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致全览之旅

艺 术 之 都

巴 黎

永远让人着迷的花都巴黎，是所有旅人一生的憧憬。

时尚、浪漫与艺术气息，在巴黎的空气中荡漾。

「 如果你够幸运待过巴黎，它将永远跟着你，

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飨宴。」

海明威



收藏经典 创新足迹
至尊藉由近30年的实务经验累积，

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法国品味巡礼。

经典与创新兼具，献上最新、最完善的精致行旅。

无论是初尝法国之美或依恋再访的旅者，

都能透过近代，找到旅行的感动。

每日行程内标记【玩家特选】者，

为近代经验领队开发、走访后安排的私房美地，

邀您一同细细品味。

无论是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艾菲尔铁塔、巴黎
之美

香榭大道、巴黎歌剧院、圣母院，

乃至转角的一间咖啡馆、塞纳-马恩省河畔的书报摊……。

巴黎之美，俯拾即是，且历久弥新，永不褪色。



维兰德丽堡

至尊
精心安排

罗瓦河谷地 }{贵气唯美由于古堡、花园占地广大，近代旅游特别规

划，坚持以充裕时间参观古堡，因此安排两

天内参观3座古堡，而非将雪浓梭堡和香波

堡二座最著名的古堡硬挤半日、一天内

走马看花。您将有足余的时间，慢慢

欣赏美丽精致的古堡，细细品味

中世纪的浪漫氛围。

16世纪法国皇亲国戚行宫，

France

绵延数百多年的宫廷贵族爱恨情仇。

罗瓦河谷地的城堡群，

至今仍然弥漫着华丽绚烂气息，

整个区域都是世界遗产。

雪浓梭堡

妩媚婉约的雪浓梭堡，又称作「六个女人的

城堡」。彷佛漂浮在空气与水面上，外观美丽

细腻，古典浪漫。内部则奢华精致，充满历代

女主人的巧思与气质。

香波堡

法兰索瓦一世下令建造的狩

猎行宫，融合了法国中古世

纪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

风格。从正面眺望过去，装

饰塔楼交错林立，非常华

丽。城堡占地广大，内

部有达文西设计的双螺

旋形大楼梯，每个细

节都气派非凡，华

丽雄伟。

Chenonceaux

Chambord

最美的花园城堡，拥有广大的意大利式花

园。几何图形的构图，隐喻各种不同的

爱情。温柔的爱、悲剧的爱、热烈的爱

和善变的爱，十分浪漫。

Villandry



圣埃米利翁

出产高级红酒的波尔多小镇，古朴的石头与砖

瓦，成片的葡萄果园。空气中飘着红酒优雅香

气，让人还没一尝红酒芳泽，就已开始微醺。

石甲村

搭乘仿古游船，欣赏建于多敦涅河湾的崖壁悬村石甲

村。米黄色的墙壁，暗蓝灰的屋顶，一栋栋精巧的

房舍，倒映在清澈的多敦涅河上。石甲村的温馨

可爱，使人眷恋不已。

西南法 }{ 美味之乡

France

蔓遍山坡的葡萄园，郁郁葱葱的林荫，远离尘嚣。

法国西南部是美酒的故乡，也是法国美食的精髓地区，

更吸引拥有作家、美食家、文化人等多重身分的韩良忆到此居游，

写下《我在西南法，有间小屋》一书。

土鲁斯

空中巴士的故乡，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空中巴士工厂，

当然不容错过。

莎拉小镇

法国美食故乡的迷人小镇，文艺复兴时期保存至

今的建筑经典，房屋多以黄色石灰岩和灰色页岩

建造而成。整个小镇历经岁月洗礼，更显精致温

敦，美丽得令人流连忘返。

St. Émilion

La Roque Gageac

Toulouse

Sarlat-la-Canéda



亚尔

后印象派画家梵谷晚期居住地。

这座拥有灿烂艳阳的美丽小镇，

让梵谷灵感泉涌现，创作了许多

画作，最著名的如「星空下的

咖啡馆」、「黄色小屋」等。

France

普罗旺斯 }{ 文艺经典
蔚蓝的天空，金色的阳光，缤纷的田园，

普罗旺斯是古罗马文明与乡村巧妙融合的法国灵魂，

艺术家们无一不迷恋她的美丽风光。

亚维侬

位于隆河左岸，曾有七代罗马教皇居住的教皇城。

大街小巷洋溢着古老的韵味，著名的圣贝内泽断

桥和建筑奇景嘉赫渠桥也都在此。每年七月时

举办的艺术节，是法国最古老的艺术节，更

是欧洲最大的艺术盛会之一。

塞南克修道院

六月底到八月花季时，会特别安排来到这座被

誉为全法国最美的修道院，欣赏一片紫色熏衣

草田与古老修道院融合的美丽景致。

Arles

Avignon

Abbaye de

Sénanque



{古朴小国
美丽山区峡谷间的欧洲小山国，

位于西班牙与法国交壤处，面积仅有465平方公里。

拥有其它国家少见的石板建筑，

大量的房舍以不规则的石板堆砌建造而成，

看上去非常古朴美丽，透着恬静氛围。

{浪漫奢华
面积仅1.6方公里之独立国家。

与私人游艇、豪华赌场、

F1一级方程式街道赛等奢华和刺激画上等号。

传奇的摩纳哥王妃葛丽丝凯莉与兰尼埃三世亲王

两人公主与王子般的爱情故事，

更让这个全世界第二小国度充满浪漫华丽的色彩。

Andorra安道尔
}

Monaco
摩纳哥

}



细 细 品 尝

灵 魂 之 味

米 其 林 一 星 餐 厅

1
亚维侬 安排亚维侬首屈一指的米其林餐

厅。位于教皇宫附近，门口布满藤蔓，让人

还未用餐心情就被这片绿意点亮。至于得到

星星青睐的滋味，就由您亲自来感受。

尼斯风格简约沉稳，将香料与食材运用得活

灵活现。且因尼斯靠海，餐点中不时可看见融入

海鲜的巧思。

GM 推 荐 餐 厅

3 滨海全景观餐厅 Gault Millau的推荐餐厅，卡

布奇诺鱼汤和新鲜海鲜等是其招牌菜。微风拂着些

许海味从敞开的玻璃窗来到餐厅，视觉、嗅觉、

触觉和味觉，都尝到来自地中海的美味。



美 食 指 南 评 鉴 餐 厅

美食占据法国文化重要一角。饮食之于法国，是生活更是美学。

