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賴  宜 伶  02-2523-8965 

2018/05/04 南北法深度+瑞士 16 天 
NT:189,000 元/人含(機場稅、小費 160 歐元) 

 
◎安排巴黎艾菲爾鐵塔上-法式餐廳用晚餐賞夜景。 

◎安排兩餐米其林一星料理。 

◎安排雙宮行(凡爾賽宮 & 羅浮宮)。 

◎安排晚餐西餐含水酒。 

行程特色 
 

 

【南法必走景點】  
1.尼斯：法國印象派大師雷諾瓦對他朋友說：如果你想看看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裡就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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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活動以及地方風味。 

  
2.美好的一年電影拍攝地－勾禾德：奧斯卡影帝羅素克洛再次與【神鬼戰士】的金獎名導雷利史考特攜

手合作【美好的一年】的電影拍攝地－勾禾德。 



  
 

3.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亞維農：夕陽餘暉灑落在亞維農教皇宮滾滾隆河上，隆河上的斷橋仍

屹立不搖的堅守崗位，它就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亞維農城！ 

  
 

4.徜徉南法藝術小鎮梵谷畫作之城－亞耳：走訪這座城市，可以發現梵谷的足跡無所不在，這座城市因

為梵谷而布滿傳奇的色彩。1888 年，梵谷離開巴黎來到亞爾勒，這片陽光普照、充滿生命力的村莊，

激勵了梵谷的創作渴望。在梵谷的畫作中，最精彩也是創作量最豐沛的時期，就是他停留在法國南部的

普羅旺斯亞爾勒期間所繪製的，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隆河下的星空」，就是他這時期所留下的曠世畫

作。 

  
 

 

5. 紐約時報評為世界第 2 大旅遊目的地，保有地中海氣質－馬賽： 

馬賽（Marseille，英文也稱 Marseilles）是法國第二大城市和第三大都會區(metroplitan area)。它位於地

中海沿岸，原屬於普羅旺斯省(Provence)。它是法國最大的商業港口，也是地中海最大的商業港口。 

  
 

 



 
 

 

 

 
 



 

 
 

聖米榭爾山 MONT SAINT-MICHEL 

 
拉斯佩齊亞-五漁村 



 
 

 
 

旅遊地圖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第一天 TK-025 桃園 2150 伊斯坦堡 0510+1 
第二天 TK-1821 伊斯坦堡 0655 巴黎 0935 

第十五天 TK-1920 日內瓦 1830 伊斯坦堡 2230 
第十六天 TK-024 伊斯坦堡 0145 桃園 1800 

 

每日行程                                             符號說明  ★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第 01 天  台北／伊斯坦堡                             
相逢自是有緣！今日帶著快樂的行囊，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

飛往花都－巴黎，班機於土耳其伊斯坦堡轉機，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早餐：X 敬請自理   午餐：X 敬請自理     晚餐：X 機上精緻套餐 

住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伊斯坦堡／巴黎(羅浮宮、登艾菲爾鐵塔+晚餐)            
班機經轉機後今天早上抵達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隨即前往巴黎市區。首先安排由中文專業導遊參觀百

看不厭的★羅浮宮，這個世界最大的博物館收藏了人類文明上最嘔心泣的藝術結晶，值得您一再重遊細

細品味。其中鎮宮三寶之蒙那麗莎微笑、維納斯、勝利女神是您必看重點！聞名全球★艾菲爾鐵塔，她

是巴黎的地標，塔高 320 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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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特別安排於★艾菲爾鐵塔上法式餐廳，璀璨的巴黎夜景中，享用精緻法式料理。 

 

早餐：X 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O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O 艾菲爾鐵塔法式餐廳 99 歐元(含水酒) 

住宿：PULLMAN PARIS BERCY 或 NOVOTEL TOUR EIFFEL HOTEL 或同級 

 

