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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殊榮尊爵不凡

長安所規劃的法國行程經過長時間的淬鍊及考

驗，受到許多參團遊客及名人讚賞。尤其長安

在 2013 年經過全世界的甄選角逐，由法國在

台協會主席親自頒發法國政府認證的金質旅遊

勳章、自 2010 年至今每年皆持有法國旅遊發

展署所認證之合作夥伴，更是法國航空表揚之

銷售冠軍。長安精心規劃法國旅遊，為的就是

讓您在旅程中可以好好品嘗法國之美。

• 獲獎無數的精粹行程



無論是電影戀戀酒鄉或是美好的一年，影片中除了人際感情

之外，重要的更是描述葡萄生長時所乘載的土地記憶與文化

傳承，而拉科斯特酒莊可說是將自然人文與當地藝術完美

融合的先驅。在這占地近百公頃的酒莊中，可見到葡萄藤、

裝置藝術及各式建築自由的伸展在大自然中，讓旅客得以

透過各種方式認識賭羅旺斯的美。

• 兼具自然風景及人文藝術的天堂：拉科斯特酒莊

尋訪瑰麗景致、精選絕佳景點



嘉德水道橋是古羅馬時期的水利工程，是現存唯

一一座三層水道橋、也是被列為法國名勝（Grands 

Sites de France®）的景點。

里昂被納入世界遺產的面

積將近五百頃，包含了其

舊城區及半島區。在這典

雅城市裡可見到河道交

錯、美食遍布，處處蘊含

法國優雅品味。

巴黎是歐洲千古不墜的必訪景點、世界最美麗的城

市之一。除了舉世聞名的巴黎鐵塔、也不能錯過這

城市的文化、歷史與流行時尚。巴黎更在 2018 年被

列為貓途鷹（Tripadvisor）全球最佳旅遊目的地。

• 佇立兩千年的世界遺產：嘉德水道橋

• 世界遺產之城：里昂

• 浪漫絮語紙醉金迷：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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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般的經典饗宴

讓浪漫之都的璀璨夜景將您擁入懷中，沉醉於視覺與味覺的雙

重享受，為回憶留下甜蜜見證。長安國際率先於 2006年將「巴

黎鐵塔用餐」安排於法國團體旅遊行程中，至今已有數百團登

上鐵塔用餐，是目前市場中最穩定安排上鐵塔用餐的公司。

如今由於許多旅遊業者紛紛跟進，上鐵塔吃飯儼然成為一種風

潮。但因長安國際與鐵塔長期合作關係穩定，這也讓我們可以

掌握第一手的鐵塔餐廳資訊。

• 巴黎鐵塔晚宴

倘若遇到以下狀況：例如鐵塔無預警整修、或是被包場等，我們會替貴賓安排至另一間巴黎知名的高級餐廳
＂蒙帕納斯 56 層天空餐廳＂用餐。在天空餐廳用餐，您可以享受經典法式料理、更可看到＂最正的巴黎鐵
塔＂以及＂巴黎夜景＂雙重頂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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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的尊榮是無可比擬的，長安期盼將經典評鑑美食呈現給貴

賓；因此安排了經典米其林一星晚宴，讓您體驗米其林評鑑對食

材及餐點的要求。

• 米其林一顆星晚宴

關於米其林評鑑

米其林指南自創刊至今，已從一本旅遊指南演變成美食聖經。廚師夢寐以求的米其林星級：從同類別中出眾

的一顆星、廚藝高明可以繞道前往的兩顆星，到值得專訪的三顆星；米其林星可說改變了一間餐廳及廚師的

未來。除此之外，米其林還會針對餐廳環境及高品質美食等項目給予推薦：交疊的湯匙與叉子表達了餐廳的

舒適度、米其林標誌「必比登」與餐盤標誌更是表達出餐點的高水準、食材新鮮度及廚師的專注。



20 世紀最偉大的廚師保羅．博古斯，是目前世界上米其林三星紀錄保

持人，也被稱為「法式料理教父」。他所創立的廚藝學校與餐廳培育

出許多人才，也傳承了保羅的精神：維持食材的原汁原味，進而讓菜

餚爽口、新鮮，也更美觀。

•Paul Bocuse 廚神餐廳

RESTAUR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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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細節款待優雅旅人