法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依其独特的地理、历史，

各发展出特色菜系，增添法国饮食文化的繁复与美丽。

至尊精心安排

米其林固然耀眼，但体验星星艺术

之余，透过各地传统料理、特色餐馆

等，更能深入认识法国之美。秉持这

个理念，近代依照行程为您交错安排各

种餐食体验，从米其林到地方菜肴，

一网打尽，毫无遗珠。这趟

旅程，因美食更加有味。米 其 林 推 荐 餐 厅

古典旅社餐厅 14世纪时原为客栈，后才

改为餐厅，保留600多年前的建筑原貌，沉雅低调，散

发出中世纪的古典魅力。以正统法国料理闻名，登门拜访的名人不计其数。

2 雪浓梭堡内午宴 彷佛漂浮在谢尔河河面上的雪浓梭堡，令人流连忘返。

在古堡内用餐，穿越时空，化身为贵族，享受华丽的宴会生活。

影子餐厅 享用巴黎美食时，只要一抬头，艾菲尔铁塔便映入眼帘。建筑的特殊

设计，让铁塔的影子落在餐厅的玻璃屋顶上，最是浪漫的体验。

米其林餐厅指南是世界最有权威的美食指南

之一。除大众熟知的三星评等，还有以叉匙、

标志与铜板等符号评比的推荐餐厅，同样也是专业

饕客追求的经典。

Gault Millau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餐厅评鉴之一，

1965年由两位餐厅评鉴家HenriGault与

Christian

Millau共同成立，以1-20分为评分依据，与米其

林指南各有大师级的拥护者。



除了酒庄体验，绝

不吝啬选择产地红

白葡萄酒为您搭配

餐食，让您尽享法

式餐的完整风貌！
莎拉小镇 鹅（鸭）肝酱前盘

这座文艺复兴小镇，是出产法国顶级料理鹅肝酱的重

镇。由于成本高昂，多半会与鸭肝混着用，滋味同

样绵密温润，质地柔滑，入口后宛若花火在舌尖

上绽开，一次又一次。

3 莎拉小镇 烤鸭胸嫩排

除了鹅肝酱、松露等，鸭胸也是

法国顶级料理中常出现的菜色。

鸭胸皮下油脂丰厚，肉质柔软，

味道甜美醇厚，口感饱足，说

是家禽类中的牛排也不为过。

（图片仅供参考）

4

5

若遇餐厅临时休馆

或客满则更改其它同等

级餐厅，敬请见谅。

法式卡苏雷炖豆油封鸭卡尔卡森

卡苏雷（Cassoulet）是南法代表的特色料理，

更是卡尔卡森的经典菜。以肉类、蔬菜、白豆和香料

炖煮而成，需耗费一整天炖煮再焗烤才能完成的功夫料理。

6诺曼底地区 海鲜料理 圣米歇尔山 蛋卷

滨海诺曼底，海鲜自然是必尝美食。这里

的海鲜种类丰富，鲜甜腴美，鲜嫩多汁，

新鲜海产在味蕾间迸发的鲜美甜味，是饕

客不断追求的美食滋味。

百年前因为有许多朝圣者要到圣米歇尔山，当

地的旅馆老板便制作超大份量的蛋包卷，填饱

朝圣者的胃。如今，这历史悠久的蛋卷已成为

来到圣米歇尔山不容错过的特色料理了。

地 方 经 典 料 理
每到一个迷人的城镇，

就用一道最能代表她的在地料理，记住初到此地的感动。

1

2

沃克吕兹冷泉镇 河鱼料理

位于普罗旺斯山区的沃克吕兹冷泉镇，以透亮纯净的美丽冷

泉闻名。在这里，品尝新鲜的河鱼料理。金色阳光洒下，伴

着鲜美滋味，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



细 细 品 尝 灵 魂 之 味

特 殊 品 味 餐

对法国人而言，吃饭是生活享受。美味的料理，必须与用餐气氛和谐交融。

绝无仅有的特殊餐厅氛围，让用餐更上一层楼。

1 旋转木马餐厅

旋转木马在法国可不是游乐园才有。

公园中央、购物中心旁等随处可见，

是法国生活的一部分。这间餐厅打造

成一座大旋转木马，色调鲜艳温馨，

充满欢乐的气氛，带您重返孩提时代

的单纯。

2 山村崖顶风景餐馆

恋石村中的餐厅，不但可品尝道

地贝丽歌尔料理，还可以欣赏美

丽风景，体验法国乡村迷人的用
精心安排

餐风情。

3 巴黎的天空

蒙帕那斯是巴黎最高的大楼，而餐厅就位

于大楼最顶层，是看夜景的最佳地点。因此

特别安排来用晚餐。美食吃在嘴里，巴黎美景

尽收眼底。

4 塞纳-马恩省河游船晚宴
蜿蜒的塞纳-马恩省河把美丽的巴黎一分为左岸与右岸。乘坐游船，夜晚的巴黎倒映在塞纳-
马恩省

河上，伴着船上浪漫灯光，光与影随着船的移动摇曳着。精致的法式料理，因为浪漫

的景色，更加刻骨铭心。



尼斯

DAY 1-2

★
四星级
饭店

Radisson Blu Hotel
Marseille 饭店位置就在马赛港口对

面，装潢时尚却不失温馨

。户外泳池可以远眺圣尼

古拉堡，看着一艘艘游艇

停泊、驶离那拥有上千年

历史的马赛港。

马赛

DAY 4

★
五星级 饭店Plaza Hotel

Andorra 位于安

道尔首都中心，传统英国风

格装潢，爱德 华 式 沙 发

与 P a u lSmith地毯，

流泻出古典豪华的气息。

安道尔

DAY 7

眠 ， 优雅美学

法国旅馆评鉴制度是采用法国本国观光局的分级制度，

原为四星制，于2009年修正为五星制。

不过因为税率高昂，所从者甚少。

若遇旅馆客满或其它因素则更改其它同等级旅馆，

敬请见谅。（房型图片仅供参考）

★
四星级
饭店

Radisson Blu Hotel
坐落于英国人散步

大道旁，拥有私人

海滩，走几步路就

可以到天使湾，享

受与富豪一样的海

滩度假氛围。



精心安排

依据旅馆特色风格、与景点之距离、

服务设施和长期累积的经验，

严格评选出住宿旅馆，

全程采用四星级或以上等级饭店，

让您体验不同的住宿风情，

且有舒适环境洗净旅途疲累。

★
五星级
饭店

Hotel Pullman Toulouse
Centre 徒步即可到市政厅与

市中心，内部装潢以

当代艺术为设计基调

，十分具有现代感，

彷佛步入了美术馆。

土鲁斯

DAY 8

★
四星级
饭店

Hôtel Le Choiseul
饭店位在罗瓦尔河畔的昂

布瓦兹，欧陆古典贵族庄

园的设计，呼应罗瓦尔河

的城堡群。今晚，入住华

丽温馨的房间中，您也是

中世纪的贵族。

