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瑞士法國自由行 14 天】 

 
本行程每日概要： 
1. 高雄/香港/蘇黎士 
2. 蘇黎士 / 日內瓦---巴士---夏慕尼 
3. 夏慕尼 
4. 夏慕尼 
5. 夏慕尼----巴士---日內瓦----TGV----巴黎  
6. 巴黎 
7. 巴黎 
8. 巴黎 
9. 巴黎 
10. 巴黎 
11. 巴黎 
12. 巴黎 
13. 巴黎 / 香港 / 高雄 
14. 高雄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86,0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1 項 
1：高雄 / 歐洲來回國泰機票經濟艙含稅 

2：蘇黎士 / 日內瓦瑞士航空經濟艙含稅(一開立不可退票) 

3：表列旅館 11 晚 (2 人一室/含早餐) 

4：日內瓦—夏慕尼來回共乘接送 

5：日內瓦---巴黎 TGV(二等艙)(一開立不可退票) 

6：巴黎 TGV---聖米歇爾山來回(二等艙)(一開立不可退票) 

7：巴黎地鐵票 10 張 

8：塞納河遊船+羅浮宮門票+凡爾賽宮門票 

9:  巴黎戴高爾機場巴士票 

10：操作手冊+詳細資料 

11：500 萬+10 萬意外醫療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4 天) 
 

第一天  高雄 / 香港 / 蘇黎世  

期盼已久的瑞士義大利之旅今天要出發囉，今日搭機飛往嚮

往已久的人間天堂---瑞士，首先我們將前往此次歐洲之旅的

第一站：瑞士第一大城---蘇黎士。夜宿於機上，請您養足精

神，明日開始精彩的瑞士法國之旅。 

 

 

第二天  蘇黎世 / ZRH / GVA / 日內瓦---夏夢尼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蘇黎世國際機場，隨後搭機前往日內

瓦，抵達日內瓦後，合車服務司機與您會合，接您前往夏夢

尼，夏夢尼百朗峰（法語：Chamonix-Mont-Blanc）是法

國東南方接近瑞士與義大利國界的一個山中小鎮，處於羅納

-阿爾卑斯大區上薩瓦省的百朗峰山腳下，常住居民約 9830

人，是法國人口第 865 名的城鎮[1]，由 16 個村莊組成。 

1091年日內瓦的伯爵把周邊的谷地贈送給位於皮埃蒙特的

一座本篤會修道院，這是首次提到阿爾沃河右岸的一些小建

築，即霞慕尼的前身。它後來屬於薩伏依，後來隨之被合併

入薩丁王國。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後它被併入法國。1860 年 3 月 24 日按照都靈條約[2]

薩伏依公國正式合併入法國，由此夏夢尼也於 1860 年 4 月 4 日正式成為法國一鎮，1921 年

11 月 21 日它更名為今天的名字。 

夏夢尼是法國高度最高的鎮之一，歐洲最高的高峰百朗峰（海拔 4810 米）位於其境內，因

此它是歐洲知名滑雪勝地，一般遊客和體育登山攀登百朗峰起點，因此是一座旅遊業很興旺

的鎮，這使得這座鎮聞名於世。夏夢尼的面積為 245.46 平方公里，是法國面積第四大的鎮。 

 

第三天  夏夢尼(建議南針峰纜車之旅) 

南針峰（法語：Aiguille du Midi）是法國阿爾卑斯

山百朗峰的一座山峰，海拔 3842 公尺。 

到達峰頂的纜車建於 1955 年，是當時世界上最高

的纜車，並保持該記錄達大約 20 年之久，至今仍

是世界上垂直距離最大的纜車，從 1035 公尺到

3842 公尺。從纜車的起點夏慕尼到終點南針峰頂，

超過 2800 公尺的高度只需 20 分鐘。峰頂有一座全

景觀景平台，咖啡館和禮品店。山峰的名稱按字面

翻譯為「南方的針」。(註：「midi」此字彙本身具有兩種意思。若前頭沒有加上定冠詞、第

一個字母 m 沒有大寫，意為「中午」；若加上定冠詞，第一個 字母為大寫 M，則代表「國

家的南部」，在此應指位在霞慕尼(Chamonix-Mont-Blanc)之南方) 

 

第四天  夏夢尼 (安錫之旅)  

安錫曾是日內瓦伯爵所在地，12-16 世紀為薩瓦王室所有，是

安納西音樂學院的歷史與藝術中心。安錫湖（Lake Annecy)位

於阿爾卑斯山腳下，被譽為全歐洲最純淨的湖泊。湖水來自阿

爾卑斯的高山雪水和雨水，綿延 15 公里，如翡翠般碧藍耀眼。

在安錫湖畔漫步，或是在湖中游泳划船，眺望遠處連綿起伏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581.htm


