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9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後旅遊: K團 4/17-4/23法國美味饗宴7日

法國：是本土位於西歐並具有海外大區及領地的主權國家，實行單一制與半總統制，首都為
其歐盟最大文化與金融中心巴黎。該國本土由地中海一直延伸至英吉利海峽及北海，並由
萊茵河一直延伸至大西洋，整體呈六角狀。法國與西班牙及摩洛哥為同時擁有地中海及大
西洋海岸線的三個國家。

二十人起成團,報價:每人1740歐（兩人一室）
三十人起成團,報價:每人1545歐（兩人一室）
單人房加價:600歐元

訂金：每人500歐元，請於12月20日前支付,我們將於報名後提供信用卡刷卡連
結

我們將於報名截止後 10天內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

報價包含：

1- 6晚4星 級酒店或莊園酒店, 含早餐
2- 含10份西式或中式餐點,含水, 不含酒 (D2及D3晚餐自理), 包含松露點心, 法式海鮮拼
盤, 一份米其林一顆星餐廳及米其林推薦餐

3- 以上所提門票( *夏布利酒庄品酒*勃艮第黑松露之家*亞維農教皇宮*埃茲香水工廠*嘉德
水道橋*梵谷中心*亞爾羅馬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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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程大巴，全日10小時用車
5- 含大巴司機及中文導遊, 全程服務，全日10小時
6- 6天司機及導遊的小費

報價不包含：
1- 未提及所有景點門票
2- 私人消費
3-返回僑居地機票請自行預定於4月23日法國尼斯機場（NICE), 機場代號：NCE, 起飛
4-第 2天晚餐, 為了讓您體驗當地生活, 我們將安排於里昂美食市場裏自理

取消條款：

1. 如果客戶取消訂位並退團，我們將依照荷蘭ANVR的取消政策。
2. 付款: 支付訂金每位500歐元團費，餘款必須於出發前一個月內全數繳付
3. 取消行程費用:
訂位付訂金後，如需取消，將按下列方式扣除費用:
-以出發日起計算，超過45 天取消，訂金將全數退還。
-以出發日起計算，45 至15 天內取消，需繳付團費30%。
-以出發日起計算，8 至14 天內取消，需繳付團費50%。
-以出發日起計算，0 至7 天內取消，需繳付團費100%。

►法國特色餐食：
1.吃在蔚藍海岸：尼斯沙拉 Salade Niçoise--法國南部著名的尼斯沙拉可說是囊括了南
法的鄉野之味，黑橄欖、甜椒、蕃茄、 白煮蛋、馬鈴薯、鮪魚或鯷魚丁，每一家做法
相同，搭配上幾滴橄欖油搭配法國麵包，就是一道清爽又好吃的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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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式封油鴨：法國百年經典美食，這也是法國傳統的家禽食材保存方式，將清理完的
鴨或鵝，以鹽長時間醃製讓肉質入味，再用大量鴨油將肉完全密封、隔離與空氣接觸，
以低溫、長時間料理，來保留肉質的柔嫩美味！
3.順順旅遊獨家安排, 參觀黑色鑽石--->松露原產地, 體驗跟狗狗採松露的樂趣, 品嚐松
露小點心
4. 到了尼斯, ㄧ定要品嚐法式的海鮮大拼盤
5. 來到波根地, 法國鍋牛的原產地, 脆脆的蝸牛肉, 口感清爽

►噴泉之城～艾克斯.普羅旺斯：艾克斯是普羅旺斯的前首府。這座擁有林蔭大道、噴泉、華宅
的中世紀古城，是普羅旺斯最具“都會”風情的地區，也是天才畫家塞尚的故鄉中。艾克斯的原
意是由拉丁文“水”演變而來，也有人說是“普羅旺斯最好的地方”。
►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亞維農：夕陽餘暉灑落在亞維農教皇宮滾滾隆河上，隆河上
的斷橋仍屹立不搖的堅守崗位，它就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亞維農城！
►亞爾~梵谷作畫之城：走訪在這座城市，可以發現梵谷的足跡無所不在！這座城市因為梵谷
而佈滿傳奇的色彩！

行程內容（★入內參觀◎僅參觀外觀）

04/17 星期ㄧ  第1天 巴黎Paris-沙布利白酒酒窖Chablis(186km)-頂級食材松露獵
採屋(141km)-第戎Dijon(40km)

