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法國 13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巴黎  

02 巴黎---TGV---亞維農 (中午抵達 /下午市區觀光) 

03 亞維農(建議自駕車南法小鎮之旅) 

04 亞維農(建議自駕車南法小鎮之旅) 

05 亞維農---TGV---尼斯 (上午火車 /下午市區觀光) 

06 尼斯(艾滋村+蒙地卡羅之旅)  

07 尼斯 / 巴黎 (EASYJET 18:55 起飛) 

08 巴黎(凡爾賽宮) 

09 巴黎(羅浮宮) 

10 巴黎  

11 巴黎 (鐵塔晚餐 1830)  

12 巴黎 / 台北  

13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61,0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1 項 
1 表列旅館共 10 晚含早餐 

2 尼斯 / 巴黎 單程票經濟艙含稅(此票一開不可退票)  

3 法國二段 TGV 商務艙 

4 巴黎專車接機及送機 

5 尼斯專車送機 

6 羅浮宮門票+凡爾賽宮門票 

7 塞納河 60 分鐘遊船 

8 巴黎鐵塔晚餐(三道式+含電梯票/不含小費) 

9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0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11 二人一台 WIFI 分享器(每日 500MB / 用完降速 / 傍晚恢復)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3 天) 
 

第一天  台北 / 巴黎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

物品噢！今晚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前

往巴黎。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

明日開始精彩的法國之旅。 

 

 

 

第二天  巴黎---TGV---亞維農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巴黎，隨後搭乘 TGV 前往亞維農。 

亞維農城被古老的城牆所包圍，美麗的隆河從城牆外蜿

蜒流過。再遠處鮮綠的草地覆蓋在略有起伏的原野上，

其間還點綴著深綠色的樹林，金色的陽光淡淡的撒在遠

處的小湖和河流上，反射出磷磷的波光。這裡的空氣，

陽光，草木，河流都非常純淨。亞維儂是個很容易激起

人們浪漫因子的地名，不少人一聽到亞維儂就想起彼

得。梅爾的山居歲月。教皇宮是座落於亞維農的一座古

老宮殿，為歐洲最大、最重要的中世紀哥德式建築。教

皇宮不僅是教皇的宮殿，也是一座要塞。在十四世紀期間，亞維農教皇宮是天主教教廷的所

在地。來到亞維儂，連簡單的散步和逛街都是一種享受。 

 

第三天 亞維農(建議自駕車南法小鎮之旅) 

今日建議自駕前往嘉德水道橋 PONT DU G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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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姆以羅馬帝國遺留下來的知名古跡為中心，舊

城(Vieille Ville)也有許多令人驚喜之處。尼姆的歷史中心保留

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古典主義時期的樸素莊重以

及 19 世紀的傲人設計。尼姆方殿現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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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前往羅馬人所建的古城－亞爾，亞爾是佇立在羅訥

河上的珍寶,庇護在地中海海風吹過的湛藍的晴空下。這

個羅曼時期的古城,擁有豐富又獨特的世界藝術遺產,同

時也是讓藝術家和詩人找到靈感的形象之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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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來感受他對藝術的執著。 

 

第四天  亞維農(建議自駕車南法小鎮之旅) 

