洋沿岸⼀座⾵格獨特的海濱⼩鎮， 也是歐洲
貴族&名⼈⾃古以來的度假勝地。有著得天獨厚的宜
⼈氣候以及獨特的⼭地和海洋資源。海岸中鑲嵌著
由海浪⼒量雕刻成天然形狀的巖⽯，造型獨特。⼩
鎮的建築⾵格各異，從新藝術運動到新巴斯克⾵格
都很好的相融合。⻑⻑的細沙海岸，⾮常適合放松
以及進⾏⼀些⽔上運動：如沖浪，⽔肺潛⽔和遊泳。

v蘇瑪依阿 Zumaia

Zumaia是以復理⽯（Flysch）地形聞名的市鎮。復理⽯
是6千萬年前地殼活動，巖溶沖刷，遇海⽔冷卻形成的
地貌，猶如被巨⼈⽤梳⼦在地上狠狠的刷過。這些⽯
頭被海⽔沖刷過後，產⽣的「⿓鱗」，與⿓⽯島有異
曲同⼯之處。可以徒步在這⾃然形成的復理⽯之上，
感受這壯觀的奇貌。蘇瑪依阿也是「權利的遊戲」⿓
晶⽯海灘的取景地。

v科米亞斯 Comillas

小鎮科米亞斯不同於西班牙小鎮的歷史古跡，這裏堪稱近現代
建築的代表。它是除了巴塞羅那之外，集合了眾現代主義大師
建築作品的薈萃之地。西班牙建築大師高迪輝煌的作品之一高
迪城堡（El Capricho）也建與此，它也被命名為「奇想屋」，
是征引並喻指一個自由多變風格的同名音樂作品。雖然它的結
構簡約而傳統，但是其使用的材料組合：磚石，瓦片，鍛鐵等，
以及向日葵主題的瓷磚外觀，令其風格絢麗多彩，獨出心裁。



v⻄班⽛聖殿 Sanctuary of Covadonga
⻄班⽛聖殿是位於⻄班⽛北部阿斯圖亞斯的天主教聖
地。這裏充滿了藝術，遺產，⾵景，歷史和崇拜。
Covadonga的洞⽳，新羅⾺式⼤教堂和壯麗的冰川湖
泊都是這個地區路⾏中重要的⽬的地。想要進⼊
Covadonga洞⽳需要⾛過 103級「承諾的臺階」
（Stairway of promise），⼀些虔誠的朝聖者還會跪著
爬⾄洞⽳。通過洞⽳可以直接進⼊⽡東加⼤教堂。該
建築於1877年修建，采⽤新式的羅⾺⾵格，由周圍⼭
上的酒渣⿐⽯和⼤理⽯建成，兩座鑲嵌拱形⾨的⾼塔
與中⼼殿堂交相輝映。

驚險 • 大西洋奇景

v裏瓦德奧 Ribadeo
裏瓦德奧沐浴在薩克拉河岸優美的自然風光之中，
這裏有著世界視覺上最驚人的海灘之一 —— 大
教堂海灘。經過萬年海風海浪的侵蝕，巨石形成
了形態各異的巖洞和拱門，如同教堂雄偉壯觀般
的拱頂。在潮起潮落，日出日落的襯托下，景致
獨特驚艷。當有風聲穿過拱門時，可以感受到如
教堂中器官音樂一般的聲音。當離開海岸時，可
以感覺自己如同走出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自然教
堂之一。



🏱阿爾卡雄 Arcachon

阿爾卡雄是法國南部的⼀個⼩鎮，位於波爾多旁邊的⼤⻄洋沿岸，是海濱度假勝地。在海邊上有⼀處
著名的沙丘，它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經形成了，直到現在它仍然在狂⾵和氣流的作⽤下，不斷地有增⻑
的趨勢。沙丘上有190級階梯輔助你登頂，登⾄頂端可以遠眺整個⼤⻄洋海岸的壯麗⾵景。沙丘的沙質
很柔軟，可以享受到從沙丘上滾落的快感。