第 03 天  巴黎(凡爾賽宮、塞納河遊船、購物樂)  
上午安排路易十四輝煌成就，世界著名的★凡爾賽宮。古色古香的陳設擺飾，名家手筆的繪畫及後宮的

御花園。凡爾賽宮原為法王的獵庄，1661 年路易十四進行擴建，到路易十五時期才完成，王包括宮殿、

花園與放射形大道三部分。宮殿南北總長約 400 米，建築風格屬古典主義。立面為縱，橫三段處理，上

面點綴有許多裝飾與雕像，內部裝修極盡奢侈豪華的能事。居中的國王接待廳，即著名的鏡廊，長 73

米，寬 10 米，上面的角形拱頂高 13 米，是富有創造性的大廳。廳內側牆上鑲有 17 面大鏡子，與對面

的法國式落地窗和從窗戶引入的花園景色相映成輝。下午我們安排搭乘★塞納河遊船，細細品味塞納河

兩岸浪漫迷人的風光！！接著前往法國最大之★老佛爺百貨公司或★春天百貨公司參觀，享受瞎拼之

樂。舉凡知名精品包 GUCCI、BV、機車包、LONGCHAMP；各式香水、化妝品及保養品也是您不可錯

過的伴手禮。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米其林一星料理+水酒(35 歐元)   晚餐：O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PULLMAN PARIS BERCY 或 NOVOTEL TOUR EIFFEL HOTEL 或同級 

 

第 04 天  巴黎—194km(2h20m)翁芙勒—233km(2.5h)聖馬洛—55km(50m)聖米榭爾山  
早餐後首先驅車前往位於塞納河口的古老小港都－翁芙勒，翁芙勒十五世紀的文化遺跡：◎聖凱薩琳教

堂（Sainte-Catherine），是法國現存最大的木造教堂及獨立鐘樓。昔日守衛海岸的古城牆，圍住了往日

風采，如今是最受歡迎的濱海小鎮。結束後前往被大海環繞的城市，13 世紀即以海盜城名聞遐邇，諾曼

第另一著名之阿勒巴特海岸 Cote d’Albatre 布列塔尼北部的海邊城鎮、古老港都「聖馬洛」，內鵝卵石

http://61.218.82.77/main_program/sce/scenic.ASP?view_id=VEUSPAR01
http://www.pullmanhotels.com/gb/hotel-2192-pullman-paris-bercy/index.shtml
http://www.pullmanhotels.com/gb/hotel-2192-pullman-paris-bercy/index.shtml


窄街密佈如網，由包圍舊市區的城牆渴望見聖馬洛及其離島之優美風光，城內 18 世紀高大建築物中開

設著紀念品店、海鮮餐廳、及煎薄餅店。接著前往號稱『世界第 8 大奇蹟』的法國第一勝景—◎聖米榭

爾山，此地是虔誠教徒朝聖的聖山，也是萬千遊客觀潮的美麗孤島，岩石頂上座落著著名的千年修道院，

以及獨特中世紀村莊。隨著大海的漲退潮一下與陸地連結一下又成為孤島的小島，於八世紀初葉時設立

了一座禮拜堂。經過歷年的改建，被登錄為世界遺產。要拜訪這些世界僅有的歷史遺跡，首先必須登上

200 階的階梯。今晚我們夜宿於此。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奶油淡菜風味餐 晚餐 O：聖米歇爾山特有羊排餐(含水酒) 

住宿：HÔTEL VERT 或 LE SAINT AUBERT 或同等級精品旅館＊若遇聖米榭爾山附近飯店滿房，則改住

聖馬洛。 

 

第 05 天  聖米榭爾山—209km(2.5h)翁傑—127km(1h20m)杜爾(雪儂梭堡、香波堡) 
早餐後驅車至前往羅亞爾河河谷門戶的古城～翁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翁傑是出入羅

亞爾谷地的門戶，這座大都市除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也展現獨特的生活藝術與生活品質，迷人的城堡、

