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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搭乘班機，從巴黎東北方之戴高樂園國際機場進入巴黎，亦從同機場(CDG)返回台北。
巴黎市區中以巴黎地鐵為主要移動工具，您可利用綿密且便捷的巴黎地鐵四處逛，行程
中預定下榻飯店之一的長榮桂冠酒店，則正好在橫切巴黎地鐵M3線上。
巴黎往亞維農，巴黎往雷恩，巴黎往杜爾，巴黎往史特拉斯堡等以上四段旅程，皆搭乘
TGV高速鐵路列車。(艙等視需求變換)

行程路線說明

* 綠色線條代表
搭乘TVG高速鐵路

* 黃色線條代表
搭乘法國國鐵區間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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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賽美術館

羅浮宮

協和廣場

老佛爺百貨
春天百貨

凱旋門

新凱旋門

巴黎長榮
桂冠酒店

往戴高樂機場
(RER機場快線)

龐畢度中心

蒙馬特聖心堂

艾菲爾鐵塔

M3 Metro de Paris

塞納河
Seine River

往亞維儂TGV高鐵
(約四小時車程)

P a r i s  C i t y  M a p



巴黎 (建議行程：蒙馬特區+巴黎拉德芳斯區)

PULLMAN MONTPARNASSE

台北 - 轉機點 - 巴黎

DAY 1

DAY2

多少個午夜夢迴，是左岸的咖啡飄香、是充滿浪漫種
子的香榭大道、是彷彿南方佳人絕世獨立的山城。第
一次展翅高飛，PARIS是我夢想的起點、且讓我們懷
著無限的輕鬆，前往桃園機場辦理登機手續，飛往花
都--巴黎。

早安！巴黎。繁忙與動線特殊的戴高樂機場，是此行給各位的第一堂建築洗禮。入境後前
往旅館，將您的行李先寄放在旅館內(一般旅館需15:00後方能辦理住房手續，但可將行李
寄放在櫃檯)。剛到花都，人生地不熟的，不要安排過多行程，以輕鬆方式，先認識一下這
繁華都市。巴黎北邊的蒙馬特區、聖心堂，可讓您感受到浪漫的巴黎異國風；午後可前往
新凱旋門位於巴黎拉德芳斯區，是座仿凱旋門形式的新拱門，乃為了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
週年而建，於1984年起建，1989年完成，同年的新興工業國元首會議亦即在其最高樓舉行
。高110公尺，寬106公尺的中空巨大立方體拱門，拱門內部是三十五層的大樓，是凱旋門
的二倍大。新凱旋門頂層設有畫廊、會議中心…等等，還可遠眺整個巴黎，如果您有興趣
，膠囊造型透明玻璃的電梯可將您直接送至頂層上頭喔。隨後建議返回旅館休息，以消除
長途飛行的疲憊。

新凱旋門



DAY3
巴黎 (建議行程：羅浮宮之旅+市區觀光) + 
塞納河遊船

PULLMAN MONTPARNASSE

DAY4

AVIGNON GRAND HOTEL

一早打起精神準備前往羅浮宮。羅浮宮是當今世上最具代表性
的博物館，八百年來，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地，與時俱進的
豐富收藏以及不斷擴建重修的豪華建築，讓世人難以忽略這座
文明和藝術的王城！參觀羅浮宮後，可散步經皇室橋、杜勒麗
花園。位在杜勒麗花園前的則是協和廣場，旁邊則是瑪德蓮教
堂及凡登廣場都是耳熟能詳的著名參觀景點。傍晚時，可搭船
暢遊塞納河，欣賞一下巴黎不同的夜間浪漫風情。

