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國 20 日

(2019 年)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臺北巴黎

(Bonjour France, Here we are!)
今日搭機飛往法國首都巴黎，因係洲際長程飛行，機上餐宿。

第 2 天 吉維尼(Giverny)莫內花園盧昂(Rouen)諾曼第(Normandie)
吉維尼:


盧昂:


諾曼第:

◎莫內花園：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內(Oscar-Claude Monet)於西元 1883 年遷居至此
終老，園內廣大的庭院小河流過其間遍佈花草和樹木，河邊白楊、水柳、菩提樹
茂盛。美麗的莊園造就莫內創作出和過去漂泊各地完全不同的新主題。
諾曼第(Normandie)首府，在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Marie Hugo)眼中盧昂的
天空是由一百多個教堂尖塔的輪廓所合成。◎聖母院、大時鐘、中世紀樓房、
曲折巷道….。聖女貞德(Jeanne d'Arc)19 歲在★舊市集廣場被處火刑。
法國西北英吉利海峽濱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同盟國兩百萬大軍登陸處。

第 3 天 聖米歇爾山(Le Mont-St.-Michel)雷恩(Rennes)
聖米歇爾山


雷恩:



英吉利海峽岸邊的海中大礁石島嶼。八世紀時由一位天主教神父宣稱：天使指
這是一座「仙山」開始興建◎隱修院(Abbey)，法國大革命時改成監獄。聳立
其上的教堂、奇蹟堂、迴廊、英法百年戰爭所建之防禦★城牆、帶領朝聖者前往
修道院的★大街…...歷歷見證和烙印著法國歷史的深刻痕跡。
布列塔尼(Bretagne)首府，維蓮河(La Vilaine)及伊樂河(L’Ille)匯流處。市區呈現
濃厚中世紀風貌：鄰近行人徒步區許多酒吧及煎薄餅店之★競技廣場、
★聖皮耶大教堂、※市政廳、※歌劇院、※法院…。

第 4 天 羅亞爾河城堡(Châteaux de la Loire)
羅亞爾河
城堡:



歐洲最詩情畫意的※羅亞爾河流域(Vallée de la Loire)。在風光明媚的谷地上
有好幾世代的法國王公貴族，沿河的兩岸陸續建造了一系列宛如童話世界的
美麗城堡。跨支流※謝爾河(Cher)上的◎修濃梭堡(Château de Chenonceau)，
歷經幾世紀修造擴建宛似風韻綽約的貴婦，散發出多種不同時期的文藝復興式
建築風格，令人眷戀不已！◎香波堡是西元 1518 年國王法朗哥一世根據達文西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之設計而興建，擁有 440 間秀麗廂房的巨大
宮殿蔚為壯觀！是系列羅亞爾河城堡中規模最大城堡。

第 5 天 波亞提爾(Poitiers)聖愛美濃(St.-É milion)
波亞提爾:



聖愛美濃:



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西元 1431 年由教宗尤金四世(Pope Eugene IV)創建，
★聖母大教堂(Église Notre-Dame la Grande)深具古羅馬建築範例的一座藝術
寶殿，於西元 1086 年由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
揭幕。
波爾多(Bordeaux)酒區乃舉世最大的美酒之鄉，以波爾多東北方中世紀風貌的
這小鎮最為知名，村內曲折起伏的石板路、爬滿老藤的城牆、葡萄園美麗的
風光…。

第 6 天 賀卡馬杜(Rocamadour)帕迪哈河穴(Gouffre de Padirac)
賀卡馬杜:

沿河谷崖壁蜿蜒向上建造的中世紀古鎮，一棟棟房子宛若從山壁裡長出來，
渾然天成的景象令人激賞。漫步熱鬧典雅的老街，隨性瀏覽各式各樣商店。

帕迪哈河穴: 周長約 99 公尺的地表斷層下陷深窟，西元 1889 年被發現到西元 1938 年拓整後
開放參觀，深入地下約 75 公尺◎乘船尋訪洞穴系統中的鐘乳石、伏流…等。

第 7 天 卡爾卡頌(Carcassonne)尼姆(Nîme)(普羅旺斯區)
卡爾卡頌:




尼姆:



完整保存 13 世紀原貌之◎古城，宛似童話故事的夢幻城堡，二道約 1.7 公里
長石牆環繞著上頭點綴 52 支女巫帽似的塔尖，編成耀眼天際線。古色古香的
城牆內漫步迷宮般蜿蜒的古巷石道處處令人驚艷不己！
羅馬帝國時期地中海沿岸最早建立的行省，這春夏季節盛開薰衣草(Lavender)的
錦繡大地保留許多寶貴文化資產，19 世紀時吸引塞尚(Cézanne)、梵谷(Van Gogh)等
畫家到此客居創作，又因 Peter Mayle 的名作「山居歲月」(A Year in Provence)
暢銷全球，更添加無比引人遐思的魅力，絡繹不絕的旅客蜂湧前來尋幽訪勝。
古名 Nemausus 原是高盧人聚落，西元前 121 年被羅馬帝國征服，奧古斯都大帝特
將它建成
「羅馬首都以外的另一個羅馬」
，是舉世保存羅馬帝國遺產最完善古城。
★古羅馬劇場(Les Arènes)：完整圓形競技場，供二萬五千人觀賞人獸決鬥。
★奧古斯都門(Porte d'Auguste)：西元前12 年建6 公里城牆有6×4 公尺拱門通行馬車。
★方型廟堂(Maison Carrée)：奧古斯都大帝的女婿 Marcus Agrippa 所造，
全歐羅馬帝國時期所建廟宇中留存最完整，美國首都傑弗遜紀念堂建築方式
即是仿其高臺上長柱環立主殿之的柯林斯(Corinthian)式建築風格。

第 8 天 亞維濃(Avignon)葛德(Gordes) 胡西雍(Roussillon)
亞維濃:



葛德:
胡西雍:

西元 1309~1377 年是全球基督徒的信仰中心，也是羅馬教皇的歷史〝陪都〞
。
★教皇宮殿(Palais des Papes)：羅馬教皇(Pope Clement V)避難後歷任教皇以
花崗石在隆河南岸建哥德式堡壘宮殿。旁是 12 世紀羅馬式★亞維濃大教堂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s Dom)與★峭壁庭園(Rocher des Doms)。
★隆河城門(Porte du Rhône)右邊是 1669 年斷的★亞維濃斷橋(Pont St.-Bénézet)和
橋中間一層 13 世紀建的羅馬式、一層是 16 世紀建造哥德式之聖尼可拉教堂。
曾被選為法國最美村莊之一的中世紀城堡，古城蜿蜒的石頭小路高低起伏。
盛產紅色原料赭石 ocre，相傳美女 Sirmonde 為伴侶殉情而將其鮮血染紅大地。

第 8 天 衛橋(Pont du Gard)亞耳(Arles)馬賽蔚藍海岸
衛橋:



亞耳:



馬賽:

蔚藍海岸:



西元前 19 年起以巨大石塊疊建三層高河面約 49 公尺、河谷跨距達 275 公尺之
★輸水道大拱橋(Aqueduc)以17 公尺落差自50 公里外引二千萬公升泉水供每日飲用。
(或譯:阿爾勒)近隆河入海口，西元 306 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指定為羅馬帝國第二首都。西元 1481 年併入法國成為普羅旺斯文化藝術中心，
梵谷於 1888 年移居亞耳並找高更(Gauguin)一起來作畫，1890 年離開亞耳不久即
過世，留下許多生前代表性畫作的取材景物留供今人追憶。
★圓形露天劇場(Les Arènes d'Arles)：西元一世紀建造，可容二萬多觀眾。
★古羅馬劇院(Théâtre Antique)：西元一世紀初奧古斯都大帝(Caesar Augustus)
起造，遺跡僅剩兩支被稱「雙寡婦」之併列柯林斯石柱(Corinthian columns)。
★共和國廣場：亞耳最主要廣場，中間噴水池矗立★方尖碑，北邊★市政廳
(Hôtel de Ville)建於西元 1673 年，其聳立雙斜面屋頂上的鐘塔外觀特別顯著。
法國第一大港，法國大革命暨法國國歌『馬賽進行曲』的歷史故事起源地，
2600 年前希臘人移居時古名 Massalia，一向與里昂爭逐法國的第二、三大城。
★舊港(Vieux-Port)：以 St. Jean 和 St. Nicolas 兩座要塞扼守出入地中海門戶。
◎聖母大教堂：舊港口旁 160 公尺高山丘上，居高臨下可俯視市區、港口。
名稱源自西元 1887 年由 Burgundy 移居坎城的律師兼詩人 Stéphen Liégeard 出版
一本介紹地中海岸旅遊書“La Côte d’Azur”，生動描述從法義邊境 Menton 到
土崙(Toulon)附近之 Hyères，嫵媚的海灘在嬌陽普照的蔚藍天空下散發出無比
迷人的吸引力，這海岸就因書熱烈暢銷而成為世人樂為引用之地名。