🏱聖埃⽶利翁 St.Emilion

聖埃⽶利翁是⼀座法國中世紀的⼩鎮，四周被微丘起伏的葡萄園所環繞，是波爾多最著名的葡萄酒產
區，有近百個葡萄酒莊和幾⼗個歷史遺跡分布在⼩鎮的四周，被聯合國教科⽂組織列為世界⽂化遺產，
是⼀個名副其實的露天博物館。這座充滿歷史氣息的城市，棲息在海⾓的巖⽯上。這裏的⼟壤與其他
不同的是，它擁有⼤量的⽕⼭灰⼟壤，使得這裏的葡萄酒擁有獨特的⾹味和⼝感值得品鑒。
聖埃⽶利翁巨⽯教堂是⼩鎮的頭號地標，在⼩鎮的各個地⽅都可以⼀眼望⾒⾼聳的鐘樓，登上鐘樓的
頂部可以俯瞰聖埃⽶利翁的全景。

🏱聖塞巴蒂安 San Sebastian

聖塞巴斯蒂安兼具海洋和⼭區的獨特地貌，擁有獨特的⾃然景觀以及歷史悠久的名勝古跡。漁村，時
髦的郊區和現代城區使得這個城市成為坎塔布連海岸最吸引⼈的城市之⼀。博物館，觀景臺和遊樂場
把現代和傳統完美的融合在⼀起。
聖塞⽡斯蒂安如畫⼀般的海岸線也是讓它成為最受歡迎的海濱度假旅遊勝地的原因之⼀。其中位於市
中⼼的兩個沙灘 ——⾙殼海灘和翁達勒塔海灘，是市中⼼的⼀個特⾊，被譽為「歐洲最漂亮的沙灘」。
這座城市同時也是⼀座國際性都市，每年都會舉辦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是世界知名的⼗⼤電影
節之⼀。



🏱畢爾巴 Bilbao

畢爾巴景⾊怡⼈，擁有森林，⼭區，海灘和海岸景⾊。位於市中⼼的⾺約爾廣場，也是
舊城的地理中⼼。廣場周圍由古典與現代樣式的建築所圍繞，⾊彩深淺不⼀。有8條路
呈「⽶」字型交匯於此，形成廣場外側的環形路，主要街道兩旁古典樣式的建築，清晰
地折射出曾經的輝煌與繁華。其中⼀條可以直接前往舉世聞名的畢爾巴古根漢姆博物館。
它是⼀個專⾨展出現當代藝術作品的博物館。它的主建築由Frank Gehry設計，是結構主
義的建築代表作。每年平均有115萬⼈次前來參觀。博物館位於新城區，從周邊進⾏城
市遊覽，可以看到有軌電⾞飽滿流線型的⾞頭以及寬敞整潔的⾞⾝，在草地上穿梭來往，
傳達著現代⽽富⽣機的城市信息。

🏱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

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是天主教朝聖勝地之⼀，相傳耶穌⼗⼆⾨徒之⼀的⼤雅各
安葬於此。⾃中世紀以來，無數虔誠的朝聖者絡繹不絕來到此地，形成了著名的
朝聖之路。不管您是否信仰天主教，⾏⾛在這條聖雅各之路才是感受這座充滿宗
教氛圍的中世紀古城的最好的⽅式。因此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也被稱為是聖地
亞哥之路的終點。

聖地亞哥的⽼城區杯聯合國教科⽂組織命名為世界遺產，穿過狹窄的街道和廣場
可以欣賞到歷史悠久的宮殿，教堂等建築物。其中最著名的是聖地亞哥⼤教堂，
它的外墻佇⽴在奧布拉多伊洛廣場上。登上⼤教堂的頂端，可以從最⾼點觀賞整
個城市。

🏱盧戈 Lugo

盧戈古城是唯一一座被羅馬圍墻環繞包圍的城市，保存了大部分的古羅馬遺址，這座古
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內靜謐的步行小道，廣闊的廣場和寬敞的
花園，更凸顯了城內大教堂，大主教官和市政廳的建築。除了圍墻，整座城市建築風格
多為羅馬，哥特式，巴洛克式建築，伴有濃厚的歷史氛圍。



法西幸福朝聖之旅

⎯世界臺商會聯合總會會後遊 ⎯

LET’S START YOUR JPURNEY!

