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殺法國城堡 8日 

羅亞爾河城堡、印象奧薇小鎮、羅浮宮、花都漫遊 
出發日期:05/26 

售價:49,900 

 ~浪漫國度-FRANCE~  

行程特色 

★★★★★『長榮航空~飛往歐洲最佳航班』★★★★★ 

搭乘致力提供旅客卓越的安全、舒適、便捷的台灣之翼～長榮航空，全程公台語嘜ㄝ通，品牌

形象 100 分。 

 

～ 羅亞爾河城堡【香波堡】之旅 ～ 

以杜爾為中心的羅亞爾河谷地，是 16 世紀法國文藝復興時代的搖籃地；這裏有詩人爭相讚揚的法國式庭園及優美的自然環境，

再加上王侯貴族為打獵而建造的城堡，的確是奇妙無比的組合。在其眾多的古堡中，又以有堡中之王「香波堡」為最知名。 

  

《造訪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宮》 

位於法國巴黎的羅浮宮為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其始建於 12 世紀末，由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奧古斯都所下令修建。羅浮宮

現今擁有的藝術收藏超過 40 萬件，其中包括雕塑，繪畫，美術工藝等的收藏分別於四層樓展出。 



宮內最著名的「鎮宮三寶」分別為，鬼斧神工、英氣逼人的勝利女神像、栩栩如生、清麗脫俗的《米羅的維納斯》、與集神秘

和美麗於一身的《蒙娜麗莎》。其中，又以被視為鎮宮之寶的達文西大做《蒙娜麗莎》最受歡迎，如果您有看過達文西密碼這

本暢銷小說， 

那您就更不能錯過可以親眼目睹達文西真跡的這個機會，把自己當成書中的主角羅伯蘭登，一步一步地抽絲剝繭，把埋藏在這

名畫後面已攸攸數百年的秘密給挖掘出來... 

  

  

 ~【奧維小鎮】印象派畫家梵谷與塞尚的寫生足跡~ 

追隨印象派畫家梵谷與塞尚的寫生足跡，"奧維小鎮"是您一生務必朝聖的聖地之一。來此追尋梵谷足跡的

旅客更是終繹不絕，梵谷在此居住了 70 天，創作出 70 幅作品，充沛創作靈感 

，彷彿要窮盡一生之力創作著名的畫作「奧維小鎮的教堂」、「伽賽醫師」、「自畫相」以及「麥田群鴉」

等。皆出自於此。 

  

   

~巴黎蒙馬特聖心堂之旅~ 

位於塞納河右岸，藝術的溫床，擁有白色圓頂著名的聖心堂，天氣晴朗時，還能俯視夢幻巴黎的全景。 



   

  

～巴黎市區觀光~ 艾菲爾鐵塔 、凱旋門 、香榭里舍大道～ 

   

  

~巴黎「春天百貨 + 老佛爺百貨 + 名牌 Outlet 折扣城」購物天堂之旅~ 

巴黎是全球時尚之都，許多世界著名的精品名牌皆發源於此，到巴黎盡情享受購物之樂更是許多女人一生

的夢想，本行程特別安排讓您在巴黎最著名的「老佛爺百貨」與 

「春天百貨」盡情選購 Chanel、Longchamp、BV、Rimowa、Balenciaga…等歐洲精品名牌。此外，也特別安

排前往位於巴黎近郊的 Outlet 折扣城，絕對超值的過季 

折扣商品，將讓您滿載而歸。 

 

 

 

貼心好禮－行李束帶&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乙組／送完為止) 

  

全程配備耳機導覽(不搞廣告噱頭、誠心保障旅遊品質)       

  

符號說明: ★門票景點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開車經過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9-05-26(日) BR087 桃園機場 23:40 巴黎(戴高樂) 07:30 

2 2019-06-01(六) BR088 巴黎(戴高樂) 11:20 桃園機場 06:3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巴黎 Paris 

符號說明: ★門票景點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開車經過 

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腳步，搭乘豪華的客機飛往歐洲。陶

醉於機上的佳餚、美酒、在首輪電影的服務中，進入夢鄉，於次日飛抵花都－巴黎。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2 天 巴黎 Paris－235KM－羅亞爾河古堡巡旅(香波古堡)－78KM－杜爾 

今天班機抵達巴黎機場，通過海關查驗後，隨即專車前往位於法國中部，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羅亞

爾河流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之世界文化遺產)，自古即為法國皇家，吟遊詩人所鍾愛的羅亞爾河