精緻的美食、29 處 AOC 產區管制葡萄酒園...翁傑是法國文化的瑰寶。安排參觀：◎翁傑古堡、市中心

的◎亞當之屋及十二世紀中葉的◎聖莫利斯大教堂等景點。接著前往位於法國中部、風景優美及氣候宜

人的羅亞爾河谷地城堡區。浪漫淒美、號稱堡后的★雪儂梭堡，又名《淑女城堡》，橫跨雪河而建的水

上城堡，充滿女性的柔情，是法國最羅曼蒂克情調的古堡，經過多位女性貴族的修建，堡內充滿各種六

位貴婦人的傳奇故事，因此又被稱為《豔麗的六位貴婦人之城》。造訪有《歐洲堡王》之稱的★香波堡，

可與凡爾賽宮媲美；其吸引力在於其設計別緻的屋頂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煙囪、塔樓及雙樓梯，建築風格

帶有濃濃的達文西色彩；此城堡為歷代法國英雄人物如路易十四、拿破崙等皇室最鍾愛的狩獵行宮，可

稱為古堡群之代表。之後前往－杜爾，此地是羅亞爾河城堡區的中心，也是法國皇室的發源地，號稱全

法國法語發音腔調最正統的地方。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法式雞腿風味餐  晚餐：O 羅亞爾河地窖餐廳鄉村魚風味餐 

(含水酒) 

住宿：NOVOTEL HOTEL BLOIS 或 MERCURE CENTRE TOURS 或 同級 

 

第 06 天  杜爾—250km(2h40m)干邑(白蘭地酒莊)—107km(1h40m)聖艾美莉翁(酒莊品酒

之旅)—47km(50m)波爾多 
早餐後離開往南進入濱海夏朗德區參觀世界知名之干邑白蘭地產區，干邑是法國國王法蘭西一丗的出生

地，17 世紀由兩次蒸餾釀造的生命之水 （Eaux de Vie）－白蘭地逐漸取代鹽雨葡萄酒的貿易。頂著干

邑白蘭地的光環，這個地區所生產知名白蘭地葡萄酒就以干邑來命名。來到干邑，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去

參觀世界知名的軒尼詩、馬爹利、人頭馬及卡幕等白蘭地大酒廠，讓大家有機會了解白蘭地的特性。我

們也會於以上之大酒廠中選擇一家體驗與昨日完全不同之★白蘭地體驗。來到法國第四大城市-波爾多。

這裡因大西洋的海洋性溫暖氣侯加上它的土質十分有利葡萄的種植，因而醞釀出世界聞名的葡萄酒。首

先前往被英國人封為紅酒之王的葡萄酒產區～聖艾美莉翁，這是一個被葡萄酒園團團圍繞的小山城，行

車至此沿途窗外盡是片片相連的葡萄園，至此我們當然要來★酒莊品酒之旅，嚐嚐身旁那片葡萄園所釀

製出的紅酒呢！隨後前往葡萄酒首府波爾多市區，這裡 18 世紀的古典建築群呈現最和諧的佈局。建築

群中不乏保持完善的壯麗建築，大部分都已列入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名錄。節慶的氣氛、高品質的生活環

境、頂級葡萄酒、美食、文化與精品購物等等，所有觀光的元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夏朗德地方料理 晚餐：O 酒莊晚餐(含水酒) 

住宿：MERCURE  或 同級 

 

 



第 07 天  波爾多(月亮港)—385km(4.5h)庇里牛斯國家公園(珀杜山) 
今日上午欣賞波爾多壯觀的市容；波爾多◎月亮港 Port of the Moon 亦於 2007 年列入 UNESCO 人類文

化遺產！接著前往雄偉壯觀的庇利牛斯國家公園的◎珀杜山，它是歐洲西南部最大的山脈，橫跨法國與

西班牙當前的國界，以海拔 3 352 米的石灰質珀杜山頂峰為中心，方圓 30639 公頃。在西班牙境內的是

歐洲兩個最大最深的峽谷，而在法國境內更加陡峭的北坡上則是三個大片環形屏障，充分代表了這裏的

地質地貌。除了雄偉的山脈，這個地區還有著恬靜的田園風光，反映了農業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曾