第 10 天 坎城(Cannes)摩納哥(Monaco)尼斯(Nice)
坎城:


摩納哥:


尼斯:



棕櫚樹海濱林列的※海灘大道(La Croisette)：觸目皆是豪華旅館或奢侈精品店，
每年春暖花開的五月中旬在可容納五千名觀眾的★Palais des Festivals 大廳
舉辦期 12 天之國際影展(Festival de Cannes)，國際一流紅星匯集星光熠燿！
面積 1.8 平方公里之袖珍小國：獨立王國以日進噸金的賭場(Casino de Monte Carlo)、
昌隆鼎盛的觀光為最主要營收。摩納哥大獎賽(Grand Prix de Monaco)是每年
五月第二周展開的一級方程式世界級大賽車，更是舉世熱烈關注之一大盛事。
蔚藍海岸首府，古希臘人最早建立「勝利之城」(希臘文 Nike 原意)，是義大利
熱內亞到法國馬賽之間最大城市；每年平均日照三百天以上，是往昔歐洲王公貴族
與現代富豪名流渡假休閒熱門地點。西元 1822 年英國人資助建造海邊 6 公里長的
※英格蘭林蔭大道(Promenade des Anglais)，成排棕櫚樹與鮮豔花草點綴
風光明媚的海灘，豔陽天時熱鬧無比的海灘常見上空佳麗享受日光浴或嬉水
怡然自得，觀賞俊男美女更是目不暇給，碧海藍天下與之共享水天一色無比舒暢！

第 11 天 拿破崙之路(Route Napoléon)里昂(Lyon)
拿破崙之路

里昂:

西元 1815 年 3 月 1 日拿破崙從地中海小島厄爾巴(isola d'Elba,)逃回法國，
自蔚藍海岸的 Golfe-Juan 登陸，一路途經 Cannes, Grasse, Sisteron, Grenoble…迄 5 月
20日才進抵巴黎重登帝位，這段深具歷史意義的崎嶇路途即稱為
「拿破崙之路」
。
凱撒大帝征服高盧(即今日法國大部份領土之舊稱)派軍駐紮時古名 Lugdunum。
羅馬帝國統治時期是高盧首府，中古時期發展成歐洲經貿與宗教中心，16 世紀
時從中國引進絲織發揚光大而更加富裕。是當今法國最知名的"美食之都"。

第 12 天 里昂安錫(Annecy)
里昂:


安錫:



★老城區(Vieux Lyon)：12 世紀的★聖金翰大教堂(Primatiale St.-Jean)其廣場
周圍洋溢文藝復興時期之建築風格；◎聖母大教堂(Basilique Notre-Dame de
Fourvière) 有四支八角形尖塔，是 19 世紀時大主教祈求普法戰爭勿波及里昂
如願後所還願建造之宗教聖殿，鐘樓頂有一尊鍍金聖母雕像，外牆上城垛望
之如城堡般堅固；南有法國最古老大小兩座★羅馬劇場(Théâtre antique
Romain, Odéon antique)。
中古城鎮花團錦簇，一向獲評選為全法國最漂亮的花城，踏進如詩如畫的
老城區宛似乍然墜入童話故事般驚喜！地面上鋪鵝卵石的曲徑窄巷、旖旎
蜿蜒的美麗★運河、13 到 15 世紀建造的★古城牆與角樓尖塔、商店餐館或
家家戶戶以鮮豔花卉綴飾樓台、晶瑩剔透全歐最純淨清澈的★安錫湖(Lac
d’Annecy)襯托山光水色、賞心悅目的一景一物，讓每次攝入鏡頭的都成為
一幅幅扣人心弦的畫作。