巴黎-TGV-亞維儂 (建議行程：龐畢度中心）

今日上午建議前往龐畢度中心，龐畢度中心位於法國巴黎市中
心區，為義大利建築師 Renzo Piano 和英國建築師 Richard 
Rogers合作設計，1972年動工，1977年完成。龐畢度中心的
建築劃分為四個主要部分：廣場、地下層、地上層和聲學暨音
樂研究中心。地下層與街道、廣場同一高度，包括會場、劇場
、放映室、商店、招待和展示區等公共區域。來到巴黎的您有
機會一定要來這現代藝術中心參觀喔。下午搭乘子彈火車TGV
前往法國南部有「教皇城」之稱的亞維儂。

塞納河遊船

龐畢度中心



DAY5

AVIGNON GRAND HOTEL

DAY6

AVIGNON GRAND HOTEL

亞維儂 (建議行程：亞爾之旅)

亞維儂是普羅旺斯最熱鬧的城市，在此您可徒步漫遊
這個迷人的古城，14世紀曾為教皇居所的教皇宮，瀏
覽皇宮廣場，及因法國民謠而聞名的亞維儂斷橋，來
到亞維儂，連簡單的散步和逛街都是一種享受。

下午前往羅馬人所建的古城－亞爾，走在中古世紀的
街道上，呈現眼前的是曾經叱吒風雲的古羅馬競技場
，熾烈的藝術家梵谷—隨著他的腳步來尋覓他留下的
蹤跡，一幅幅創作的寫生地點歷歷在眼前，〝亞爾醫
院的中庭〞、〝夜間咖啡屋〞…，同來感受他對藝術

亞維儂教皇宮

嘉德水道橋

亞維儂 (建議行程：水道橋/尼姆之旅)

今日上午前往嘉得水道橋，嘉德水道橋建於1950年以前，是為
當時日益壯大的尼姆市引水計劃的最重要結構之一。這三層的
水道橋的大部分是由巨石建成，當中突起的石塊是用作建築時
的支撐點。水道橋至今保存完好，於198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隨後前往法國最古老的羅馬城市--尼姆，形神殿現時是收
藏古羅馬雕塑的博物館，其實也是現存羅馬時期中保存最完好
的神殿。尼姆競技場 Arenes de Nimes是全世界保存最完善的
古羅馬競技場。建於西元前一世紀，曾用作格鬥競技，於1863
年重新塑造成現今模樣。除每年的2月和6月外，9月中旬舉行
的葡萄收穫節都有鬥牛表演。參觀完後搭車返回亞維儂。



MERCURE NICE CENTRE NOTRE DAME

DAY7

MERCURE NICE CENTRE NOTRE DAME

DAY8

亞維儂-TGV-尼斯

今日上午搭乘子彈火車TGV前往尼斯，位於擁有永恆之美的蔚
藍海岸(Riviera Côte d’Azur)心臟地帶，尼斯展現多重風貌：
豐富的歷史、美麗的建築、多樣的文化、藝術、創作、各種活
動、表演活動、體育、休閒、自然以及地方風味。每次來到尼
斯，您都會有不同的體驗

尼斯

艾茲堡

尼斯 (建議行程：艾茲+蒙地卡羅之旅)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樹立在險峻岩壁上，有如鷲鳥築巢方式的艾
茲鷲巢村，鑲嵌古典魅力的貴族山城──艾茲鷲巢村 (Eze)，
樹立在險峻岩壁上，是個有如鷲鳥築巢方式的村落，漫步在曲
折狹窄的石板路上，處處感受迷人山城的獨特景致，石塊砌成
的小房舍，拱著狹窄的巷道蜿蜒向上，踩在石階上的腳步聲，
「叩叩叩」地迴響在迷宮似的空間中。隨後您可前往紙醉金迷
之城--蒙地卡羅。富豪巨星雲集的－蒙地卡羅、紙醉金迷的大
賭場、可眺望美麗港灣的王宮廣場、葛莉斯凱莉長眠的摩納哥
大教堂，港邊豪華遊艇雲集，不愧是富豪們的最愛。傍晚搭車
返回尼斯。