長安國際在行程的安排上不會貪心、也不會為了讓行程看起來豐富而硬塞景點。此法國十一日行

程，讓您在普羅旺斯暨蔚藍海岸地區、隆河阿爾卑斯地區、勃根地地區及巴黎等地均衡遊覽。長

安均衡計算每個景點的停留時間、不安排同質性太高的小鎮，安排順暢的行程，讓您的法國旅遊

多元且從容！

• 流暢合理的旅程安排

搭乘高速火車，體驗多樣旅遊長安國際以高速火

車節省您的時間，讓您享受舒適行程的同時也可

以體驗不同的交通工具。

• 搭乘高速火車，體驗多樣旅遊

相較於許多法國團使用東歐遊覽車節省成

本，長安國際指定價格不斐但品質穩定的法

國當地車公司。法國當地司機對景點、道路

與餐廳的熟悉度，對照其他只會照著 GPS

帶路的司機，其專業程度與節省下的找路時

間是您無法想像的。

• 堅持使用法國遊覽車



不
可
錯
過
的
住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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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藍海岸：

選擇濱海的優質四星國際連鎖旅館。

• 亞維農：舊城區四星豪華旅館
※在旺季及藝術節期間則有可能改住亞爾或尼姆地區。

• 里昂、波恩、第戎：

國際連鎖四星級商務旅館。

• 巴黎：住宿鑽石地帶兩晚五星豪華住宿，鄰近購物精華區
※在非大型展覽或會議期間，安排住宿第一、二、八、九巴
黎精華區域四星豪華旅館。

八
晚
特
選
旅
館



精選航班

班機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飛行時數

第一天
KL808 桃園機場 23:55 阿姆斯特丹 06:55 +1 日 13 小時 00 分

AF1253 阿姆斯特丹 09:30 尼斯 11:25 01 小時 35 分

第十天 AF552 巴黎 20:00 台北 14:50 +1 日 12 小時 50 分

※以上班機時間，航空公司可能有所變動。正確航班時間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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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1

午餐

住宿

晚餐

台北  阿姆斯特丹

X X

機上

Bon Voyage ！要出發囉！

法國國土面積約為 55 萬平方公里，是目前歐盟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其豐富的歷史背景，造就
了偉大的建築與藝術表現，更有著迷人且純樸的鄉村景觀。機上要好好儲備體力，迎接豐富法國
之旅。

此行程搭乘荷蘭皇家航空，由台北直飛阿姆斯特丹前往法國南部。我們利用便捷的班機來規劃行
程，讓您有更多時間遊覽法國這個浪漫的國家。



DAY02 阿姆斯特丹  尼斯 -21.1km/52min-蒙地卡羅 -55.4km/1h3min-坎城

尼斯 Nice：它有典型的地中海風光，生活氣息又絕對的普
羅旺斯。豪華的房舍點綴著義大利的巴洛克風格；是座氣派
的國際大城，也有蜿蜒的小街巷隱藏其中。這些互相衝突卻
又完美融合的元素，更顯的尼斯的獨特。沿著☆英國人散步
大道來到☆天使灣，這八線道大道長達五公里，豪華飯店、
餐廳、藝廊林立，是目前尼斯最精華地段。

蒙地卡羅 Monte Carlo：富豪巨星雲集、歐洲皇室貴族度假
的最愛，紙醉金迷的☆大賭場、遊客匯集的☆王宮廣場、歷
代君王長眠的☆摩納哥大教堂，在地中海獨特魅力吸引下，
彷彿置身於藍色的夢幻世界。

絢爛的陽光，趕走了一身搭機的疲憊！嗅到了海洋的味道，地中海已在眼前。

午餐

住宿

晚餐地中海料理 蔚藍海岸精緻西餐

Hôtel Barrière Le Gray d'Albion Cannes、JW Marriott Cannes 或同級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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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3 坎城 -165km/2h-聖雷帕拉德 -78.4km/1h08min-亞維儂