早餐後離開巴黎前往勃艮第,有人說假設巴黎是法國的頭，香檳是法國的靈魂，那麼勃艮第
應是法國之胃前往法國著名的白酒產地Chablis 夏布利白, 我們將入內品嚐★夏布利白酒,夏
布利位在勃根地西北方，是法國相當出色的白酒產區。從前這片土地沈在海底，保留了許多
海底貝類化石，所以這裡的白酒喝起來會帶有一點海洋、礦石的鹹香。酒款等級則由低到高
，依序劃分為：小夏布利、夏布利、一級園夏布利、特級園夏布利，等級越高的酒款，果香會
更加明顯，甚至會有蜂蜜、花香。

拜訪完夏布利白酒，接著去探索被譽為「世界三大珍饈」之一的松露，它的氣息有如潮濕的朽

木般濃郁、持續，久久無法散去；外表滿佈如鱗片的深色外殼，內部則出現黑白相間的不規

則紋路，優良的松露，表面堅硬，散發出濃厚的芳香，刀切面有如大理石般的花紋。而松露也

被譽為「廚房裡的鑽石」，接著就將前往★勃根地黑松露之家，親自品嚐美味的松露小點心。

晚上入住第戎。

行程特色：夏布利酒莊、勃艮第黑松露之家
門票包含：夏布利酒莊導覽及品酒、勃艮第黑松露之家+品嚐松露點心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法式中餐 晚餐：法式蝸牛+紅酒燉牛肉大
餐

住宿飯店: 第戎四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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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 星期二 第2天 Dijon-Dijon half day city tour - 里昂舊城世界遺產之旅
UNESCO tour -(200km)--里昂美食市場

早餐後我們將前往勃艮地首府◎第戎。
此座小而巧的城市，沒有高聳樓宇，進入城裡，大量法式風格的老建築不斷地映入眼簾。從

◎達西廣場起，進入最精采的街景風光，經過◎凱旋門，漫步◎自由大道上，琳瑯滿目的櫥

窗吸引外來訪客的目光，途經自1747 年成立的老牌◎芥末醬店，其以黃芥末醬香甜聞名，過
去兩個多世紀以來，第戎芥末醬一直被視為當地最棒的醬料。而傳統第戎芥末醬中會用到酸

葡萄汁 ，這種酸葡萄汁來自未熟成的葡萄。因為有酸葡萄汁的襯托，第戎芥末醬的味道才如
此特殊。

隨後前往◎里昂位於法國東南部，為法國巴黎及馬賽之下的的第三大城，早年絲綢與紡
織業的盛行，被譽為「歐洲絲綢之都」，豐富的歷史建築坐落於此，里昂於1998年12月5日里
昂中心城區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每年接待550萬遊客，
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國遊客，今天的里昂穩居法國第三大旅遊城市的位置。 2016年9月被“世
界旅遊大獎”評選為“歐洲最佳週末度假目的地”，作為法式優雅生活的代表。
隨後, 我們來到★里昂美食市場。「美國人談車必提底特律，法國人談吃必提里昂。」美食家
威施伯格（Joseph Wechsberg）曾在到訪法國里昂（Lyon）後如此評論。美食之都里昂，最早
的美食市集出現在1859年。里昂的地理位置在西歐的中心，正好匯聚了周邊地中海、大西
洋以及東歐地區的肉類、蔬菜與起司等食材，而透過地中海從非洲與亞洲運送到法國的調
味料、辛香料也陸續在此出現。
經過一個世紀，里昂美食市場成了著名的食材集散地，為了要強化美食印象，里昂市政府在
火車站附近，建造了一個現代化的室內市場，在1971年1月落成，這一棟4,100坪的3樓建築，讓
里昂與美食關聯更為緊密，2004年依據歐盟標準再次進行翻新。2006年，此市場獲得蟬聯54
年米其林三星的在地傳奇名廚保羅・包庫斯（Paul Bocuse）認可冠名，正式定名為「里昂保羅・
包庫斯市場」（Les Halles de Lyon Paul Bocuse）。今晚晚餐，我們讓大家自由在這個美食聖殿，
自由探索美食。今晚就夜宿於里昂四星酒店。