開始您的旅程！



D1 4/17
巴黎搭乘 TGV – 594KM —波爾多 Bordeaux – 65KM —阿爾卡雄
Arcachon-67KM —波爾多Bordeaux 

⾶抵巴黎後，前往波爾多 ,接著前往Arcachon午餐享⽤當地盛產的⽣蠔，搭
配⼀杯⽩酒，在此品味最新鮮的當地料理（Café De La Plage）

下午專⾞前往歐洲最⾼的沙丘 Dune du Pilat，沙丘上有190級臺階輔助登頂，
可以享受從沙丘上滾落下來的快感，享受獨特的體驗。接著前往波爾多遊覽
市區

傍晚前往波爾多月亮港，漫步於加龍河畔，感受多彩多姿以酒城著名的——
波爾多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Bordeaux Centre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

D2 4/18
波爾多 Bordeaux – 45KM —聖艾⽶利翁St.Emilion – 45KM—
波爾多Bordeaux 
早餐後前往聖艾⽶利翁酒區。13世紀初，這裡開始種植並釀製葡萄酒，城
鎮建築從中世紀即完整保留⾄今天，被聯合國教科⽂組織列為世界⽂化遺
產。

午後我们将走访沿途知名的5大酒庄瑪歌酒莊Chateau Margaux，與拉菲酒莊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拉度酒莊 Chateau Latour、⽊桐酒莊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和侯伯王酒莊Chateau Haut-Brion驻足拍照共享世界第⼀等
的五⼤酒莊殊榮。 (★将安排⼆级酒庄的品酒Tour）

傍晚我們前往波爾多⽼城區，因为有加⿓河點亮了城市的繁華更把葡萄推
向了全世界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Bordeaux Centre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法式精致 晚餐：當地料理



D3 4/19
波爾多Bordeaux – 200KM—⽐亞⾥茨Biarritz – 51KM —聖塞巴
斯蒂安San Sebastian 

早餐後前往欧洲皇室最钟爱的度假胜地——⽐亞裏茨⼩鎮遊覽，駐⾜於寬闊
的沙灘欣賞龐⼤巨⽯以及⼤⻄洋浪花帶來的震撼，也是歐洲最⼤沖浪板勝地

午餐後接著前往⻄班⽛最奢侈的渡假勝地「⾙殼灣」聖塞巴斯蒂
2016年獲評為歐洲⽂化之都；2011年度最受網友喜愛和認可的美⾷名城之⼀。
參觀孔查海灘及善牧主教堂等熱⾨景點

晚餐我們将⼀起穿梭在⽼城的巷弄，家家品嘗最道地的PINTXOS和BASQUE
TAPAS，當⼀⽇聖塞巴斯蒂安⼈。

住宿：Palacio de Aiete Hotel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法式料理 晚餐：自理（Tapas餐）

D4 4/20
聖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 – 34KM —蘇瑪伊阿Zumaia —
77KM—畢爾巴Bilbao
早餐後前往奇特地形景色的Zumaia，這裏有著豐富而壯麗的復理石海灘，
這些石頭被海水沖刷過後，產生的龍鱗的確與龍石島有一曲同工之妙。不
同於我們印象中的沙灘，這裏的沙灘猶如幹枯的木頭，向上延伸形成石山，
或伸向大海，日復一日跟隨潮漲潮汐改變，形成了現在這獨特的風景線。