第 13 天 霞夢尼(Chamonix)科瑪(Colmar)
霞夢尼:
(白朗峰)
Mt. Blanc

科瑪:

西元 1924 年全世界第一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Winter Olympics)滑雪勝地。
法瑞義三國邊境的阿爾卑斯山氣勢磅礡，置身巍峨峻嶺中愜意遊賞山林溪
澗或尋訪精緻工藝小店，宛如陶醉在恬謐的人間仙境！無高山症或耐空氣
稀薄者，可自費搭纜車攀登上西歐最高之白朗峰(4,807 公尺)Aiguilles du Midi
觀景站(3,841 公尺)。*纜車登上高山之各項變數很多>本公司恕不安排!
運河渠道水流清澈見底魚兒悠游有"小威尼斯"之稱，街上密佈中世紀的木
樁支架建築，西元 1350 年間建的★Maison Adolph 最古老，彷彿處處童話
故事場景。

第 14 天 艾古斯海(Eguisheim)裏克威爾(Riquewihr)史特拉斯堡
艾古斯海: 亞爾薩斯酒鄉之路，廣場上有西元 1002 年出生於此的★教皇 Leo 九世雕像。
裏克威爾: 藏在山丘和葡萄園間的美妙中世紀小城。有古堡壘、城門、…與精美商街招牌。
史特拉斯堡 萊茵河畔古典名城，德文字義:「路上的城堡」
，歷法德兩國交替統治，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歸法國。今是亞爾薩斯(Alsace)首府，西元 1949 年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在此地※Palais de l'Europe 成立，西元 1977 年至 1999 年亦是
歐洲議會所在地。現有歐洲人權法院(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歐盟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以鵝肝、亞爾薩斯酒、白蘭地馳名全歐。

第 15 天 迪戎(Dijon)
迪戎:

法國中部勃艮地首府。14 世紀英法百年戰爭時，勃艮地公爵在此區域建立了
歐洲強盛的統治疆域。傳說觸摸★聖母院牆上貓頭鷹會帶來好運的、許多中世紀
建築的★玻璃廠街 (Rue Verrerie)、勃艮地公爵舊宮庭的★美術館、★聖米歇爾教堂。
當地的名產有:焗蝸牛(Escargot)及芥末醬(Moutarde)。



第 16 天

楓丹白露宮(Fontainebleau) 巴黎

楓丹白露宮: 拿破崙與約瑟芬最鍾愛的◎宮殿，座落賞心悅目又浪漫的禦花園！
巴黎:
法國首都、光芒四射的花都，全世界最多遊客鍾愛、一再回訪的旅遊之都。

第 17 天 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巴黎(Paris)
凡爾賽宮:


巴黎:

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於西元 1661 年建造◎凡爾賽宮，華麗氣派的巴洛克式建築
全世界為之驚艷不已！《宮內每人附上中文耳機詳細解說，不安排導遊介紹》
★香舍麗榭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戴高樂廣場(PlaceCharles-de-Gaulle)、
★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與埃及方尖碑(Obelisk)
★艾菲爾鐵塔(La Tour Eiffel)、※夏樂宮(Palais du Trocadéro)、富麗典雅的※歌劇院、
塞納河(La Seine)小島上◎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亞歷山大三世橋…。

第 18 天 羅浮宮 Louvre
羅浮宮:

◎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藝術大師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的名畫:

「蒙娜麗莎的微笑」與「勝利女神之翼」、
「愛神維娜斯」等羅浮三寶。
《上午或下午入內參觀，不另安排導遊介紹》
塞納河遊船: ◎乘船遊賞塞納河兩岸美景，飽覽花都光輝燦爛的名勝古蹟 是遊巴黎的 must!

第 19 天

巴黎臺北

(Au revoir France, See you again soon!)

今日整理行裝準備返國，依依不捨揮別迷人的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第 20 天

臺北

由於時差關係於今日返抵臺北，結束此次永生難忘又深度充實的法國之旅。

＊團體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旅途中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一律不供餐)。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等
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公司
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