昂布瓦兹

DAY 11

★
四星级
饭店

DomainDe Rochebois
莎拉小镇的庄园饭店，

占地广大，是著名的高

尔夫俱乐部。酒红、鹅

黄暖色系的色调，让人

倍感温馨。

莎拉小镇

DAY 9



行 ， 全新体验

波尔多-突尔安排乘坐TGV子弹列车，且另

由专车运送行李，您可体验电影中「带着

钱包和信用卡轻松出发」的潇洒与惬意。



UNESCO
世界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2年通过著名的《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每年依据此公约审核申报遗产项

目，决定其是否列入世界遗产，并依其特性分类为(一)文化遗
产、(二)自然遗产、(三)复合遗产和(四)无形人类遗产。这些申

请通过并列册收录的建筑、城市及地域，参观价值之高自不

待言，近年来已成为观光客选择旅游景点的重要指标。

UNESCO世界遗产列表官方网站：whc.unesco.org/en/list

本行程在考虑旅游效果、行车路

线及餐宿安排等诸多因素后，所

纳入的联合国世界遗产如下列所

示，括号内为核定年代。

亚维侬历史城区
（1995）

嘉赫渠桥
（ 1985）

亚尔城内罗马建筑群
（ 1981）

卡尔卡森历史碉堡
（1997）

圣埃米利翁
（ 1999）

月亮港
（2007）

罗瓦河谷地
（2000）

圣米歇尔山
（ 1979）

凡尔赛宫
（1979）

枫丹白露宫
（1981）

塞纳-马恩省
河岸
（1991）



（象鼻山）
埃特勒塔
Étretat

往北京

13
鲁昂翁夫勒 Rouen 凡尔赛宫

枫丹白露宫
塞纳-马恩省河

Honfleur
巴黎 14-15
Paris

圣米歇尔山12 Mont St. Michel
法国圣马洛

St. Malo

昂布瓦兹
突尔Tours

Amboise罗瓦河谷地10 11
香波堡 土鲁斯8

Toulouse
维兰德丽城堡 Chambord

Villandry
雪浓梭堡

Chenonceaux

卡尔卡森 6Carcassonne图 示 说

明 历史碉堡
飞行航班

TGV子弹列车

拉车

主要停留点 7 安道尔Andorra
住宿点

UNESCO
世界遗产

莎拉小镇
Sarlat-la-Canéda

9
恋石村波尔多
RocamadourBordeaux

石甲村
圣埃米利翁
St. Émilion

La Roque-Gag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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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安道尔、摩纳哥
浪漫絮语 17天

世 界 地 图

欧洲
亚洲

法式经典美食、古堡、酒庄

艺文历史、美丽小国安道尔、摩纳哥

北美
洲

非洲

南美
洲 澳洲

行程路线图

教皇宫
沃克吕兹冷泉镇亚维侬桥 从北京
Fontaine de Vaucluse

5
嘉赫渠桥 吕贝宏山区Gordes en Luberon

Pont du Gard 亚维侬 艾日鹫巢村
Avignon Eze熏衣草博物馆

尼斯Nice

2-3
Musée de la Lavande

亚尔 蒙地卡罗坎城Arles Cannes Monte Carlo

马赛Marseille4

参考航班

天数 飞行时间

18：20 - 20：05 (1时45分)

第1天 22：55 - 05：55+1 (13时00分)

第2天

09：40 - 11：10 (1时30分)

起飞机场 抵达机场

巴黎

航空公司 航班编号

第1天 北京 航空
去
程 香港

巴黎

巴黎

尼斯

法国航空

法国航空

AF185

AF7702

回第16天 23：25 - 18：20+1 (11时55分) 巴黎

巴黎

香港

北京

法国航空

航空

AF188
程

第17天 20：10 -21：50 (1时40分)

以上为参考航班．实际航班时间及转机点以说明会数据为准



DAY 01 北京或 香港 Hong Kong 巴黎 Paris

今日集合于首都国际机场，搭乘豪华客机经香港、巴黎，于次日飞抵法国南部渡假胜地尼斯，展开

为期17天的法国之旅。 X X X 机上

参考航班1
参考航班2

中华航空 CI923（18：20 - 20：05，飞行时间：1时45分）
法国航空 AF185（22：55 - 05：55+1，飞行时间：13时00分）



DAY 02
巴黎 尼斯 Nice（法国）

倚着阿尔卑斯山脉，前拥湛蓝似宝石的天使湾。

尼斯，这座坐落于蔚蓝海岸的美丽城市，自古以

来就是世界所有富豪的梦想之地。历史上多次被

意大利王国统治，带有意大利独有的慵懒浪漫。

抵达尼斯后，以美味华丽的午餐为这趟法国行揭

开序幕。午后漫步在有着「英国人散步大道」之

称的◎昂格鲁街（La Promenade des Anglais），
沿着蔚蓝海岸，欣赏美丽海岸景色，沉浸在悠闲

的度假氛围中。而后我们将来到尼斯◎旧城区（

Vieux Nice）。这里有着许多古典建筑物，如尼
斯歌剧院、法院宫，别有一番风情；参观◎马赛

那广场（Pathé Masséna），广场上竖立了七根
竖杆，代表了七大洲之间的交流。每根竖杆顶端

都有个人像，相当特别。夜宿尼斯。

机上

旋转木马餐厅 或 米其林一星级餐馆

邻近餐馆南法料理 或 旅馆内主厨推荐料理

★★★★ 滨海饭店RADISSONBLU HOTEL NICE
( www.radissonblu.com/hotel-nice ) 或
LE MÉRIDIEN NICE
（www.lemeridiennice.com）或
★★★★HOTELWESTMINSTER
( warwickhotels.com/westminster ) 或同级