在歐洲高地非常普遍，而今卻僅存於比利牛斯地區。在這裏，可以通過村莊、農場、原野、高地牧場和

崎嶇的山路這些獨特的景觀，去回顧久遠的歐洲社會。山區自然景色絢麗，是重要的旅遊勝地和登山滑

雪活動場所。來此參觀旅遊的人絡繹不絕，其中西班牙的托爾拉和法國的加瓦爾尼村莊是兩處最吸引人

的亮麗景點。位於加瓦爾尼的古羅馬圓形劇場看上去格外幽雅，具有登山愛好者所厚愛的巖石表面和壯

觀的瀑布。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鄉村風味料理  晚餐：O 飯店內用或西式套餐(含水酒) 

住宿：PARADOR DE BIELSA 或同級 

 

第 08 天  庇里牛斯—273km(3.5h)卡卡頌 
早餐後我們離開世界文化遺文的珀杜山前往保留著 700 年前風貌的中世紀小城及歐洲維護最完整的古城

－卡卡頌，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位於法國西南部，周圍為雙重城牆環繞的

中世紀古城，是個有護城河及◎城門的古堡，這裡像是一個活著的城堡，還有居民在城堡內生活。此地

依然保存著中世紀歐洲最大的◎城牆，建築其間可追溯至羅馬帝國，漫步於小街小巷的石板上，恍若走

入中古世紀，置身騎士時代。此地明顯感受到一股與巴黎的喧囂繁華迥異的小鎮氣息，蜿蜒的古街道及

街邊引人注意的商店或可愛有趣的小博物館，來自世界各地觀光客為城內帶來熱鬧氣氛。夜宿於此。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法式鄉村風味料理  晚餐：O 卡書雷特風味餐(含水酒) 

住宿：BEST WESTERN DONJON 或 TROIS COURONNES 或 DU SOLEIL LE TERMINUS 或同級 

 