DAY9

PULLMAN MONTPARNASSE

DAY 10

尼斯 / 巴黎(建議行程：凡爾賽宮之旅) 
巴黎鐵塔浪漫晚餐

今日上午搭機返回巴黎，建議您前往凡爾賽宮參觀，凡爾
賽宮乃是法王路易十四所建造的全歐洲最壯觀的園林宮殿
，也是到巴黎的遊客不可錯過的景點，除參觀皇宮內部，
您更不容錯過其美麗的後花園。晚上我們幫您倆安排在巴
黎鐵塔上面的58餐廳，享用浪漫的巴黎鐵塔晚餐。

凡爾賽宮

PULLMAN MONTPARNASSE

巴黎-TGV-羅亞爾河區-雪農頌古堡-
杜爾-TGV-巴黎
今早用完早餐後，搭乘子彈列車，您將來到法國花都的後
花園—羅亞爾河區，換搭地區火車，前往羅亞爾河區最美
的古堡---雪農頌古堡(門票請自理，成人票一張約€11)。
午後再搭區域列車前往羅亞爾河區大城—杜爾，不同於巴
黎，這兒有法國鄉間的都市風情，若腳程不錯的，散步到
老城廣場，絕對讓您對法國的鄉間有另一翻新體驗。晚間
再搭TGV回到巴黎。

雪農頌古堡



LE GRAND HOTEL STRASBOURG

DAY 11

西班牙廣場

DAY 12

老佛爺百貨

巴黎 / 轉機點 / 台北

今早旅館享用完早餐後，回房間慢慢的收拾好行李後
，前往機場 (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
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歡樂的旅程，在此先告一段落，
我們期待下次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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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旅遊專屬訂製
享受浪漫的倆人歐洲之旅 不再是夢想
不希望跟團但又擔心自由行規劃太過煩雜且沒有安全感的
旅客們，您可以安心的由我們公司歐洲旅遊專業的人員，
幫您規劃完整的倆人歐洲自主之旅。

最專業的歐洲自由行
不只是提供機票+旅館的陽春服務

傾聽旅客的需求並給您 
1. 最妥善的行程走法
2. 最適當的交通工具
3. 嚴選絕佳位置旅館
4. 獨家代訂特色餐廳
5. 最貼心的旅遊手冊

最理想的旅館選擇
享受2星以上的優質住宿
針對不同旅客的喜好及預算，

並兼顧行程的方便性，
搭配最適合的旅館，

交給我們規劃，
您完全無需煩惱。

量身訂作的歐洲行程
專屬訂製您的旅遊喜好
用最有效率的時間，看最多的城市或景點。無論您對歐洲
旅遊有任何想法，任何天數、任何需求，我們會為您量身
訂作出最符合您需求的歐洲雙人自主之旅。

最貼心的操作細節旅遊手冊
以最輕鬆的方式享受愉快的旅程
必要的火車訂位、建議的交通時刻表、旅館所在的位置地
圖、可能拖運行李的規劃等，我們會於出發前給旅客最詳
細的操作細節提醒資料，讓旅客完成一趟愉快的歐洲自主
之旅。



此價格以機位訂位及旅館
確定後為準

(愈早計劃愈有機會有比
上述更好的價格)

二人成行

每人售價

NTD 109,000

＄

費

＄

用

售價包含：

1.台北歐洲經濟艙個人來回機票
2. 尼斯 / 巴黎經濟艙個人機票
3. 全程9晚表列或同級市區旅館(含早餐)
4. 法國國鐵任選3日頭等艙雙人團體券(含TGV訂位)
5. 巴黎鐵塔TOUR 58餐廳浪漫晚餐
6. 塞納河遊船船票
7. 巴黎地鐵票10張
8. 伍百萬 + 參萬意外醫療  保險
9. 詳細操作及注意事項手冊並有專人為您做出發前講解
10.城市地圖標示



歐洲自主之旅規劃流程建議事項： 
1.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愈早確定出發日及旅遊天數，能訂到愈好的票價： 