参考航班 法国航空 AF7702
（09：40 - 11：10，飞行时间：1时30分）

马赛那广场

◎：下车观光行程图示说明 ★：入内参观 未注明：行车经过
尼斯



DAY
03

蒙地卡罗 Monte Carlo
（摩纳哥）

艾日鹫巢村 Eze
9km（20分）

（法国）

21.6km（30分）
尼斯

今日专车前往参观面积仅1.6方公里、世界上第二
小的国家─摩纳哥。港湾中停泊的私人游轮、华丽
赌场、惊险刺激F1一级方程式「街道赛」……..奢
华气息正是摩纳哥的经典印象。【玩家特选】抵
达后畅游如梦似幻的王国首府蒙地卡罗。蒙地卡
罗最著名的F1城市赛道，以日常的城市街道改建
成跑道，是世界公认最具挑战性的一级方程式赛

道之一。有人形容困难程度就彷佛「在客厅开直
升机」，也因此一级方程式赛车摩纳哥大奖赛有
「王冠上的明珠」之美誉。

我们将前往参观其◎旧皇宫区、以及包括电影007
系列的《黄金眼》、《瞒天过海2》等皆曾取景的
◎蒙地卡罗赌场。接着驱车前往被城墙围绕的山中

饭店内 景观餐厅 行人徒步街区人气餐馆 或 旅馆内主厨推荐料理

★★★★ 滨海饭店 RADISSONBLU HOTEL NICE ( www.radissonblu.com/hotel-nice ) 或
LEMÉRIDIEN NICE（www.lemeridiennice.com）或 ★★★★HOTELWESTMINSTER ( warwickhotels.com/westminster ) 或同级

艾日鹫巢村 艾日鹫巢村

38km（40分）

蒙地卡罗

DAY
04

182km（2时）
尼斯 嘎那 Cannes 马赛 Marseille

早餐后来到因举办世界电影展暨电影奖而著名的
嘎那，展开市区光观。与嘎那湾平行的，正是赫
赫有名的小十字大道（BoulevarddelaCroisette）
。大道一边精品店栉比鳞此，另一边则是绵延的
沙滩。于小十字大道尽头，参观法国人称之为◎「
红地毯大楼」的影展大楼（Palais des
Festivals Et Des Congres），万众瞩目的金棕
榈奖就是在这里颁发。

最古老的城市，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于此
建立贸易据点。马赛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海水咸味
，充满随兴、不拘小节的自在。安排★搭乘游艇前
往位于外海伊芙岛上的★伊芙古堡（Château d'If
）。伊芙古堡是1516年法国国王法兰索瓦一世为
防御外敌所筑的碉堡，后改为死刑犯的牢狱。法
国文豪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记》里男主角
被陷害入狱，正是囚禁在此，伊芙古堡也因而声
名远播。位于山顶的◎圣母院，更是可以看到整个
马赛市区全景的最佳场所。夜宿马赛。

之后前往地中海最大的商业港口马赛。这是法国

饭店内 发予25欧元自选餐，体验寻宝乐趣。推荐(1)马赛港区鱼汤料理 (2)窑烤Pizza (3)轻食简餐 饭店飨宴餐

★★★★ 港湾饭店NEWHOTEL OFMARSEILLE（www.new-hotel.com/en/hotels-marseille/marseille )或
RADISSONBLU HOTEL MARSEILLE VIEUX PORT ( www.radissonblu.com/hotel-marseille ) 或同级



12.4km（30分）
尼斯

【玩家特选 DAY 3】
村落◎艾日「鹫巢村」，千年
大思想家尼采生前曾多次来这
度假。传奇的摩纳哥王妃葛丽丝凯
莉当年正是于此地拍电影时，与前来
探班的摩纳哥亲王兰尼埃三世坠入爱
河，谱出一段宛若童话般幸福的恋曲
。葛丽丝凯莉的故事后来也改编成电
影《为爱璀璨》，由妮可基嫚主演。

蒙地卡罗奢华探索

蒙地卡罗赌场 坎城 影展大楼

马赛鱼汤
法国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以至少三种
地中海产的鱼如赤鲉、海鳗、牙鳕等，
加上洋葱、西红柿、西洋芹、大蒜、番红
花、柳橙皮、月桂叶和百里香下去炖
煮。集结了多种海鲜的精华，滋味醇
厚鲜美。用法国面包沾着汤汁，加

上红椒酱（Rouille）
，便是马赛鱼汤

的正统的吃
法。

坎城 影展大楼



DAY
05

熏衣草博物馆
Musée de la Lavande

91.8km（1时20分） 8km（15分）
马赛

早餐后来到★熏衣草博物馆（Musée de la Lavande）。再前往冷泉小镇。途中经过作家梅尔散文集《
山居岁月》的实景地吕贝宏山区。抵达冷泉小镇◎「沃克吕兹冷泉镇」，沃克吕兹冷泉是罗马帝国时

期就开发利用的天然冷泉，中世纪时居民还利用流水推动水车造纸，使小镇曾经为造纸重镇。普罗旺

斯和煦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河面，碧绿得透亮。午餐【特别安排】在★河畔特色景观餐厅用餐，再前

往南法历史与艺术古都亚维侬。

饭店内 河畔景观餐厅
法式鱼子酱泥冷盘
冷泉鳟鱼风味料理
主厨特选甜点

米其林一星级餐馆 或 饭店主厨推荐料理

★★★★ AVIGNON GRANDHOTEL
( www.avignon-grand-hotel.com/fr ) 或
★★★★MERCURE PONT D’AVIGNON
( www.mercure.com/gb/hotel-0549-mercure-
pont-d-avignon-hotel/nearby.shtml ) 或同级

Abbaye



吕贝宏山区
Gordes en Luberon

沃克吕兹冷泉镇
Fontaine de Vaucluse

亚维侬
Avignon

15km（30分） 67.8km（1时20分）

【7月中旬特别安排】

塞南克修道院

搭配熏衣草花田参观

全法国公认最美的修道院

南法熏衣草季的梦幻景点

塞南克修道院隐身在层层山峦中，建于1148年

古老庄严的石造修道院与浪漫的熏衣草花田

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许多风景明信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亲自来一趟，就省下不少买明信片的钱！

de Sénanque
塞南克修道院



DAY
06

嘉赫渠桥
Pont du Gard

26km（35分） 36.8km（40分）
亚维侬

亚维侬素有「教皇城」之称，14世纪时教皇克雷门五世（Clement V）从罗马迁居至
此，之后共有七任教皇驻于亚维侬的★教皇宫（Palais des Papes）。体力充足者

，可以登上小山山顶，远眺著名的古墙及◎亚维侬桥（圣贝内泽桥Pont St.