拉科斯特酒莊 Château La Coste：法國許多現代化酒莊
會以先進技術和優秀建築打造引人入勝建築，並且將設
計為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地方。說到最為人讚嘆的當代酒
莊則不可錯過拉科斯特酒莊。科斯特酒莊由將近 20 位現
在藝術大師打造，其中包含：安藤忠雄所打造的迎賓大
門與藝術中心，以獨一無二的清水混凝土創造出光影與空
間體驗；持有普立茲克建築獎的法國鬼才建築大師讓．
努維爾（Jean Nouvel）則為酒莊設計酒窖。其他參與
設計還有概念藝術家利亞姆．吉利克（Liam Gillick）、
後極簡抽象大師里查•塞拉（Richard Serra）、法裔美籍藝術家雕塑路易絲・布儒瓦（Louise 
Bourgeois）等人自由在占地廣大的酒莊內安置自己的作品。酒莊同時追求保護當地土壤品質與
作物質量，如此可以讓當地生產的葡萄酒保有原始自然品質，也得以表現對土地的尊重以及與自
然和諧相處的概念，這是大部分現代酒莊所缺乏的天然景象。
今天帶大家造訪這座隱密的★現代藝術酒莊，漫步在酒莊裡可認識各個現代藝術大師的創作，體
驗自然藝術合而為一的境界；更可認識為數不多普羅旺斯葡萄酒，深度品味由光線、倒影、建築
與大自然合奏的交響樂。

午餐

住宿

晚餐※ 普羅旺斯特色料理 ※ 廚師帽推薦餐廳

The Grand Hotel Avignon、Hotel Cloitre Saint Louis 或同級四星



DAY04 亞維農 -46km/50min-亞爾 -35km/40min-嘉德水道橋 -25km/30min-亞維儂

亞維農 Avignon：素有＂教皇城＂之稱謂，因為在 14 世紀初，曾經有七位教宗定居於此因而得名。
這個城市除了珍貴的遺產外，每年七月舉辦的藝術節也讓亞維農成為最前衛的藝術文化先驅。這
裡是普羅旺斯最熱鬧的城市，帶您徒步進城，瀏覽☆皇宮廣場，及因法國民謠而聞名的☆亞維農
斷橋。

亞爾 Arles：一座魅力無窮的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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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尋找熾烈的
藝術家梵谷留下的蹤跡，一幅幅創作的寫生地點歷歷在眼前：如
＂亞爾醫院的中庭＂、＂夜間咖啡屋＂…等景點，透過畫作來感
受他對藝術的執著。郊外一座不起眼的☆曳引橋，因梵谷的名畫 
-- The Langlois Bridge 聞名於世。

☆嘉德水道古橋 Pont du Gar：此橋約建於西元前，為引水渠一
部份，該渠負責將集水池的泉水輸送給尼姆的羅馬人，橫跨嘉德
東河谷的水道橋是引水渠中最重要且壯觀的一段。

湛藍的天空、碧綠的山丘、橄欖色的河流，乳黃色的水道橋屹立其中，好一個風情畫！

午餐

住宿

晚餐地方料理 精緻西餐

Crowne Plaza Hotel Montpellier、Courtyard by Marriott Montpellier 或同級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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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5 亞維儂 -75km/1h10min-格里尼昂 -178km/1hr55min-里昂

格里尼昂 Grignan：法國南部的德隆省區，到處可見到被橄欖樹包圍的村落與富饒的農產品。在
文藝復興時期可說是規模是最大的★格里尼昂古堡矗立在眼前。城堡建於 11 世紀，隨後在 16 世
紀時的重整，讓城堡由原先的中世紀風格，轉變為法國南部最具代表性的的文藝復興城堡之一。
而使城堡聞名的是一位希維涅夫人，她寫下一封封思念住宿於格里尼昂古堡女兒的信函，不僅成
為法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更成為日後歷史參考文獻。隨著導遊的腳步，藉著古堡內的裝飾古
董收藏，讓我們進入希維涅夫人動人的故事中。