谷地，一座座浪漫，優雅的城堡如夢似幻。 

羅亞爾河河谷：羅亞爾河是法國境內最長的一條河流，河水悠悠流經的谷地，分布了大約 140 座的大

小城堡，在中世紀的戰國時代，羅亞爾河西部的安茹家族，就是和國王代表的卡佩家族不相上下的超

級大諸侯，帶動了防禦性城堡的需求。尤其是在 16 世紀文藝復興風吹進法國之時，以滿足王室需要的

居住型城堡大量被建造，優雅華麗的城堡如雪儂梭堡和香波堡，使羅亞爾河躍升為法國國王之家。也

因此羅亞爾河谷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文化遺產名單上少見的區域指定保護型態。 

香波堡：城堡之王、羅亞爾河珍珠，費時 138 年興建的香波堡，是羅亞爾河流域最壯觀的城堡，具有

真正的王者風範，不僅僅在於其宏偉的規模與尊貴的氣息，還因為它的卓然不群，傲然於窠臼之外。

傳說城堡的另一妙景《螺旋式雙梯》出自達文西之手，隨著螺旋梯登上露臺遠眺，想像法蘭西一世當

年的雄心壯志。 

翁布瓦茲：羅亞爾河河畔的迷人小鎮，是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最終的居住地。古老狹小的巷弄搖曳著

山城的風情，散發愉快喜悅的氣氛，讓旅客的腳步變得輕盈。河畔的古堡，印證此小鎮曾有的風采。 

【入內參觀】香波堡。 

【下車參觀】翁布瓦茲城堡。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羅亞爾河洞穴餐廳 

晚 中式六菜一湯 

夜宿  四星級 ALLIANCE TOURS CENTRE 或 NOV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杜爾－185KM－沙特爾－117KM－印象畫派之奧薇小鎮巡禮－35KM－巴黎 

莎爾特：看似一個平凡簡單的小鎮，卻藏著一座被譽為哥德式完美傑作的莎特爾大教堂，是法國古建

築中最早被 UNESCO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即使在 30 里外依舊能看到這座雄偉的教堂，整個城市

就宛如倚靠著教堂而居。莎特藍的彩繪玻璃、空間感十足的大殿、半圓迴廊上三十個精彩的雕刻，娓

娓述說耶穌不平凡的一生，沙特教堂堪稱法國教堂典範。 

奧薇小鎮：位在巴黎北方近郊，在這印象派畫家的故鄉，沉浸於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的美麗與

感動；並造訪梵谷故居、梵谷公園。梵谷居住在這裡的時間總共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卻完成了七十

幾幅的作品，可見這裡風景的幽美的確能激發藝術家的創作。奧薇小鎮的面積不大，但隨處都可以發

現迷人的風情，從梵谷的著名畫作：奧薇教室、麥田群鴉、杜比尼的花園等作品中，就不難發現這裡

有多吸引人，就在離巴黎不遠之處，卻有濃郁的純樸之情，唾手可得的創作靈感，也是梵谷為何選擇

這裡做為他最終養病安身之所。 

【入內參觀】莎特爾大教堂。 

【下車參觀】梵谷故居、梵谷公園。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六菜一湯 

晚 中式六菜一湯 

夜宿  四星級 RADISSON BLU CDG 或 RADISSON BLU DISNEY 或 NOV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巴黎－羅浮宮－市區觀光－巴黎 

羅浮宮：位於法國巴黎的羅浮宮為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原是 12 世紀時法國國王為了鞏固塞納河

南岸，即左岸拉丁區之巴黎精華區的安全而建成的要塞，由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奧古斯都所下令修建。

羅浮宮博物館蒐集了世界各大名師的畫作，現今擁有的藝術收藏超過 40 萬件，其中包括雕塑，繪畫，

美術工藝等的收藏分別於四層樓展出。 

羅浮宮最著名的《鎮宮三寶》分別為鬼斧神工、英氣逼人的《勝利女神》和栩栩如生、清麗脫俗的

《米羅的維納斯》與集神秘和美麗於一身的《蒙娜麗莎》。其中又以被視為鎮宮之寶的達文西大做

《蒙娜麗莎》最受歡迎，如果您有看過達文西密碼這本暢銷小說，那您就更不能錯過可以親眼目睹達

文西真跡的這個機會。您可在這細細品味文藝復興偉大藝術家鬼斧神工精湛的繪畫及雕刻藝術，讓您

一窺藝術殿堂之奧妙。 

註 1：凡逢星期二羅浮宮休館，或特別假日休館時，將更改參觀日期或前往其他博物館參觀，敬請見

諒！ 

註 2：特別安排專業導遊導覽解說，遠行到巴黎只看到羅浮三寶是不夠的，由專業導遊帶著讓您回味無

窮、不虛此行！ 

  

午後展開市區觀光，遊覽光芒四射的花都名勝，首先展開浪漫花都巴黎的市區觀光：專車行經歌劇

院，協和廣場、凱旋門－座落在巴黎市中心戴高樂廣場中央，香榭大道上，是拿破崙為紀念擊敗奧俄

聯軍，於 1806 年下令興建，費時 30 年才建成。凱旋門高 50 公尺，四面各有一門，中心拱門寬 146



米。門上有許多精美雕刻。 

  