Benezet）。教皇宫与亚维侬桥等以亚维侬历史城区之名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UNESCO 1995）。接着前往古罗马统治期所建的宏伟引水桥
◎嘉赫渠桥（Pont DuGard）（UNESCO 1985）。

前往普罗旺斯地区最重要的古城亚尔。亚尔因曾被罗马

帝国纳入版图，拥有大量的古罗马建筑。餐后参观罗

马人所遗留下来的◎竞技场、◎露天剧场、◎圣特

罗大教堂，城内的罗马建筑更被列为世界遗

产（UNESCO 1981）。梵谷1888年为
追寻灵感来到亚尔，这里因此成为

梵谷晚期作品的出品重地。我

特 别安 排

嘉赫渠桥



亚尔
Arles

卡尔卡森
Carcassonne

223km（2时）

卡尔卡森

们将走访梵谷名画作之一★「星空下的咖啡馆」

取景地。这间咖啡厅除了因此名声大噪，更改名

为梵谷咖啡馆(CaféVanGogh)。

今晚【特别安排】享用★卡苏雷炖豆油封鸭（

cassoulet）风味餐。「卡苏雷」是用来烹煮的陶
器，传说这道料理起源于英法战争，被困在城内

的居民把仅有的食物全放入锅中炖煮，却意外美

味，才慢慢演变成今天加入了白豆、香肠、蔬菜

等的南法佳肴，当然食谱也随着地区略有不同。
接着前往欧洲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纪城卡尔卡森。

卡尔卡森的夜景非常迷人，在特殊设计的暗黄色

灯照射下，古城呈现宁静浪漫的氛围。

饭店内 Gault Millau评鉴推荐滨海全景观小馆：
季节法式新鲜海鲜、卡布其诺鱼汤、香煎法式鳗鱼料理、
酥烤苹果派、佐产区葡萄酒

法式卡苏雷炖豆油封鸭风味餐 或
旅馆主厨推荐菜单

（如遇休馆，则优先以米其林推荐餐馆为替代方案。）

★★★★MERCURE CARCASSONNE PORTE DE LA CITE
( www.accorhotels.com/gb/hotel-1622-mercure-carcassonne-porte-de-la-cite/index.shtml ) 或
★★★★BestWestern Le Donjon ( www.hotel-donjon.fr ) 或同级

南法经典料理：卡苏雷炖豆油封鸭风味餐

法国百年经典料理，源自传统
利用油封的方法保存鸭腿。先
用盐长时间腌制让肉入味，再
以鸭油浸泡鸭腿，低温慢火煨
煮。此过程不但可以增加肉质
嫩度，又可以保持肉的鲜甜。
吃进嘴里，鸭肉香气在嘴中化
开，美味得使人停不了口。近
代特别选用以油封鸭腿为主角
的卡苏雷，让您品尝多种法式
料理精髓，从「食」欣赏法国
优美又悠远的文化。

亚尔 梵谷咖啡馆 亚尔 梵谷-星空下的咖啡馆



DAY
07

180km（3时）
卡尔卡森 安道尔 Andorra（安道尔）

早餐后前往参观卡尔卡森的★历史碉堡（UNESCO 1997）。
卡尔卡森的防御工程始于罗马时期，到了13世纪十字军东征
时，更成为防御要塞。所幸兵戎相交下，古城的迷人风貌仍
得以保留下来。于斑驳的古墙壁垒间，漫步石板道上，双层
城墙、罗马建筑和哥德建筑错落，中古世纪城堡攻防情景与
生活一一浮现眼前。

续翻越庇里牛斯山，前往欧洲小山国──安道尔。安道尔位于
西班牙与法国的交界，面积只有465平方公里，是一个美丽峡
谷间的小国，夏季凉爽，境内完全免税，前来消费之观光客
甚多，为此国重要经济来源。抵达后进行市区观光，山谷之
家（CasadelaValle）、造型像教堂也像玻璃金字塔的水上休
闲中心建筑。夜宿安道尔。

饭店内 精选特色餐厅 旅馆内主厨推荐料理

★★★★★ PLAZA HOTEL ANDORRA ( www.plazandorra.com/Hoteles/H-
otelPlaza/HotelsPlazaAndorra/tabid/59/Default.aspx ) 或
★★★★★ EUROSTARS ANDORRA CENTRE ( www.eurostarsandorracent-
re.com/EN/hotel.html ) 或同级

A

图
示

A.玫瑰红城 土鲁斯
B.卡尔卡森 历史碉堡 C.安道尔

D. 土鲁斯 街道 E.土鲁斯 街头艺人

B

C D E



DAY
08

184km（2时46分）
安道尔 土鲁斯 Toulouse（法国）

今天拜访公元前即有人迹的古城土鲁斯。此城在
中世纪之前，政治、经济发展均超越北方。今日
则是欧洲航天中心，著名的豪华客机空中巴士（
Airbus）总部也在土鲁斯郊区。我们将参观欧洲
最大最先进的航空器制造厂★空中巴士工厂（
AirbusFactory）。抵达后展开市区观光，游览红
白相间、外观宏伟的◎市政广场及远近驰名的◎圣
瑟南大教堂（Basilique St. Sernin）。在晴朗的黄

