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巴黎 10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巴黎  

02 巴黎(專車接機 / 建議市區觀光) 

03 巴黎(建議奧塞美術館 + 市區觀光) 

04 巴黎(建議羅浮宮 + 市區觀光)  

05 巴黎(聖米歇爾山一日遊) 

06 巴黎(建議凡爾賽宮 + 代訂蒙帕納斯高塔 56 樓 Ciel de Paris 廳晚餐—餐費自理) 

07 巴黎  

08 巴黎(建議莫內故居之旅)  

09 巴黎 / 台北(專車送機)  

10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90,5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0 項 
 

1 台北 / 巴黎來回長榮豪經艙機票含稅  

2 表列旅館共 7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3 巴黎專車接機 4 羅浮宮門票 

4 奧塞美術館門票  

5 凡爾賽宮門票 

6 塞納河 60 分鐘遊船票 

7 聖米歇爾山一日遊當地旅遊團  

8 巴黎專車送機 10 二人一台 WIFI 分享器(每日 500MB / 用完降速 / 傍晚恢復)   

9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0 蒙帕納斯高塔 56 樓 Ciel de Paris 廳晚餐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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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開始精彩的巴黎之旅。 

 

 

 

第二天  巴黎 (專車接機 / 建議市區觀光) 

今早班機抵達戴高樂國際機場，隨後前往旅館，剛到巴黎，

建議今日不要安排過多行程，以輕鬆方式，先認識一下這繁

華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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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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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和廣場（法文：Place de la Concorde），法國

巴黎市中心塞納河右岸的一個大廣場，廣場由

Ange-Jacques Gabriel 於 1755 年設計，始建於 1757 年,是一個由護城河環繞的八角形，介

於西面的香榭麗舍大街和東面的杜伊勒里宮之間。廣場上充滿了雕塑和噴泉，1763 年以當時

的國王命名為路易十五廣場（Place Louis XV）。1748 年，廣場上豎立起國王的騎馬雕像。 

杜樂麗花園是法國巴黎一座對外開放的庭園，位於羅浮宮與協和廣場之間。杜樂麗花園是由

王后凱薩琳·德·美第奇於 1564 年時為了興建杜樂麗宮所設計的。杜樂麗花園於 1667 年首次

對外開放，並在法國大革命後成為公園。從 19 世紀開始，杜樂麗花園成為巴黎人民休閒、

散步及放鬆心情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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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巴黎(建議奧塞美術館 + 午餐 L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 市區觀光) 

今日建議參觀奧塞美術館，奧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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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奧塞美術館便應運而生了。隔著塞納河

與羅浮宮遙對的奧塞美術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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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黑區是法國巴黎的一個區域，橫跨巴黎右岸的第三區和第四區，傳統的布爾喬亞區域。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上半葉，薔薇路周邊地區成為許多來自東歐猶太人的家園。因此在法國淪

陷期間，瑪黑區也成為納粹攻擊的目標。1944 年以後，該區一度衰落。 

 

第四天  巴黎(建議羅浮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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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展出的展品數量

達 3.5 萬件，包括雕塑、繪畫、美術工藝及古代東方、古

代埃及和古希臘羅馬等 7 個門類，主要收藏 1860 年以前

的藝術作品與考古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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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巴黎(聖米歇爾山一日遊)  

今早前往法國最著名、最神秘的景點—聖米歇爾山，

探索諾曼地海岸邊童話般的島嶼。聖米歇爾山是歐洲

最有名的天主教朝聖地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地。

地處在孤獨的島上，與法國的陸地隔絕，地形尤其奇

特，因此不但有世界各地的教徒慕名前來朝聖。古時

候應該是陸地的一部分，因為海水上漲淹沒了周遭的

山谷和森林，變成了現在的一個小島，後來法國建了

一條馬路從陸地上直接通到小島。還有可別錯過當地

傳統的蛋餅 Omelette 喔。 

 

第六天  巴黎(建議凡爾賽宮+ 代訂蒙帕納斯高塔 56 樓 Ciel de Paris 廳晚餐—餐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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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起巴黎重要

的浪漫景點。 



 

晚上前往蒙帕納斯高塔 56 樓 Ciel de Paris 廳晚餐—餐費當場付款(每人 136 歐元) 

 

第七天  巴黎(建議莫內故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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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內故居及花園門票:成人 14€ 

 

第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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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市集資訊 

Marché d'Aligre  

地址：Place d'Aligre, 75012 Paris(地鐵站 : 8 號線 / Ledru-Rollin 站) 

營業時間：9:00-13:00 / 16:00-19:30 

 

Marché Bastille 

地址：8 Boulevard Richard Lenoir, 75011 Paris(地鐵站: 5 號線 / Bréguet – Sabin 站) 

營業時間：星期四 7:00-14:30 / 星期日 07:00-15:00 

 

Marché Dejean 

地址：23 Rue de Suez, 75018 Paris(地鐵站: 4 號線 / Château Rouge 站)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8:00-13:00 / 14:00-20:00 

 

Marché des Enfants Rouges 



 

地址：39 Rue de Bretagne, 75003 Paris(地鐵站: 8 號線 / Filles du Calvaire 站) 

營業時間：星期二---星期六 8:00-20:30 / 星期日 8:30-17:00 

 

第九天  巴黎 / 台北(專車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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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