現在航空公司的個人票價政策，是將同艙等的座位，規劃成數種不同票價的訂位艙等，
以經濟艙為例：同樣是經濟艙的座位，卻會出現 5種(甚至更多)不同的票價，能否訂到
好票價，絕對和訂位的早晚有很大的關係，故建議自由行的旅客盡早規劃出遊日期，以
便取得好的票價(以歐洲機位的經驗看來，2--3個月前規劃，甚至更早，是最好的做法) 
 

2. 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 ，讓我們瞭解您的概略需求，就有人為您做專業規劃： 
要訂作一個符合您需求的自由行規劃，我們必須瞭解您心目中的概略想法，才能為您做
最好的規劃，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告訴我們下列項目，我們很快就可以給您初
步的規劃(您可填寫附件的規劃需求表單) : 
(1) 預計出發的人數、日期、天數(最好能告知概略的假期彈性) 
(2) 喜歡的旅遊速度(想多看或想慢遊)及心目中必定要去的景點或城市 
(3) 想要的旅館的等級:如頂級或四星或三星(如無概念也沒關係，我們會依您預算來做

最好的旅館規劃 
(4) 預算---告知我們您大約預計的每人預算(機票+旅館+交通及必要的火車訂位)(一般

歐洲自由行的午晚餐及門票都是自理) 
(5) 特別需求 : 如果您有任何特別需求都請告訴我們，我們都會盡力幫您完成，如當

地接送機、想訂特別的餐食、想參加特別的活動…… 
 

  3. 接受初步規劃及報價後，給正確英文名，我們給您沒有變數的保障： 
在您接受初步的規劃及報價後，請準備正確護照上的英文名，我們立即幫您訂機位，機
位確認後，在二天內就可拿到百分百確定的報價、確認的旅館，您的旅遊計劃即被保障，
沒有變數。 

 
4. 繳付訂金或機票開票款：   

確定報價後，我們將向您收取每人 NTD20,000 
※有些航空公司訂位96小時內需完成開票，此情況下，我們會向您收取部份的機票款(每

人約 NTD40,000) 
 

5.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資料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的注意事項資料、必要的旅遊票券(如電子機票根、
旅館住宿券、火車票及訂位)，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一切交接清楚後，同時向
您收取尾款。 

 
  6. 快樂出發，我們在台灣關心您在國外的旅遊狀況： 

   出發日快樂出發後，當您在歐洲自在旅遊時，如果在外站有任何緊急事情，都可以立即
撥打說明會手冊上之緊急連絡電話(或用簡訊或 E-MAIL) 與我們連絡，我們會以最快的
速度給您必要的協助，讓您的自由行最安心。 



歐洲自由行量身訂作需求單 
 
親愛的貴賓您好，為了幫您規劃最完整且有效率的歐洲自由行，還煩請填寫下列需求表單，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為您做最精準的規劃與估價 
 
姓   名：  

連絡電話及方便連絡時段：  
電話：                    
方便連絡時段：                       

連絡 E-MAIL ：  

預計出發日：  
          年        月        日 
(可前後彈性：前        日 / 後        日) 

預計人數：  
                  (有小孩請註記) 

旅遊天數：  
              天 

旅遊國家：  
                       (單國 / 雙國 / 多國 皆可 ) 

希望必去的景點或城市： 
 
 
 
 

 
 
 
 

特別需求： 
(如可告訴我們您喜歡多看
還是喜歡細細品嚐、或想訂
特別餐、景觀火車、接送、
特別活動……..) 
 

 
 

每人概略預算：(不含午晚
餐及門票及部份自理的當
地交通費用) 

 
NTD                  
 

※ 填寫後煩請傳真：02-25113539 或 E-MAIL 至 info@luxetravel.com.tw 
※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會有專人以先電話與您連絡 
※ 填寫上如果有任何問題還請不吝來電詢問：02-25113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