里昂 Lyon：以工業以及美食聞名的里昂是法國排名第
二大的都市。自古以來，里昂就是個充滿貴族氣氛的城
市，遊走在舊城區的蜿蜒鵝卵石巷道中，隨處可看見文
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里昂又被稱為美食之城、燈光之
都，今日就讓我們在里昂感受光之城的夜景。

午餐

住宿

晚餐法國餐館評鑑餐廳 ※ 廚神餐廳料理

Hotel Carlton Lyon -MGallery、Lyon Marriott Hotel Cite Internationale 或同級四星



DAY06 里昂 -50km/1hr-薄酒萊 -114km/1hr15min-波恩

里昂 Lyon：里昂舊城區裡著名的☆「通道」，讓您彷彿走進了中古世紀。半山上的半圓型☆羅馬
劇場，有崩解的古羅遺跡在側，在此可依據其遺留的大理石石塊、地基與斑剝的牆面，憑弔古羅
馬帝國時代的光榮情景。☆富維耶教堂由白色大理石建成，仿拜占庭風格，所有建材都是從義大
利運來的，而里昂晚上的夜景更是您不可錯過的。

薄酒萊酒區品酒 Beaujolais：薄酒萊區的葡萄種植面積約為
2 萬公頃，此區擁有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夏季炎熱，秋季漫
長乾燥，而北邊的花崗岩層非常適合嘉美葡萄栽植，這也讓
薄酒萊地區成為法國境內唯一使用嘉美葡萄釀酒的產區。來
到薄酒萊當然不可錯過★品酒，品嘗這不同於法國傳統紅酒
的新鮮口感。

午餐

住宿

晚餐※ 里昂特色料理 酒區料理或莊園晚餐

Mercure Beaune Centre Hotel、Hôtel Henry II Beaune Centre 或同級四星

里昂，一座充滿歷史韻味及現代規劃的燈光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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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7 波恩 -47km/45min-第戎

「…喝這種酒時必須單膝下跪、脫帽致意，以表達敬意。」 --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午餐

住宿

晚餐法式勃艮第料理 ※ 一星米其林晚宴

Hôtel Oceania Le Jura Dijon 或同級四星

波恩 Beaune：14 世紀之前，波恩一直是勃艮地公國的首都，直到飛利浦公爵受封勃艮地，才遷
都至第戎。曾經繁華一時的波恩保留了完整的中世紀城牆與街道，也是勃艮地葡萄酒區的重鎮。
★濟貧院是本區中世紀的世界遺產瑰寶，是勃根地公爵的掌印大臣候蘭於 1433 年創設的濟貧醫
院，直到 1984 年醫院遷移他處，這棟建築才開放觀光。位於醫院中央的榮譽主院，擁有勃艮地
典型的紅綠黃拼花磁磚屋頂，庭院中的水井更是哥德式鑄鐵工藝的典範。

★第戎 Dijon：是勃根地的首府，是個文化
豐富的古城，城區以☆公爵宮殿為中心，宮
殿後方的鐵匠街是條古老小街，有許多 17
世紀的深深宅院；☆魯德小廣場四周環繞著
童話般的半木造古老房子。☆聖母院為 13
世紀的建築，帶著神秘滄涼的味道。



DAY08 第戎 -TGV 頭等艙 -巴黎

巴黎的多變，在旅人眼中有不同的樣貌，你看到的是什麼樣貌的巴黎？

巴黎的多變，在旅人眼中有不同的樣貌，你看到的是怎樣的巴
黎 ?!