昏时，土鲁斯城会夕阳被晕染成一片绚丽的玫瑰
粉红色，因此拥有「玫瑰红城」的梦幻别称。

到了今天，您会讶异，这趟法国之旅居然不知不
觉已来到一半。今晚，就好好享用旅馆主厨推荐
料理，并在舒适的旅馆中放松、洗净疲累，为明
天的旅程养精蓄锐。

饭店内 精选特色餐厅 旅馆内主厨推荐料理

★★★★★ HOTEL PULLMAN TOULOUSE CENTRE
( www.pullmanhotels.com/gb/hotel-1091-pullman-toulouse-centre/index.shtml ) 或同级

贴心提醒 基于机密与安全考虑，Airbus 工厂区里严禁拍照，且禁止携带手机。



DAY
09

164km（2时） 恋石村
Rocamadour

55km（1时10分）
土鲁斯

烤鸭胸嫩排

除了世界三大珍馐鹅肝酱、松露、鱼子
酱，鸭胸也是法国顶级料理中常出现的
菜色。新鲜的鸭胸肉色泽温润、暗红，
嗅起来无味，皮下油脂丰厚，在烹饪时
释放出的油脂就是最好的天然食用油。

近代特选的烤鸭胸嫩排，以面皮炸脆
后，包裹着媲美小牛肉排技法烤成的
嫩鸭胸。作法精致，肉质柔软，质地
细腻，味道鲜美醇厚，令人齿颊

留香，回味无穷。

前往天主教的朝圣地：
恋石村（Rocamadour）
，凭吊朝圣者的宗教情怀。
整个城镇顺着山壁而建，房舍
以石灰岩和石土瓦建成。从法国
境内前往天主教三大圣地之一圣
地牙哥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
会经过恋石村，恋石村因此多了一层特 别安 排 仿古游船、烤鸭胸嫩排

宗教色彩。您可感受到建筑在半山间的
◎圣母教堂黑面圣母像的圣洁，并欣赏彩
绘壁画。

之后前往多敦涅河谷旁美丽的小镇石甲村（La
Roque Gageac）。整个村庄沿着河畔坐落于崖
壁上，倒影映在清澈的多敦涅河河面，如诗如画。

饭店内 山村崖顶风景餐馆
乡村鸭胗核桃色拉前盘
贝丽哥尔料理
推荐甜点

美食评鉴大赏餐馆
鹅(鸭)肝酱前盘
烤鸭胸嫩排
推荐甜点

佐产区葡萄酒 佐产区葡萄酒

恋石村



石甲村
La Roque-Gageac

13.5km（25分） 莎拉小镇
Sarlat-la-Canéda

A

B

【特别安排】★搭乘仿古游船约1小时，迎着微风，
从河上一览河谷风光。

而美丽迷人的莎拉小镇，是拍摄文艺复兴时期电影
的完美取景地，有「露天建筑博物馆」之雅名。黄
色石灰岩与棕色页岩屋顶交错，典雅温朴。莎拉小
镇亦是闻名天下的美食小镇，法式顶级料理鹅肝酱
和松露都是此地名产。前往◎市区观光，走访自由
广场、市政厅、圣萨尔多教堂（Cathédrale
Saint-Sacerdos de Sarlat）、古城区的积松华宅（
Manoir de Gisson）、可爱的三只金鹅等景点，沉
浸在古典诗意的景色中。【特别安排】晚餐享用以
鹅肝酱作为前盘的风味餐，搭配葡萄酒，品尝产地
新鲜食材在味蕾上舞动的浓醇滋味。

C

★★★★ 法式庄园 DOMAINE DE ROCHEBOIS
( www.rocheb-ois.com/fr/domaine-rochebois-hotel-sarl-
at-site-officiel.php ) 或

D

图
示

A.莎拉小镇 金鹅广场
B.莎拉小镇 圣萨尔多教堂
C.松露 D. 石甲村

★★★★SPA饭店 PLAZA MADELEINE Hôtel & Spa ( www.h-
oteldelamadeleine-sarlat.com ) 或同级



波尔多 月亮港 波尔多 葡萄园

DAY
10

圣埃米利翁
St. Émilion

波尔多
Bordeaux

173km（2时） 41km（40分）
莎拉小镇

今日前往法国高级红酒的产地之一◎圣

埃米利翁（UNESCO 1999），这里是
波尔多最古老的酒区。此区的红酒色

泽美丽，果香均衡，口感细雅。抵达

后参观★法拉丽酒庄（Chateau De
Ferrand）。酒庄位在圣埃米利翁
的山丘上，表层是排水性佳的石灰

岩，加上此地气候与周遭略有不

同，使得此地的葡萄果实拥有无

与伦比的极致美味。我们将有机

会品尝著名的法国红酒。

之后前往法国最具盛名的葡萄酒输出大城◎

波尔多。波尔多位于加伦河沿岸，梅花广场

（Esplanade des Quinconces）大道、英国
花园及公元前300年就有凯尔特族聚落的古老

港区「月亮港」（UNESCO 2007）。【特别
安排】从波尔多搭乘★TGV子弹列车（时速
300~350KM）前往罗瓦尔河谷地区的突尔，夜
宿于此。

饭店内 ★★★★HOTEL OCEANIA L'UNIVERS TOURS
( www.oceaniahotels.com/h/hotel-oceania-l-univ-
ers-tours/presentation ) 或同级

精选特色餐厅

配合TGV火车时刻调整

注意事项：

TGV高速火车一等舱若遇订满，为
避免影响行程顺畅度，将改搭二等
舱，并退回20欧元价差。 此外，
大件托运行李会特别安排游览车
运送，省去拖拉行李的麻烦。

【玩家特选 DAY 10】
波尔多（圣埃米利翁）

经典酒乡之旅

波尔多 梅花广场 品酒（示意）



突尔
Tours

特 别安 排 T G V子 弹列 车体 验



DAY
11

维兰德丽城堡
Villandry

17km（25分） 103km（1时16分）
突尔

以悠闲步调游览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罗瓦河谷地
（Loire Valley）(UNESCO 2000），此地拥有
大量中世纪优美城堡建筑，有「法国的花园」
之美名。近代特别保留完整两日时间，让您可
以从容品味中世纪的浪漫氛围。

Château de Villandry），文艺复兴式城堡建筑
与水之花园、有如艾丽斯梦游仙境般的爱之花
园等，如梦似幻。接着走访王者行宫★香波堡
（Château de Chambord）。香波堡由法兰索
瓦一世建造，经过不断修建扩充，拥有四百多
间房间、八十多座楼梯和三百多个烟囱，气势
恢弘，是历代国王最爱的狩猎行宫。本日先在葡萄酒城突尔，参观哥德式的◎圣卡