午餐後 接著藝術巡禮來到最有代表建築的★古根漢美術館，世界文化遺
產畢爾包城市。這座雕塑般的巨大建築從表面上看有點令人眼花繚亂，因
為它由一系列建築碎塊拼鑲而成，這些碎塊有的是規則的石建築，有的則
是覆以鈦鋼和大型玻璃墻的弧形體。它的主建築由Frank Gehry設計，是結
構主義的建築代表作。

晚餐我們將特別准備西班牙烤肉

住宿：Hotel Barcelo Nervion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西班牙燒烤



D5 4/21
畢爾巴Bilbao – 143KM – 可米亞斯 Comillas –101KM– 西班牙聖
殿 Sanctuary of Covadonga – 11 KM –康加斯德奧尼斯 Congas
de Onis

早餐後將前往被選為⻄班⽛最美的三⼗個城鎮之⼀，在Comilla鎮上的★奇
想屋 ⎡EL Capricho De Camilla⎦是絢爛奪⽬⼗九世紀⾼迪建築的另⼀創舉

午後接著前往⻄班⽛聖殿的⼩⼭城，隱藏在這個洞⽳瀑佈⽔簾中的聖⺟瑪
利亞雕像被認為奇跡般地幫助了當地⻄班⽛⼈基督徒的勝利，多少朝聖者
慕名⽽來。
晚上夜宿⼭巒環抱區域

住宿：Parador De Cangas De Onis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 晚餐：西班牙精致晚餐

D6 4/22
康加斯德奧尼斯 Congas de Onis – 9KM —歐洲之峰國家公園
Nationalpark Picos de Europa – 220KM —里瓦德奥 Ribadeo –
117KM —盧戈 Lugo
早餐後特別來到⻄班⽛的阿斯圖裏亞⾃治區的⼼臟，歐羅巴⼭國家公園“也是⻄班
⽛認定的第⼀個國家公園”沿途景致壯麗的⾵景，接著來到Lake Enol愛諾爾湖，在
此探索有歐洲之峰的神奇美景。

午餐後繼續前往⻄班⽛綠⾊區域-加裏⻄亞，這裏擁有★世界最美海灘之⼀奇特的
⼤教堂，周邊懸崖絕壁和⼩海灣構成看不完的層次幻覺，是值得玩味的奇景

傍晚將來到世界唯⼀有完整羅⾺城墻包裹的城市，也是聯合國世界⽂化遺產魯⼽

** 西班牙擁有最多的米其林餐廳，因大部分米其林餐廳都於晚上九點營業至淩晨十
二點，所以今日安排在中午享用美味的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Eurostars Gran Hotel Lugo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大西洋海鮮（鬼角） 晚餐：米其林推薦



D7 4/23
盧戈 Lugo – 100KM —蒙特多戈佐Monte do Gozo – 6KM —
聖地亞哥孔波斯特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
早餐後將前往⾛到哪兒都不會迷路，沿途“箭頭”“⾙殼”都會指引妳⽅嚮的
最後⼀段路線，我們將來到Monte do Gozo，讓我們也去親⾝體驗⾛⼀段這
⼀條路徑的喜悅（全程約4.9公裏）

或者繼續搭⾞最終來到⻄班⽛也是結束⼀段朝聖之路，最知名的宗教城市，
從中古世紀以來每年都有，徒客⼀步⼀腳印⻑途跋涉到這裏朝聖，讓各種
不同⽂化種族的⼈們，也在這條路上產⽣交流

午後進⾏市區參觀，這座城市佈滿了歴史地標：博物館，教堂及宮殿

住宿：Hotel NH Collection Santiago de Compostela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餐 晚餐：歡送晚宴

D8 4/24
早餐後聖地亞哥孔波斯特拉機場準備搭機轉往馬德里– APT

建議在Skyscanner訂購前往馬德里機票

建議前往馬德里搭乘飛機返回原住地

⾏程價格
每⼈1870歐元2⼈⼀間雙⼈房

單⼈房加價500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