★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當今世上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
也是著名的歷史聖殿。八百年來，羅浮宮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
工地，不斷擴建重修；加上自中世紀延伸至近代的豐富的館藏，
讓世人難以忽略這座文明和藝術的王城！

巴黎 Paris：古今交融、時尚與傳統的最佳寫照。參觀名氣鼎盛
☆凱旋門、人潮洶踴的☆香榭大道！ 

今天將是您的＂浪漫巴黎＂之日！安排★搭船巡遊塞納河，欣賞
兩岸浪漫景色。之後更帶各位前往巴黎最浪漫的餐廳★巴黎鐵塔
景觀餐廳。

※ 若遇鐵塔無預警整修、被包場或因故不對外開放等情況，則
改至＂蒙帕納斯 56 層天空餐廳＂用餐。

午餐

住宿

晚餐中式料理 ※ 巴黎鐵塔晚宴

InterContinental Paris - Le Grand、Maison Albar Hotel Paris Opéra Diamond、Sofitel Paris 
Arc de Triomphe 或同級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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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9 巴黎

「喔！巴黎是城市之母！巴黎是莊嚴之地！」 -- 維克多．雨果（Victor Marie Hugo）

今日您可以選擇單飛全日自由活動，或是跟隨領隊的腳步一起探索巴黎！
巴黎是著名的購物區，午後人潮眾多，要排隊等候購物人潮與結帳退稅，往往要花很多時間。今
天，我們反向操作，趁着早上商店人潮較少時，讓您有充足時間滿足購物慾望。

☆蒙馬特 Montmartre：一提起 19 世紀末期的巴黎 -- 
藝術的溫柔鄉，就使人想到蒙馬特。這兒曾經是巴黎藝
術家們的天堂，眾多印象派及 20 世紀初現代主義畫家
們都曾在這附近從事藝術工作或寫生，例如柯洛的蒙馬
特自然風光、雷諾瓦著名的「煎餅磨坊舞會」、羅特列
克的「紅磨坊舞女」或尤特里羅的「蒙馬特」街景。非
凡的聖心堂就巍巍聳立在蒙馬特山巔上，在巴黎只要稍
高一點的角度，都可看到這龐大潔白地聖心堂之身影，
因蒙馬特是巴黎地勢最高的一處，因此這裡就成為眺望
巴黎全景絕佳的地方。



午餐

住宿

晚餐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

InterContinental Paris - Le Grand、Maison Albar Hotel Paris Opéra Diamond、Sofitel Paris 
Arc de Triomphe 或同級五星

由各國語言匯集而成的愛之牆就在蒙馬特高地，這塊由 511 片石磚所組成的愛之牆，除了訴說愛
情的甜蜜繽紛，也宣揚著對於和平與大愛的渴望。

西堤島 Île de la Cité：西堤島在法
文中即是「城之島」，是巴黎城區的
發源地。佇立在塞納河中的西堤島，
承載了巴黎的誕生與成長歷史；無論
是命運多舛的巴黎聖母院、塞納河畔
最古老的新橋，或是保存耶穌受難聖
物的聖禮拜堂，處處訴說著巴黎的過
去與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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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巴黎  台北

午餐

住宿

晚餐※ 法式經典饗宴 機上

機上

浪濤盡多少千古風流人物，而路易十四，因為凡爾賽宮而永垂不朽！

★凡爾賽宮 Château de Versailles：法王路易十四所建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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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初這位好大喜功的太陽王，耗費十多
年的時間，將一個原本只是供貴族休憩打獵的小村莊大
改造為一座無與倫比的燦爛宮殿，為世人留下了宏偉美
麗的建築。精細規劃的後花園，充滿濃厚的法國歷史情
感，也代表著法式園林藝術的極致。

再不捨，都還是要離開這美麗的國度，就像海明威說的，
巴黎將永遠跟著你！



DAY11 台北

返回甜蜜的家！！

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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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注意事項／

行程所列之團體經濟艙機票（不可提前出發或延回），兩國機場稅、燃油稅、團體保險（明細請
來電詢問）、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 ( ★ )、巴士等交通安排、行程中註明之早午晚餐、八晚豪華
四至五星旅館住宿（兩人一室）