西安大教堂（St. Gatien Cathedral）。出发参
观以华丽繁复花园闻名的★维兰德丽堡（ 【特别安排】位于罗瓦尔河畔的昂布瓦兹（

饭店内 精选特色餐厅 饭店飨宴餐

★★★★HôTEL LE CHOISEUL ( www.grandesetapes.com/en/castle-hotel-choiseul-amboise ) 或同级

特 别安排 DAY 11 走访最美的花园城堡维兰德丽堡、世界遗产罗瓦河

A

C

图

示
A.维兰德丽城堡 B.维兰德丽城堡

C.雪浓梭堡 D. 雪浓梭堡

B D



香波堡
Chambord

昂布瓦兹
Amboise

52.6km（54分）

Amboise），是达文西的长眠之地。14世纪时，瓦卢瓦王朝将
宫廷迁至罗瓦尔河地区，昂布瓦斯城堡成为皇室的城堡。继任
君王法兰索瓦一世将文艺复兴思潮带入法国，鼓励艺术家前来
居住、创作，达文西正是其中一位。达文西来到皇室所在地昂
布瓦兹，并在这里度过人生最后三年。近代旅游独家精选昂布
瓦兹堡周边的特色庄园过夜，让您享有贵族般的住宿体验。

谷地华堡之旅+昂布瓦兹特色庄园 DAY 12 世界遗产罗瓦河谷地华堡之旅

DAY
12

雪浓梭堡
Chenonceaux

圣马洛
St. Malo

16.4km（20分） 349km（3时30分）
昂布瓦兹

本日从昂布瓦兹出发，走访梦幻的女人城堡─★雪
浓梭城堡（Château de Chenonceaux）。城堡横
跨谢尔河（Cher），倒影映在河面，让城堡彷佛
漂浮于水上。因外观细致，曾经历六位性格鲜明
的女主人之手，便有人称呼她为「女人城堡」，
作家福楼拜赞叹她「是座漂浮在空气与水面上的
古堡」。流连美丽的古堡中，彷佛可见当时贵妇
们拖着华丽裙裾走过长廊的光景。【特别安排】
我们也将在雪浓梭堡内用餐。

之后前往诺曼底半岛至海盗城──圣马洛。其位于
法国西北布列塔尼区（Brittany），是英吉利海峡
上的要塞港城之一，一度为私掠船及海盗群聚之
处，现因美丽海景、趣味历史和别具特色的建筑
成为游玩胜地。参观位于圣马洛海角的◎海滨城墙
（Les remparts de Saint-Malo），独一无二的地
理环境和古朴的传统法式房舍，令人倍感时空交
错。夜宿圣马洛。

饭店内 雪浓梭堡堡内午宴 圣马洛人气餐馆 或 旅馆内主厨推荐料理
诺曼底海鲜盘料理佐产区葡萄酒

★★★★HOTE OCEANIA ST. MALO ( www.oceaniahotels.com/hotel-oceania-st-malo )或
★★★★GRAND HOTEL DE COURTOISVILLE ( www.hotel-saint-malo-courtoisville.com )或同级



DAY
13

圣米歇尔山
Mont St. Michel

翁芙勒56.6km（1时10分） 189km（2时）

Honfleur圣马洛

【玩家特选】

DAY13. 翁芙勒
DAY14. 象鼻山

特别 安排 DAY 13 海盗之城巡礼 DAY 14 印象派大师

DAY
14

45km（48分）
翁芙勒

【玩家特选】前往人口仅有一千多的海滨小镇★象

鼻山，参观诺曼底另一著名的★阿勒巴特海岸。阿

勒巴特海岸被形容为「鼻管伸入海中的大象」。【

特别安排】前往塞纳-马恩省河畔的大城：鲁昂，参观著

名

的★鲁昂圣母大教堂。白色的鲁昂圣母大教堂，在

光影映照下散发瑰丽多变的光彩，吸引莫内数度落
饭店内 米其林推荐古典旅社餐厅

★★★★ HOTEL PULLMAN BERCY ( www.pullmanhotels.com

圣米歇尔山



今日前往参观有「海中城堡」之称的★圣米歇尔

山（UNESCO 1979），此地为天主教的重要圣
地。圣米歇尔山屹立在海平面上，如同海上仙

山，周围被流沙海滩环绕。涨潮时，圣马洛湾

潮水剎那间涌进，使圣米歇尔山成为一座孤岛

，气势磅礡。圣米歇尔山古时即为凯尔特人（

Celts）祭神之处，凯尔特神话中，认为这里为
亡魂的海上安息所。岛上花岗岩建成的哥德式★

修道院（Abbey OfMont St-Michel），始建于
公元708年，据称是欧贝尔主教（Bishop
Aubert）三度梦见天使长米歇尔（米迦勒）嘱

咐他在此地建筑圣堂，经众多建筑师和艺术家在这些

坚硬的岩石上修整和雕琢，直到16世纪才完成。大文
豪雨果曾说：「圣米歇尔山对法国如同大金字塔对埃

及一样重要。｣

之后前往位于塞纳-马恩省河口的古老小港都◎翁芙勒【玩家
特

选】，这小渔港吸引包括布丹、毕加索等大师级画家

来这里作画，在此我们将造访当地的文化遗迹★圣凯萨

琳教堂，这是法国现存最大的木造教堂及独立钟楼。

饭店内

百年人气餐厅、圣米歇尔山蛋卷料理

美食评鉴精选餐厅

★★★★ HOTEL MERCURE HONFLEUR
( http://goo.gl/QAwdAG ) 或同级

埃特勒塔 象鼻山

莫内名画的教堂所在「鲁昂」、米其林指南推荐魅力餐厅午餐

埃特勒塔
Étretat

鲁昂
Rouen

巴黎
Paris

92km（1时20分） 136km（1时40分）

脚大教堂对面的公寓，观察教堂同一角度在晨昏

与季节递嬗产生的色彩和光影变化，创作出鲁昂

大教堂的系列作品。

餐厅是米其林指南特别评选推荐的魅力餐厅，亦

是许多欧美各界名人曾造访之地，包括影星苏菲

亚罗兰、奥黛丽赫本、英格丽鲍曼等，还有麦克

阿瑟将军、法国传奇网球明星René Lacoste（即

是「鳄鱼牌」Lacoste的创始人）等。接着前往

时尚之都巴黎，享用巴黎风精致餐厅美食。

继续参观旧城区的★旧市集广场。【特别安排】

午餐于14世纪便开业的★古典旅社餐厅用餐，此

蒙帕那斯大楼56层的餐厅「巴黎的天空」(Le Ciel de Paris) 或 和平咖啡馆法式精致料理 或 巴黎风精致餐厅美食
/gb/hotel-2192-pullman-paris-bercy/index.shtml ) 或 LE MERIDIEN ETOILE ( www.lemeridienetoile.com ) 或同级