行程特色：第戎市區遊, 里昂美食市場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第戎傳統法餐 晚餐：里昂美食市場自理

住宿飯店:里昂四星酒店

04/19 星期三  第3天  阿里昂Lyon-亞維儂Avignon(229km) 亞維儂教皇宮

早餐後，開始拜訪南法知名宗教古城◎阿維尼翁，一到阿維尼翁, 我們將好好品嚐法國的米
其林星級餐廳。

下午將參觀阿維尼翁，建於羅馬時期，在1309年到1377年之間，天主教教廷從羅馬遷移至此，
後來更出現兩地各以教皇的情形(是稱「大分裂」)。阿維尼翁是法國少見保留了城牆的城市，
此外著名古蹟阿維尼翁還有★阿維尼翁教皇宮、◎聖貝內澤橋 –城牆外的亞維農斷橋也是不
可錯過的景點，因法國民謠(Sur le Pont d' Avignon)而聞名，真正的名字叫Pont St-Benezet，於
1995年阿維尼翁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城牆外的亞維農斷橋也是不可錯過的景點，因法國
民謠(Sur le Pont d' Avignon)而聞名，和教皇宮一樣都是亞維農著名的景點，旁邊緊臨的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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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院，還有個花園。
我們將安排自由活動時間, 讓大家在亞維農裡隨處走走總會遇到些驚奇的小店面，很多店內
的擺設都十分有特色，除了有賣給觀光客的工藝品店外，還有賣橄欖油的專賣店…等等。您
可悠閒的渡過一個浪漫的美好時光, 並自行享用晚餐！

今晚就夜宿於阿維尼翁四星酒店。
行程特色：阿維尼翁
門票包含：教皇宮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普羅旺斯米其林一星
餐廳

晚餐：法式晚餐

住宿飯店: 阿維尼翁四星酒店

04/20 星期四  第4天  亞維儂Avignon-嘉德水道pont du gard(36km)--亞爾
Arles(30km)-亞維儂Avignon(50KM)

早餐後，前往★嘉德水道橋是建於公元1世紀的偉大工程，堪稱古代的一個奇跡，是羅馬時代
為了讓尼姆高架渠（長約50公里）橫跨加德河所建。這座橋共三層，一層包括6個大型橋拱，第
二層為11個稍小的橋拱，最上層為35個更小的橋拱。加爾橋是現今保存最完好的古羅馬水道
橋，其為歐元紙幣背後唯一的一座實體橋。198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人類世界遺
產。

之後前往位於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亞爾，位於隆河三角洲的城市，公園前103年就有運河
與地中海相連，所以在羅馬帝國凱薩大帝統治時被譽為高盧人的小羅馬，繼而在基督教發展
初期成為重要的宗教中心，工商及旅遊業也一直都很發達。在普羅旺斯優美的風景之中阿爾
勒後來又成了許多畫家和詩人尋找靈感的聖地；荷蘭後印象派畫家梵谷從1882年至1889年寄
居此地，短短一年多，就有約300油畫和素描作品，包括《夜晚的露天咖啡》、《黃房子》等舉世
知名的畫作。首先我們先前往★梵谷紀念館，這是由他曾住過的療養院改建而成，庭園中央
種滿五彩繽紛的花朵，跟他的畫作頗為相似。另外，我們途經★古羅馬競技場跟★古代劇場,
法國保存最完好的古羅馬競技場之一。然後朝向梵谷◎夜間咖啡館的實景地走去。

門票包含：嘉德水道橋，梵谷紀念館，古羅馬競技場跟，古代劇場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嘉德水道景觀法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飯店: 阿維尼翁四星酒店

04/21 星期五  第5天  Avignon亞維儂-普羅旺斯Aix en provence-（96km)坎城
Cannes(150km)-尼斯Nice

早餐後前往◎千泉之城～艾克斯普羅旺斯Aix-en-Provence City Tour
千泉之都艾克斯，是藝術家塞尚的故鄉，欣賞城內各種風格的藝術噴泉，感受塞尚的
靈感城市是怎麼樣的風貌？走訪塞尚喜愛駐足的雙少咖啡廳，漫步於舊城區、漫步昔
日貴族最愛的米哈柏大道，享受山居歲月作者筆下的城市。