香榭麗舍大道：全長約兩公里，從凱旋門到協和廣場之間的香榭麗舍大道，幾乎是觀光客眼中巴黎大

到的代名詞，它是巴黎的主要脈絡，大道上終日車水馬龍，寬廣的林蔭大道旁有許多精品、服飾店，

LV 的旗艦店即位於此大道上，是造訪巴黎必到之處。 

  

艾菲爾鐵塔：巴黎的地標，塔高三百二十公尺，位於巴黎市中心的戰神公園，這是一個綠意盎然的公

園，從前是練兵場，也是慶祝節慶活動的地方，後來成為數屆世界博覽會場所。1889 年首屆世界博覽

會在這裡舉行，艾菲爾鐵塔即是為了慶祝世界博覽會開幕而建立的，於 1887 年開始施工，兩年後竣

工，距今這座巴黎鐵塔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了。 

  

【入內參觀】羅浮宮。 

【下車拍照】艾菲爾鐵塔、香榭麗舍大道、凱旋門。 

【行車經過】歌劇院，協和廣場。 

【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敬請自理 

晚 中式六菜一湯 

夜宿  四星級 RADISSON BLU CDG 或 RADISSON BLU DISNEY 或 NOV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巴黎－蒙馬特畫家村(愛之牆)－巴黎折扣購物城－巴黎 

蒙馬特山丘：這裡是巴黎是最高的地方，山丘高達 137 公尺，參觀羅馬拜占庭式的蒙馬特山丘上的白

色聖心堂參觀，她可是紀念當年普法戰爭且守護巴黎市的重要教堂。聖心堂後方巷道靜逸是您在喧鬧

的巴黎市可感受獨有的藝術氣氛，您可前往藝術家雲集的畫家村，感受巴黎浪漫的藝術氣息，可自費

任選畫家為您畫張畫像或在露天咖啡座悠閒自在地喝杯咖啡，體會歐洲浪漫風情。 

註：提醒您出國旅遊請記得包包不可離身。 

  

愛之牆：在蒙馬特山丘上的小公園，有著吸引一對對癡情愛侶慕名而來的愛之牆，愛牆的意念源始於

弗雷德里克，是法國以寫情歌見長的音樂家。1992 年弗雷德里克開始收集及記錄 1000 多條以 300 多種

語言寫成的我愛你，他創作的早期的歌曲都是在居住在蒙馬特所創作，因此在 2001 年的情人節建立蒙

馬特愛牆以此作為愛牆的歸宿。 

  

巴黎折扣購物城：歐洲時尚村折扣購物城 OULET SHOPPING VILLAGE，提供數十種名牌全年無休的折



扣服務，整個購物中心規劃成歐洲小城的模樣，每個品牌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空間，讓消費者擁有舒

適而寬敞的購物空間；此外，歐洲村購物中心也是不可錯過的購物好去處，年輕而平價的品牌這兒一

應俱全。 

  

【下車參觀】聖心堂、愛之牆。 

【入內參觀】蒙馬特、畫家村、La Vallee Village 折扣購物城。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六菜一湯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四星級 RADISSON BLU CDG 或 RADISSON BLU DISNEY 或 NOVOTEL 或同級 

第 6 天 巴黎 Paris－百貨公司購物趣－左岸拉丁區－花神/雙叟咖啡廳 －聖哲曼德佩教堂 

一早前往安排參觀◎香水博物館，法國製造香水的歷史悠久，在博物館中您將可深入了解香水製作的

過程和奧秘。續前往巴黎歌劇院是歐洲最大的●歌劇院，也可能是世界最大的，由建築師卡賀涅設

計，集合拿破崙三世之前所有的建築式樣，完成一種折衷後典型的第二帝國式建築物。以及前往巴黎

最著名的兩大百貨公司－老佛爺百貨或春天百貨，古色古香的建築、新穎時尚的商品，您可在此盡情

享受購物之樂。爾後前往巴黎左岸拉丁區，您可以跟隨昔日藝術家的腳步，走入左岸著名的●雙叟咖

啡館及●花神咖啡館，品嘗特有的咖啡香及氛圍。又或者隨意找一家咖啡廳坐下觀看往來的人群。沿

途還有著歷史悠久的●聖哲曼德佩教堂，在此讓您感受巴黎左岸的文藝氣息。 

【下車參觀】歌劇院、左岸、聖哲曼德佩教堂。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敬請自理 

晚 中式六菜一湯 

夜宿  四星級 RADISSON BLU CDG 或 RADISSON BLU DISNEY 或 NOVOTEL 或同級 

第 7 天 巴黎 Paris／台北 Taipei 

今日是個輕鬆別離的日子！體驗了豐碩的法式浪漫風情，沿著窗外無限美麗街景，望著千年的絕美景

緻，許願自己美好的未來！再會吧！「法國再美」；總須別離！來到機場，再一次的起飛，潛藏在內

心的慾望，歐洲，我會再來！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8 天 台北 Taipei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

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甜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