特别安 排 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塞纳-马恩省河游船晚宴餐

凡尔赛宫



DAY
15 巴黎 Paris

早晨在花都缤纷的空气中苏醒，用完早点后先专车前往★凡尔赛宫（

Versailles Chateau） （UNESCO 1979）。凡尔赛宫是1662-1710年间在路易
十四的集权统治下，倾全国建筑师、画家、雕刻家、园艺家及万名工人之力兴

建而成，是当时专制王政的象征。美丽的花园造景辽阔而壮观，光是喷泉就有

32座。宫内金碧辉煌，水晶吊灯、名家画作收藏、精雕细琢的装潢，反映当时贵
族们的极尽奢华，也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之一。

午后参观★枫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UNESCO 1981），这是一
座仿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杰作，黄金门华丽典雅，白马广场气势雄伟。精致

的平衡设计中，呈现出独特风格，同时保留中世纪法国传统风情。傍晚【特别安排】

★搭船游览塞纳-马恩省河并享用船上晚宴，巴黎最漂亮浪漫的一景，就是这一条长达十三公里
的塞纳-马恩省河。乘着游河船，透过看尽巴黎岁月塞纳-马恩省河的眼，欣赏巴黎美丽的夜色。
美不胜

收的河岸景色，同样被列为世界遗产（UNESCO 1991）。
饭店内 巴黎风特色人气餐馆 塞纳-马恩省河游船

晚宴★★★★HOTEL PULLMAN BERCY ( www.pullmanhotels.com/gb/hotel-2192-pullman-paris-bercy/index.shtml ) 或
LEMERIDIEN ETOILE ( www.lemeridienetoile.com ) 或同级

枫丹白露宫
塞纳-马恩
省河



DAY 16 巴黎 香港或中国

今日展开精彩的巴黎巡礼，早餐
后驱车前往★罗浮宫。她原本是

法国的王宫，现则是罗浮宫博物

馆，收藏了大量艺术品，包括雕

塑，绘画，美术工艺及古代东方

，古代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等。始

建于12世纪末，由法王腓力二世
下令修建，最初是用来存放王室

财宝和武器。中午【特别安排】

于巴黎知名的★景观餐厅「影子

餐厅」用餐，整片用钢筋建构、

搭配透明玻璃的屋顶，让您能边

用餐边欣赏艾菲尔铁塔的景色。

随后进行市区观光，参观◎艾菲
尔铁塔、经过屹立星形广场上的

◎凯旋门、◎香榭里舍大道、◎歌

剧院、◎白天的明媚塞纳-马恩省河、
◎圣

母院等景点。之后，您可自由漫

步于浪漫的巴黎街头，享受欧式

风情，陶醉于迷人的国度中，也

可至附近的咖啡店内小坐，或者

前往名店街尽情采买！傍晚前往

机场搭机，于次日飞返北京。

饭店内 浪漫景观影子餐厅 退餐费自理 夜宿机上

参考航班 法国航空 AF188（23：25 - 18：20+1，飞行时间：11时55分）

罗浮宫

巴黎圣母院 罗浮宫 展场 凯旋门



二吋照片1张

本行程内容为预订情况，实际行程依航空公司、景点、旅馆与
餐厅之情况得调整顺序或改变，一切以说明会数据为准，敬请
见谅！

本行程航班为团体优惠经济舱，无法指定机舱座位位置，并需
从桃园机场出发。如需升等航班舱等、高雄/桃园或香港(外站)高
铁、航班接驳，皆需另补价差。因属额外追加、并不保证一定
取得，有违参团意愿者，请事先告知。

贴
心
提为维持旅程质量，本行程出团人数在4人以上，并坚持以交通
醒 乘车时一人两个座位为人数依据，让您的旅程倍感贴心舒适。 有特殊疾病、妊娠及身体、心理健康不佳者如心脏病、高血压

、孕妇、身障、忧(躁)郁症等，报名前请主动告知相关业务承办
人员，且于说明会时主动告知领队，并取得医务人员之检查证
明书，在身体、心理健康方面无虞后，始得参加以上之行程。
若有隐匿未主动告知者，衍生相关损害、责任，敬请自行负责
，且需配合团体行程安排操作，无法配合个人需求而改变。

您 房间皆为二人一室标准房型，如需升等豪华房型、高楼层、景
观房型，请另行需求补付价差。单人报名者，同房室友仅以同
性人员为安排基准，无法指定、限制对方任何条件。如有困扰
，可另补单人房差住宿。

DAY
17

班机于今日抵达北京，带着美丽的回忆结束难
忘的深度法国、安道尔、摩纳哥之旅17天。香港 中国北京

机上 机上 X X 参考航班 中华航空 CI920（20：10 - 21：50，飞行时间：1时40分）

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duQuai
Branly）顶楼的影子餐厅，由建筑师

JeanNouvel设计，运用大片落地窗和玻璃屋

顶的巧妙设计，让用餐者时时刻刻都能欣赏到美丽

的艾菲尔铁塔。和煦的阳光洒下，几何形状的屋顶，大

片的落地窗，不同的角度光线交会，形成重重迭影。

交错的光与影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流动，是影子餐厅

最美的一幅画面，也是餐厅的命名由来。

特别 安排 DAY 16 巴 黎 魅力 景 观餐 厅午 餐 ： 影 子餐厅

应 护照正本（效期一年以上）
备
资
料

订金$50,000整（若选择搭乘商务舱，须另加收作业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