隨後, 前往光鮮亮麗的◎坎城，這是著名坎城影展的所在地。
在中古世紀時，坎城Cannes是Lerins修道院（en:Abbey of Lerins）的封建屬地。直到19世紀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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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城成為一個農漁業的小村落，在Suquet山丘的人口密度相當高。1830年代開始，法國及外
來的貴族逐漸在此建立他們的度假小屋，因此坎城漸漸成了一個度假村。
提到坎城，大家第一個聯想到的，莫過於「坎城影展」。坎城是一個充滿節慶氣氛的城市，著
名的坎城國際影展每年5月展開。一年當中，無論何時造訪，坎城幾乎都有展覽舉行。尤其是
五月中旬的坎城影展期間，衣香鬢影的熠熠星光將整座城市點亮，高級飯店、白色沙灘、社
交名人、國際精品，就構成了坎城的夏日印象。

稍後前往◎尼斯，今晚夜宿於尼斯四星酒店。尼斯堪稱法國最美的城市 ◎ 尼斯，擁有一片美
麗湛藍的海，蔚藍的天，搭配著南歐橘黃色房子元素；悠閒愜意的地中海南法風情，旅遊時
不如在巴黎還來的匆忙，更有時間靜下來感受當地生活步調，也難怪這裡會是歐洲熱門的度
假天堂。尼斯位於地中海及阿爾卑斯山脈間，是法國南部一個港口城市；其實尼斯這個城市
一直到1860年，才成為法國國土的一部分，至今時間不到2百年歷史，在這之前為義大利領
土。
行程特色：尼斯、坎城影展所在地、山居睡月-艾克斯普羅旺斯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艾克斯補羅旺斯法式

午餐
晚餐：法式海鮮拼盤大餐

住宿飯店: 尼斯四星酒店

04/22 星期六 第6天  尼斯 ～Eza艾日（30KM)---香水工廠--摩納哥
Monaco(9KM)--尼斯Nice(20.6KM)

早餐後, 前往◎艾日，是法國蔚藍海岸的一顆明珠。埃茲位於尼斯東北10多公里，盤山而建的
小村隨處可見石頭砌成的古堡，石屋，小路，古色古香。南法迷你埃茲小鎮，小巷的異國風情
，漫步在懸崖邊可看到一片數不完的仙人掌，映著蔚藍無際的地中海；前往南法風情小鎮★
艾日香水工廠，如何製作香氣芬馥香水及各個香水的故事。

稍後前往◎摩納哥是世界上面積第二小的國家。十九世紀以來，吸引了世界各國名流前來渡
假，尤其是歐洲皇室更喜歡來此避寒。大海陪襯的◎摩納哥皇宮、棕櫚樹點綴的蒙地卡羅皇
家賭場前名車雲集，展現貴族生活縮影。蒙地卡羅，以豪華的賭場聞名於世，也為每年ATP
世界巡迴賽1000 大師賽之一的蒙地卡羅大師賽舉行之處。蒙地卡羅最重要的活動除了賭之
外，就是F1 賽車。蒙地卡羅賽道是最經典的城市賽道，也就是用整個城市的公路當跑道哦。
◎蒙地卡羅賭場建於1878 年，與巴黎歌劇院是同一設計師GAMIER。內部的天花板和牆壁古
典瑰麗，猶如一座豪華的宮殿。坐落在蒙地卡羅地區海邊的山頭上，俯瞰著湛藍的地中海。
在摩納哥的眾多賭場中，蒙地卡羅大賭場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大型賭場，也是世界三大賭場
之一。
晚上入住◎尼斯, 結束了難忘的中南法之旅。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傳統西式餐 晚餐：尼斯中式晚餐

住宿飯店: 尼斯四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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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  星期日  第7天返回僑居地

返回僑居地機票請自行預定於4月23日法國尼斯機場（NICE), 機場代號：NCE, 起飛。機場
酒店有交通車前往機場。我們將協助您與機場酒店預訂交通車，帶著滿滿的禮物及回憶

，中南法7天之旅全程至此結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上午餐 晚餐：機上晚餐

住宿飯店: x

詳情請洽: Shun Shun Travel 順順旅遊

電話: +316.2888.3080

郵件:shunshuntravel4@gmail.com

Line/Wechat: shunshun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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