新辦護照費、個人旅館消費、司機領隊及導遊小費（建議約€ 110）
◎單人房住宿加價 NTD42,000（此單人房價差，房型可能為標準單人房，而非雙人床房間），

如能安排同性團員住宿一室，則不收單人房加價。
◎未滿 12 歲之小孩佔床【和一位大人同房】扣 NTD3000
◎未滿 12 歲之小孩加床【和兩位大人同房】扣 NTD5000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 歲以下）須有床位，而且
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
以下為指定三人房會碰到的狀況：
1.  行程中無法保證全程都能安排三人房。
2.  多數歐洲飯店房間沒有標準三人房，多數會以加床方式安排，而床型可能是沙發床或行軍床。
3.  若旅館無三人房亦無法加床時，第三人可能須分出與他人同房。

1. 我國人自 100 年 1 月 11 日起，即可無須申請申根簽證赴歐洲 36 個國家及地區，每半年內可
多次出入申根地區累計停留至 90 天。

2. 國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效期需至少包含返國日期六個月以上效期，允許入出境。
3. 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

齡男子（簡稱役男）申請出境，需至內政部移民署加蓋核准章。
4. 與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孩童同行進入申根區時，必須提供證明彼此關係的文件或父母（或監護

人）同意書。所有相關文件都應以英文呈現或翻譯至欲前往之會員國語言。所以請旅客至戶
政事務所申請英文版戶籍謄本，因工作天需六天（不含六日），請旅客盡早辦理。 

5. 為方便前置作業便利性，敝公司仍會向您收取護照正本；由領隊統一帶至機場辦理手續。若您
希望自行攜帶 , 請簽妥護照自帶切結書於出發前轉交業務確認。

團費包含

團費未含

關於三人房

歐盟免簽須知



／參團貼心提醒／

歐洲行程天數較長、須經長途飛行；且徒步參觀的古城、景點較多，參團貴賓必需具備一定的體
力及腳程。對於行動不便、需人扶撐的貴賓，建議您慎重考量再決定是否參加。另由於遊覽巴士
內空間有限，需以折疊輪椅代步者恐較為不便。若您為高齡旅客，建議您由家人陪同出遊；且您
若是有任何個人病史，也請事先告知。

同時，為了讓您能有一趟美好的旅行，敝公司特地附上貼心提醒請您留意；尚請多加見諒，感謝
您的配合。

團體票原則上就是會比個人票便宜，所以航空公司對於團體票相對的會有一些限
制。例如不能累計里程、不能事先選位等等的限制。對於團體機上坐位的安排，
某些航空是完全不能選位，某些航空公司是規畫一個區塊給團體，所以有些團員
的需求是一定無法做到的，如要坐在逃生門或是第一排；有些如不靠近廁所或是
一定要坐走道等需求，就只能到機場才能看班機訂位狀況來請航空公司幫忙調整
坐位，所以像是這類的需求，都無法事先給予保證，只能盡量安排了。

當地人人的反應及動作較慢，所以所有的餐食都必須事先訂好，用餐的數量及坐
位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很多餐廳不接受當場更改餐點，也要求團體要坐在指定
坐位，這些都是為了上餐的速度。另外，就算再高級的餐廳，對於團體的服務，
也無法做到依據個人喜好來安排餐點，所以如有特殊需求，請以宗教或身體因素
如過敏來做考量，例如不吃豬、牛、羊、海鮮….；而不是依照個人對於食物的喜好，
例如“不吃牛肉，但是好吃的可以吃” 或是”不愛乳酪、馬鈴薯，海鮮不要有刺”，
如果團體的特殊喜好太多，餐廳出錯機率會變高之外，用餐時間也會增加許多，
相對的可能壓縮到旅遊時間。

我們跟飯店接洽時，都是統一團體房價，並不是依照房型而付出不一樣的價錢，
所以飯店會安排甚麼房型，領隊或公司是無法事先得知的，這點希望各位可以諒
解。另外，某些家庭或朋友一起出遊，會要求相通房或是隔壁房，這也是無法保
證的。

溫馨提醒：圖片僅供參考；由於此行程檔案無法即時更新，

因此長安國際運通旅行社保有最終修改及變更之權利；實際行程以當團說明會資料為主

行

餐

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