第 09 天  卡卡頌—223km(2h10m)亞耳—63km(45m)嘉德水道橋—61km(1h)勾禾德

38km(50m)亞維儂 
上午我們來到文化古都－亞耳並展開市區觀光，首先參觀◎市政廳廣場、◎埃及方尖碑及比羅馬鬥獸場

早了一百年的★圓形競技場(ARENES)及★羅馬劇場(THEATRE ANTIQUE)，是最古老的羅馬競技場，最

高的一排座位並可欣賞到亞耳全景，畫家梵谷曾在此處停留，並利用此地景色，創作了 3 百多幅油畫，

接著我們會來到◎梵谷咖啡館(CAFÉ VAN GOGH)，梵谷在論壇廣場旁的這家咖啡館，先後畫了室內及

室外的作品，經過後人的刻意修飾及模仿，這咖啡館的模樣彷彿就停在當年那段時空裡。漫步到★夏日

庭園(JARDIN D’ETE)，這豎立著梵谷紀念碑標示著亞耳與梵谷之間緊密的歷史情誼，也讓這裡吸引了

許多印象派朝聖著來此一遊。接著前往參觀有兩千年歷史之古羅馬水道、位於嘉頓河上之★嘉德水道

橋。2000 多年前羅馬時代所興建，當初羅馬人在建造時使用了大批奴隸及巧妙滑輪系統，將大石塊搬

到適當的位置，嘉德水道橋是羅馬人所建造橋樑中最高的一座，並將嘉德水道橋視為帝國豐功偉業的見

證。嘉德水道橋位於亞威農與尼姆兩個城市之間嘉德河上方，據稱全長大約 50km，橋樑的部份佔了 275

公尺，離水面高約 49 公尺，據推測尤賽斯的水源和尼姆市區的高度只相差了 17 公尺，當時羅馬人靠著

驚人的技術，讓只有以微妙的傾斜度可使水流過，以前導水路的上面有覆蓋物及為了掃除而設的放水

洞，並有淨水設備，水道中的鈣垢可顯示這水道橋連續使用了 400～500 年之久。英國作家梅爾”山居

歲月”中的普羅旺斯山城，讓全世界的觀光客魂牽夢縈的湧入法國南部，您一定要來到電影「美好的一

年」拍攝地點－勾禾德，這個石頭堆砌起來的山城曾被票選為法國最美村莊之一，法文裡 Gordes 這個

字就是「高高懸掛在空中的村子」的意思。今晚夜宿亞維儂。 

 

 

http://travel.ebookers.com/hotels/avignon/mercure-sud/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法式橄欖鴨腿風味    晚餐：O 老城義式比薩風味(含水酒) 

住宿：MERCURE CENTRE HOTEL 或 NOVOTEL AVIGNON CENTRE 或同級 

 

第 10 天  亞維農—105km(1.5h)馬賽—207km(2h20m)尼斯 
亞維儂是普羅旺斯省最熱鬧的城市，中世紀以來有著不同地位，教皇曾經搬離羅馬而長駐於此，造就此

地特殊的文化背景。想探尋法國悠閒的小鎮，非從南法最大城亞維農開始不可。亞維農以教皇之城聞名，

來到這裡，我們特別安排入內參觀★教皇宮(附中文導覽機)，★聖貝內澤斷橋也是不可錯過的景點，因

法國民謠(Sur le Pont d' Avignon)而聞名，真正的名字叫 Pont St-Benezet，和教皇宮一樣都是亞維農著

名的景點，旁邊緊臨的是◎聖母院，還有個◎花園。在亞維農裡隨處走走總會遇到些驚奇的小店面，◎

鐘樓廣場中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咖啡廳及餐廳，好天氣的日子總是聚集了許多人在這裡聊天、曬太陽，不

時還有街頭藝人打造歡樂氣氛！◎共和大街上很多店內的擺設都十分有特色，除了有賣給觀光客的工藝

品店外，還有賣橄欖油的專賣店…等等。您可悠閒的在亞維農老城內渡過一個浪漫的美好時光！我們安

排著名的法國米其林餐廳享用午餐。爾後我們進入法國第一大港－馬賽。參觀位於馬賽最高處，高岩上

聳立著雪白的◎聖母守望院，可眺望馬賽港美景，隨後前往 19 世紀所建，環噴泉而立的★隆香宮，現

側翼內為博物館及美術館，隨後至馬賽碼頭港邊欣賞此一港都之美景。今晚夜宿尼斯。馬賽，法國第一

大港，亦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特別安排搭乘★遊艇(約 25mins)前往位於外海的★伊芙古堡，原為 1516

年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南巡疆土興建之碉堡，後改為死刑犯的牢獄，亦因 19 世紀文豪大仲馬的名著~

基督山恩仇記，筆下男主角丹堤斯被囚禁之處而聲名大噪。 ※馬賽港遊船會配合天候安全狀況下進行，

伊芙古堡若遇海浪過大無法停靠或休館日，將改至鄰近 Frioul 島參觀，再遇風浪過大，退回船票、門票

15 歐元並以山丘聖母守望院觀景做替代。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亞維農米其林 1 星(含水酒)   晚餐：O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MERCURE CENTRE NOTRE DAME 或 RASISSON BLU 或 BOSCOLO PARK 或同級 

 

第 11 天  尼斯—296km(3.5h) 拉斯佩齊亞(五漁村) 
尼斯素有蔚藍海岸之稱，是非常著名的避暑及避寒勝地，氣候溫暖宜人遊客終年絡繹不絕。延著尼斯海

灘旁是一條◎英國人散步大道，這是 1820 年尼斯的英國僑民募款所建的步行道，尼斯人喜歡在這裡散

步、聊天、騎車、遛狗、戲水、聽著石擊浪濤，說多愜意就有多愜意。接著專車開往開利古里亞海岸的

五鄉地之旅，五鄉地又稱五漁村位於利古里亞大區拉斯佩齊亞省海沿岸地區，199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五個小村落組成，由西向東分別是蒙特羅所、威爾納查、科尼利亞、馬納羅拉