今日您可自駕車參觀普羅旺斯這塊充滿陽光和色彩的土地，這裡風景如畫，氣候宜人。我們

建議您今日參觀的景點如下: 水泉村 Fontaine de Vaucluse + 勾禾德(石頭城)Gordes + 

胡西庸(紅土城) Roussillon+奔牛村 Bonnieux+盧馬杭 Lourmarin ，您將充份感受南法小鎮

之美。 

★水泉村 Fontaine de Vaucluse 

沃克呂茲泉又稱「水泉村」，位於亞維儂的東方約 25 公里，La 

Sorgue 索格河翠綠清澈的河水流經的小鎮，有「南法的九寨溝」

之稱。水泉村在 Luberon 呂貝隆地區，四周的降雨，以及融化

的冰雪都匯集到碧泉村。世界第五大(法國最大)的湧泉就是由這

裡不斷湧出地表的河水形成。這裡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河水都是

沿於地下的大洞，河水就不斷從大洞湧出，由於河水未被污染，

所以河水非常清澈，這裡叫做南法的九寨溝實不為過。 

★勾禾德 Gordes 

勾禾德又名石頭城，是以石頭建築而成的山城，Gordes 意思

為「高懸的村子」，因像懸掛在天空又得名「天空之城」，是

法國 50 美村子之一。因彼得‧梅爾(Peter Mayle)的暢銷書〈山

居歲月〉及電影〈美好的一年〉加持，而成為南法熱門的觀光

景點。整座岩石山城的建築物都是建於中世紀，全部物料都是

以石灰岩乾板石疊砌以成，當地政府為了保護古蹟與美感，所

有新建的房子都必須要以石板形式建造，以求景觀的一致性。

於遠處觀看這個「天空之城」，感覺很震撼。城內的建築物都是以石灰岩乾板石疊砌以成，

雖久歷風霜，仍非常穩固。 

★胡西庸 Roussillon 

普羅旺斯的紅色山城，又名紅村，是由紅色土壤建造而成的紅

色村莊，傳說中有位美麗的少女因為無法和情人長相廝守而在

此殉情而死，鮮血染紅了土壤，讓胡西庸的土壤變成現在所看

到的暗紅色。但其實是因為此地土壤中，─惡寒一種名為 Ocher

赭石色黃褐色的顏色原料，才使得土壤呈現暗紅色。 

 

★奔牛村 Bonnieux 

奔牛村 Bonnieux，居住人口不到 2000 人，但是因為彼得.梅

爾所著的《山居歲月》將這裡描述成悠然自得的世外桃源。於

是奔牛村成了來到普羅旺斯不能錯過的一站。很多讀者到這裡

循著書裡的足跡遊走。奔牛村是這一區域裡眾多歷史悠久的「山

村」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羅馬時代，座落在呂貝宏山區之上，

那裡能一覽整片山谷的平地。 

 

 

 

 

 

 



 

★盧馬杭 Lourmarin 

盧馬杭(Lourmarin),因為它擁有獨特魅力,隨處可見露天咖啡

店、餐廳、小商店,還有很多充滿文藝色彩的畫廊和工作室。

也許,因著這種文化氣息,吸引了不少作家慕名前來,更被評為

法國百大美村之一。據悉,就連法國知名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和寫過「惡水上的少年」的鮑思高(Henri Bosco),也因

著這兒的優美風光,生前曾居住於此，死後亦埋葬於此。盧馬

坑除了畫廊和畫室外,也被稱為[雜貨店的總匯]。這些雜貨店雖

然售賣的不是名牌貨色,但卻充滿地道色彩的飾品。 

 

第五天  亞維農---TGV---尼斯 (上午火車 /下午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搭 TGV 前往尼斯，您可以好好享受尼斯的悠閒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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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德森大道 Jean Medecin 

尼斯是一個非常新且乾淨的地方，走在「梅德森大道」上特

別有這種感受，兩旁的銀行、高檔飯店、百貨商場、辦公大

樓都是新穎的建築樣式，跟摩納哥豪華的感覺有點不同，更

庶民了些，但一樣有種打造出來的度假勝地感，相較於歐洲

許多古城的古意昂然及亞洲現代感的度假氛圍，保留了當地

建築矮平房的特色，卻能清楚與周圍舊城作區隔，維持了非

常尼斯風格的市容。 

★聖母大教堂 Basilique Notre Dame de 

l’Assomption 

梅德森大道前往海邊的途中會經過尼斯最大的現代宗教

長方形廊柱教堂 – 「聖母大教堂」。 

尼斯聖母大教堂建造於 18 世紀 60 年代晚期,是一座宗

座聖殿,是尼斯最大的基督教禮拜堂,也是尼斯最大的第一

個現代宗教建築式的長方形廊柱教堂。它的建設受到了昂

熱大教堂的啟發,為哥特式風格,外觀和巴黎聖母院有些相

似。它採用了 19 世紀的彩色玻璃窗戶,兩個的方尖形塔高

65 米,帶有華麗精美的玫瑰窗,形象生動地描繪了聖母升天的場面。 

 

第六天  尼斯(建議坎城+蒙地卡羅之旅) 

★坎城 Cannes 

今日您可搭車前往坎城。在中古世紀時，坎城是 Lérins 

修道院的封建屬地。直到 19 世紀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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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勝地。坎城依偎在青

山腳下，臨地中海之濱，佔據了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5

千米長的沙灘，四時不謝之花，漫步城中，白色的樓房、

蔚藍的大海，以及一排排高大翠綠的棕櫚樹相互映襯，構成一幅美麗的自然風光。“精巧、

典雅、迷人”是大多數人對坎城的評價。 



 

下午搭車前往富豪巨星雲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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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地卡羅大賭場 Monte Carlo Casino 