 

阿爾卑斯山脈，無疑是人生一大快事。 

 

第五天  夏夢尼---日內瓦---TGV--- 巴黎 

今日上午自由活動於夏夢尼，中午合車服務接您返回日內瓦火車站，隨後搭乘法國子彈火車

TGV 前往花都---巴黎，晚上您可搭船暢遊塞納河，欣賞一下巴黎不同的夜間浪漫風情。 

 

第六天  巴黎(建議行程：凡爾賽宮+市區觀光)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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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您返回巴黎，您可在巴黎鐵

塔站下車，步行經過軍事學校、拿破倫靈寢，

走過亞歷山大三世橋到大小皇宮到協合廣

場、香榭大道、凱旋門….串起巴黎重要的浪漫景點。 

 

第七天 巴黎 

今早可搭地鐵前往參觀新凱旋門 可搭地鐵前往參觀

新凱旋門 ，新凱旋門位於巴黎拉德芳斯區， 是座仿

凱旋門形式的新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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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新興工

業國元首會議亦即年完成，在其最高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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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二倍。 新凱旋門頂層設 

有畫廊、會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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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建議您前往巴黎北邊的蒙馬特區、聖心堂，感受到浪漫巴黎藝

術風情。 

 

第八天  巴黎(建議莫內故居 FONDATION CLAUDE MONET 之旅) 

今日建議您前往莫內故居參觀。克勞德·莫內，法國畫家，印象

派代表人物和創始人之一。印象出自其代表作印象·日出的標

題。莫內是法國最重要的畫家之一，印象派的理論和實踐大部份

都有他的推廣。莫內擅長光與影的實驗與表現技法。他最重要的

風格是改變了陰影和輪廓線的畫法，在莫內的畫作中看不到非常

明確的陰影，也看不到突顯或平塗式的輪廓線。 

 

第九天  巴黎(OUTLET 購物) 

今日建議您前往巴黎的 La Vallée Village，位在巴黎迪士尼樂

園旁邊，已經有十年歷史。如果驅車前往才約 35 分鐘，坐 RER

也不用一小時。Outlet 本身是一間間歐洲小屋相連成為小村，

氣氛很悠閒。與其它 Outlet 不同的，是這裡有許多品牌專門

店(有些地方 Outlet 是一間店分銷不同品牌)，貨品的選便較多

了。在此您可滿足您的購物樂趣。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22.htm


 

第十天  巴黎(建議楓丹白露宮之旅) 

楓丹白露宮及其花園，位於塞納河左岸的楓丹白露鎮，

距巴黎約 60 公里。楓丹白露宮坐落在 170 平方公里的

森林中，這裡風景優美，氣候宜人。1981 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將楓丹白露宮及其花園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楓丹白露意為“美泉”，當地泉水清冽。

楓丹白露宮建築群由古堡、宮殿、院落和園林組成，其

中常年開放的館舍有三間文藝復興大廳，皇帝寢宮及拿

破崙博物館。從建築藝術上看，楓丹白露可說是法國古典建築的傑作之一，各個時期的建築

風格都在這裡留下了痕跡。 

 

第十一天 巴黎(建議行程:奧塞美術館)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奧賽美術館參觀，奧賽美術館前身為一座火

車站，而火車站的設立是為了方便西南歐旅客的進出﹑停留巴

黎而設計的。1977 年龐畢度現代藝術文化中心落成啟用，原

來東京宮收藏從印象派到立體派作品被排除在外，而這些作品

亦無法歸納於羅浮宮，在這種情況再成立一座羅浮宮與龐畢度

藝術文化中心間橋樑的新美術館便是當務之急的工作，而奧賽

美術館便應運而生了。隔著賽納河與羅浮宮遙對的奧賽美術

館，主要收藏 19 至 20 世紀初的畫作與雕塑，包括莫內、雷諾瓦、竇加、馬內、秀拉、梵谷

等印象派大師的作品。 

 

第十二天 巴黎 (行程：羅浮宮+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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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建議您散個小步下午可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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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登廣場及皇宮…都是耳熟能詳的著名參觀景點。 

 

第十三天  巴黎 / 香港 / 高雄 

手上是否還有購物清單仍未達成任務呢？今日您可在巴黎最有名的歌劇院購物區好好血拼一

翻，提醒您可別忘記在法國同一家商店同一天購買超過 175 歐元，便可辦理退稅喔。下午搭

車前往機場辦理 CHECK IN 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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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天  高雄 

班機於今日飛抵台灣，很開心能為您的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有再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5324/134842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