以及利歐馬喬雷。矗立在海邊的懸崖上，景色優美。銜接馬納羅拉以及利歐馬喬雷的愛之小徑，更是出

名的情人散步小徑。特別安排搭乘一段★火車體驗一下當地義大利鄉村的人文風情。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O 義式風味套餐(含水酒) 

住宿：HOTEL DIPLOMATIC 或同級 

 

第 12 天  拉斯佩齊亞(五漁村) —446km(5h)策馬特 
早餐後專車開往開利古里亞海岸的五鄉地之旅，五鄉地又稱五漁村位於利古里亞大區拉斯佩齊亞省海沿

岸地區，199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五個小村落組成，由西向東分別是蒙特羅所、

威爾納查、科尼利亞、馬納羅拉以及利歐馬喬雷。矗立在海邊的懸崖上，景色優美。銜接馬納羅拉以及

利歐馬喬雷的愛之小徑，更是出名的情人散步小徑。接著來到瑞士南部的瓦萊州－策馬特。阿爾卑斯山

城－策馬特。位於天下名峰馬特洪峰腳下的策馬特。考慮到環境因素，該地禁止機動車駛入，因此環境

幽雅、空氣清新。汽車可停在中途站塔什 Taesch 的大停車場，並從那裡乘登山鐵路進入策馬特。策馬

特鎮內的交通由電車和馬車代步。這裡一年四季都可盡情欣賞雄偉的阿爾卑斯山的美景。小鎮如同仙境

一般，無任何排氣型的交通工具，僅有馬車、 腳踏車、電動車與百分百的清新空氣！ 

 

http://www.accomline.com/DirectHotel.asp?ID=9733&ncl=
http://www.radissonblu.com/hotel-nice
http://www.hotel-rates.com/france/nice/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義式料理 晚餐：O 日式鐵板燒 

住宿：HOTEL SCHWEIZERHOF ZERMATT 或同級 

 

第 13 天  策馬特 (觀馬特洪峰之旅)  
 (山上氣溫約 0 度至-10 度,請攜帶厚外套)  

位於天下名峰馬特洪峰腳下的策馬特。考慮到環境因素，該地禁止機動車駛入，因此環境幽雅、空氣清

新。汽車可停在中途站塔什 Taesch 的大停車場，並從那裡乘登山鐵路進入策馬特。策馬特鎮內的交通

由電車和馬車代步。這裡一年四季都可盡情欣賞雄偉的阿爾卑斯山的美景。小鎮如同仙境一般，無任何

排氣型的交通工具，僅有馬車、 腳踏車、電動車與百分百的清新空氣！特別安排★搭乘 GGB(Gornergrat 

Bahn)齒軌火車，到標高 3,089m 的高奈葛拉特觀景台，從這裏可眺望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峰、

以及高納葛拉特冰河的觀景 點。隨後沿著◎利菲爾湖來一趟山中健行。高奈葛拉特山 是近看羅莎峰、

卡斯特爾峰、波魯克斯峰、布萊特峰、小馬特洪峰、馬特洪峰等 4000m 級名峰在群山中蜿蜒的高納葛

拉特登山鐵道是瑞士的第一條電動齒軌鐵路，修建於 1898 年，一路通往海拔 3,089 公尺的高納葛拉特

觀景台，在這座觀景台上可眺望 29 座超過海拔 4,000 公尺的阿爾卑斯雪山群與雄偉冰河的觀景點。

利菲爾湖位於高奈葛拉特鐵道線上的羅登波登站附近。這處湖泊是由於冬季的冰雪融化 而形成的，在

此處您也可以欣賞到清楚的山峰倒影。在湖邊總可見到遊人不由自主地拿 起相機，記錄這著名的倒三

角美景。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山頂風味料理 晚餐：O 西式風味套餐(含水酒) 