1856 年，摩納哥親王查理三世為解決財政危機，便允許在北邊的岬角

上興建一所賭場。經過一次在摩納哥老城中失敗的嘗試（Munegu 

Autu - Monaco Ville），1862 年在蒙地卡羅興建了一所簡陋的賭博娛

樂場所。賭場於 1863 年落成，但附近一直都沒有人蓋房屋。直至黑森

州水城巴特洪堡的賭場經理 François Blanc 接手賭場後，他憑藉個人

的才能與雄厚的資金建立了一座集豪華奢侈的都市。大賭場整幢建築

物包含不同的建築風格。在西面臨海最古老的建築是由巴黎歌劇院的

建築師 Charles Garnier 於 1878 年設計。而最新裝飾了各種墻紙和油

畫及使用巴洛克式的鍍金的劇院和賭場則建於 1910 年。訪客如要進入

賭場，必須穿著正式禮服才可進入。賭場前方為熱帶庭園 (Jardin 

Exotique)。 

 

★摩納哥親王宮 Le Palais des Princes de Monaco 

摩納哥親王宮是摩納哥親王的官邸。現在的建築修建於 1911

年，曾是熱那亞共和國的堡壘。親王宮在歷史上曾經多次遭到

外國勢力的攻擊，這使得親王宮建築並不豪華，相反強調防衛

功能。加上摩納哥面積狹小，因此摩納哥王室始終居住在親王

宮。現在的親王宮建築融合了多種不同的建築風格。摩納哥親

王宮也是一個旅遊景點 

*冬季王宮內部博物館沒有開放 

 

第七天  尼斯 / 巴黎 

今日早上繼續悠閒觀光尼斯。 

★馬賽納廣場 Place Masséna 

瑪西納廣場是尼斯的主要廣場。寬闊的廣場坐落在老城和新城

之間，並林立著商店和餐廳。廣場位於數個主要大道的十字路

口，包括寬廣的尚梅德森大道。圍繞廣場的老建築全部都漆成

紅色，還有藍色的百葉窗，這是該地區具代表性的特色。巨大

的石頭拱廊通往商店和餐廳，包括老佛爺百貨公司。在法國著

名的百貨公司採購香水和設計師服裝。 

★尼斯舊城區 Vieux Nice 

過了馬賽納廣場左轉便是尼斯舊城區(vieux nice)，這裡保留

了 18 世紀以來的古老建築，尼斯離義大利非常的近，在歷

史上更是由希臘及義大利統治，漫步在舊城區巷弄，盡是巴

洛克風格磚紅屋頂古建築，由於遊客沒有義大利多，反倒比

義大利更能享受探索巷弄的樂趣，看看當地人的生活。 

 

★尼斯主座教堂 Cathédrale Sainte-Réparate de Nice 

尼斯聖雷帕拉塔主教座堂 是一座羅馬天主教主教座堂，位於法

國南部海濱城市尼斯。它是天主教尼斯教區的中心，供奉尼斯



 

的主保聖人聖女雷帕拉塔，擁有博索管風琴。該建築的外部和內部均為巴洛克式。 1246 年，

它成為本堂區聖堂。1906 年，尼斯主教座堂被法國文化部列為法國歷史古蹟。 

★天使灣 Baie des Anges 

天使灣是法國蔚藍海岸上最秀美的一段。這裡的海十分湛

藍，尼斯的海灘很特別，都是由鵝卵石鋪成的，踩上去有

些扎腳，卻別有一番趣味。爬上城堡從東面俯瞰是欣賞天

使灣的最佳角度。 

濱海的大圓弧線幾乎如圓規劃出一般優美，兩端的尖端呼

應如天使的一對翅膀，伸出來擁抱大海。漸變色的海水和

白色的海浪撞擊著，非常漂亮。當地人或度假的遊客都來

這裡曬太陽。 

下午搭乘專車前往機場，晚上搭乘飛機飛往花都---巴黎。 

 

第八天  巴黎(凡爾賽宮) 

今日前往凡爾賽宮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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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巴黎(羅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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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塞納河旁，

聖母院就在西堤島上，再從新橋走到藝術橋。 

晚上可搭船暢遊塞納河，欣賞一下巴黎不同的夜間浪漫風

情。 

 

第十天  巴黎 

巴黎蒙馬特區 Montmartre 

今日您可前往巴黎北邊的蒙馬特區，此區每個街道都

是散步的好去處，從山腳下一路漫步上山沿路都是景

點，以下幾個是蒙馬特最為知名不可錯過的景點。聖

心堂 (Sacré-Cœur)、小丘廣場（Place du Tertre）、

愛牆，紅磨坊 (Moulin rouge)、雙風車咖啡館(Café 

des Deux Moulins)此為電影《艾蜜莉的異想世界》

拍攝咖啡廳、梵谷故居、蒙馬特葡萄園、蒙馬特博物

館、達利美術館..等等。 

 

 

 



 

聖心堂 Sacré-Cœur Basilica (持 Navigo 週卡可以免費搭聖心堂纜車) 

聳立在蒙馬特的山丘上的一棟白色教堂，據說供奉著耶

穌的聖心，教堂圓頂是一幅巨大的鑲嵌畫作，也是電影

「艾蜜莉的異想世界」中男主角和艾蜜莉約定拿回相簿

的地方。亞歷山大三世橋 (Pont Alexandre III)：巴黎

最美麗的橋樑，連接左岸和右岸，橋上金黃色的雕塑十

分華麗，在橋樑上可以欣賞塞納河的美景，是電影「午

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男主角淋雨散步的場景. 