住宿：HOTEL SCHWEIZERHOF ZERMATT 或同級 

 

第 14 天  策馬特—144km(2h20m)霞慕尼 (觀白朗峰之旅) 
早餐後專車前往法境內的渡假山城─霞慕尼，最初只不過是一座小村落，隨著登山家征服白朗峰的風潮

和第一次冬季奧運會在此舉行，使得此地成為高級山岳度假勝地。沿途但見阿爾卑斯山峰雄偉環繞，而

白朗峰更在雲深飄渺處聳立。抵達後隨即前往南針峰，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Aiguille du Midi 纜車

－從海拔 1000 公尺的霞慕尼到海拔 2309 公尺的 Plan de I'Aiguille，時間約八分鐘，再轉乘另一部纜

車從 Plan de I'Aiguille 到海拔 3777 公尺的纜車 站，再搭電梯往上，抵達海拔 3842 公尺的南針峰。

眺望歐洲最高峰之白朗峰，眼前雲 深飄渺冰川處處聳立、白雪封頂，儀象萬千的奇景，感受群峰矗擁

足下的豪氣干雲。位 於歐洲大陸最高峰～白朗峰，冬季是滑雪聖地、夏日又是登山客的最愛，於不同

的季節 展現奇特有之魅力。白朗峰-是歐洲最高峰，海拔 4807 公尺，此山頭上終年積雪，blanc 法文

的意思就是白色，所以 就是白山；德國的文具製造商，非常喜歡白朗峰，乾脆將品牌取名為 MontBlanc，

也就 是一般人所熟知的萬寶龍；英國著名的作家狄更斯說：「霞慕尼的冰海山谷是他所見到 最美麗的

景色，他想像不到世界上能有比它更美的地方。」近距離眺望白朗峰，只見其 有如皇后般，雍容華貴

的聳立於群峰之間，安祥寧靜，白色的山頭，在太陽的照射下， 令人不敢直視她的面容，回首下望，

霞慕尼山谷就在腳下，偶而飄來一片迷路的雲，裝 飾著如夢境般的畫面，難以形容白朗峰的美。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瑞士豬排餐風味 晚餐：O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LES AIGLONS RESORT & SPA 或同級 

 

第 15 天  霞慕尼—95km(1h20m)伊瓦爾—27km(40m)日內瓦／伊斯坦堡            
伊瓦爾是一個坐落在日內瓦湖畔有 700 多年歷史的法國中世紀小鎮。小鎮上保存完好的建築大多是石頭

建的，因此而得名石頭城。伊瓦爾以前就是個小漁村，因此叫石頭村比石頭城更恰當。伊瓦爾也是法國

著名的鮮花小鎮之一。接著前往座著名的國際都市-日內瓦，這裡有無數的國際組織；抵達後前往日內瓦

的地標◎大噴泉，以及代表瑞士鐘錶工業在世界上舉世無雙的◎花鐘。★萬國宮的土地也是由他所捐贈

的。今日來到亞莉安娜博物館，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精緻陶器、瓷器、彩釉和玻璃藝品，有趣的是，你



不但會發現許多十七世紀法國、荷蘭瓷匠刻意模仿景德鎮的青花瓷，也能找到一些中國景德鎮為了外銷

歐洲而燒製的歐風瓷器。除了古代精品，館內也有當代藝術家們的豐富傑作，例如法國大師拉利克的作

品就讓人大開眼界。行程已近尾聲了。返家的喜悅不掩淡淡的離愁，在班機起飛聲中，重遊的願望愈來

愈清晰，窗外的景物卻逐漸模糊。再次祝您一夜好眠！ 

     

早餐：O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O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O 發放餐費 15 歐元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6 天  伊斯坦堡／台北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充滿知性與感

性的歐洲之旅。 

                

早餐：X 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X 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X 敬請自理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