 

 

第十一天  巴黎 (鐵塔晚餐 1830) 

今日全日巴黎市區觀光:  

香榭麗舍大街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或稱 les Champs-Élysées；或譯香榭麗舍大道），位於城

市西北部的第八區，被譽為巴黎最美麗的街道。「香榭麗舍」

原意是希臘神話中聖人及英雄靈魂居住的冥界中之至福樂

土。香榭麗舍大道起始於協和廣場，廣場上矗立有方尖碑，

大街由東向西延伸長達 1880 公尺，前半段較平坦，接著有

一段上坡直到戴高樂廣場，廣場中心屹立著凱旋門。巴黎

12 條大街都以凱旋門為中心，向四周放射，氣勢磅礴，為

歐洲大城市的設計典範。 

 

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即雄獅凱旋門，凱旋門高 49.54 米，寬 44.82 米，厚 22.21 米，中心拱門

高 36.6 米，寬 14.6 米。在凱旋門兩面門墩的牆面上，有 4 組以戰爭為題

材的大型浮雕：「出征」、「勝利」、「和平」和「抵抗」；其中有些人

物雕塑還高達五六米。凱旋門的四周都有門，門內刻有跟隨拿破崙遠征的

386 名將軍和 96 場勝戰的名字，門上刻有 1792 年至 1815 年間的法國

戰事史。凱旋門的拱門上可以乘電梯或登石梯上去，上去後第一站有一個

小型的歷史博物館，裡面陳列著有關凱旋門的各種歷史文物以及拿破崙生

平事蹟的圖片和法國的各種勳章、獎章。另外，還有兩間配有法語解說的

電影放映室，專門放映一些反映巴黎歷史變遷的資料片。再往上走，就到

了凱旋門的頂部平台，從這裡可以鳥瞰巴黎名勝。 

 

凱旋門頂部平台門票€12 

座落在巴黎市中心全世界最大的凱旋門，為了紀念拿破

崙一連串的軍事勝利所建立，宏偉的建築是您必到訪之

地。登上約 280 階的凱旋門頂樓觀景台，眺望整個巴黎

市區，俯看星辰廣場上的 12 條放射狀的道路，左邊最著

名的是從凱旋門到協和廣場之間的香榭麗舍大道以及協

和廣場的摩天輪，還可遠眺巴黎新凱旋門，右邊則是鼎

鼎大名的巴黎鐵塔!登頂凱旋門可欣賞 360°全景一次把

香榭大道與巴黎鐵塔盡拉德芳斯區等地標式建築盡收眼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7%AC%AC%E5%85%AB%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7%A5%9E%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5%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3%E7%A6%8F%E6%A8%82%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3%E7%A6%8F%E6%A8%82%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4%E5%92%8C%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5%B0%96%E7%A2%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9%AB%98%E6%A8%82%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6%97%8B%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BF%E7%A0%B4%E5%B4%99


 

新凱旋門 Grande Arche 

接著您可前往參觀新凱旋門，新凱旋門（法语：Grande 

Arche，意為「大拱門」），全名拉德芳斯新凱旋門（La Grande 

Arche de la Défense，Arche de la Défense）巨大的現代

化立方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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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凱旋門類似一個四維的超立方體。建

築結構高 110 公尺、寬 108 公尺、深 112 公尺。拱形

下方的空間十分寬敞，足夠將整個巴黎聖母院放置其中。立

方體保持開放空間的原因是，馮．施普雷克爾森希望它能代表「通往世界的窗戶」，而他確

實成功地帶給世界一個看見巴黎的絕佳窗口。是凱旋門的二倍大。 

晚上我們幫您安排在巴黎鐵塔的 58 餐廳，享用巴黎鐵塔浪漫晚餐。 

 

第十二天  巴黎 / 台北 

浪漫的巴黎，總讓人充滿得無限的遐想，帶著依依不捨的心

情，今日上午專車接您前往機場搭機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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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法國風景影像，趕緊回到溫暖的小

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