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南法小鎮閨蜜 14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02  阿姆斯特丹 / 巴黎---里昂 (上午交通，下午市區觀光) 

03  里昂---尼斯 (上午市區觀光，傍晚交通) 

04  尼斯 (市區觀光或建議蒙地卡羅之旅) 

05  尼斯---馬賽 (上午觀光，下午交通) 

06  馬賽 (亞爾之旅) 

07  馬賽---TER---亞維儂 (上午普羅旺斯小鎮市集，下午交通) 

08  亞維儂 (上午市區觀光，下午薰衣草半日旅遊團) 

09  亞維儂 (山城小鎮一日旅遊團) 

10  亞維儂---巴黎 (上午交通，下午觀光) 

11  巴黎 (聖米歇爾山一日旅遊團) 

12  巴黎 (市區觀光) 

13  巴黎 / 台北 

14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 104,5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6 項 
01 台北 / 歐洲法國航空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四星級旅館共 11 晚 (二人一室 / 含早餐)  

03 巴黎---里昂單程火車交通票券 

04 里昂---尼斯單程火車交通票券 

05 尼斯---馬賽單程火車交通票券 

06 馬賽---亞維儂單程交通票券 

07 亞維儂---巴黎單程交通票券 

08 馬賽---亞爾當天來回交通票券 

09 馬賽---普羅旺斯市集當天來回交通票券 

10 亞維儂當地旅遊團---薰衣草 

11 亞維儂當地旅遊團---山城小鎮 

12 巴黎當地旅遊團---聖米歇爾山 

13 巴黎市區---機場 單程專車送機服務 

14 全程 WIFI 分享機 (兩人一機 / 每日 2.5GB / 用完降速 / 隔日恢復) 

15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6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4 天) 
 

第一天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多少個午夜夢迴，歐洲是我夢想的起點、且讓我們懷著

無限的輕鬆，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

前往巴黎。班機於 7/30 下午抵達巴黎，隨後轉搭法國

TGV 前往史特拉斯堡，建議您今晚在好好休息，明天開

始精彩的法國之旅。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 巴黎---里昂 (上午交通，下午市區觀光) 

 

從地圖上看里昂，可以看到左邊的索恩河與右邊的隆河

將里昂分成了三份，東邊是進出里昂的交通樞紐里昂火

車站(Gare de Lyon Part-Dieu)所在的「神域區(Part 

Dieu)」，這裡沒有什麼景點；而兩河中間夾的則是商業

中心所在的「半島區(Presqu’îls)」，里昂人休閒生活

的中心廣場、美食餐廳、逛街購物都在這，里昂有名的

壁畫區便是位在此區北邊的「Croix-Rousse」；不過里

昂最好玩的地方，當然是位於西邊的「舊里昂區(Vieux 

Lyon)」，這裡可是列入世界遺產的舊城區。 

 

第三天  里昂---尼斯 (上午市區觀光，傍晚交通) 

  

今日下午您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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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尼斯 (市區觀光或建議蒙地卡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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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尼斯---馬賽 (上午觀光，下午交通) 

 

馬賽（Marseille），是市區人口僅次於巴黎和里昂的法

國第三大城市和最大海港，城市人口約 87 萬。該市三

面被石灰岩山丘所環抱，景色秀麗，氣候宜人。馬賽東

南瀕地中海，水深港闊，無急流險灘，萬噸級輪可暢通

無阻；西部有羅納河及平坦河谷與北歐聯繫，地理位置

得天獨厚。全港由馬賽、拉韋拉、福斯和羅納聖路易四

大港區組成，年貨運量 1 億噸，為法國對外貿易最大門

戶。 

 

第六天  馬賽 (亞爾之旅)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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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馬賽---TER---亞維儂 (上午普羅旺斯小鎮市集，下午交通) 

 

普羅旺斯的所有城鎮中，艾克斯是少數每天都有鮮貨市

集的城市，除此之外，每周六還有各式各樣的生活用

品、花市、書市及二手舊貨商的加入，規模之大甚至吸

引其他城鎮的居民前來。而我對於市集的熱衷度之高，

每天都得提著竹籃逛過一遍，才覺得算是完成了日常生

活大事。  

 

 

第八天  亞維儂 (上午市區觀光，下午薰衣草半日旅遊團) 

 

阿維尼翁是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大區沃克呂茲

省的首府，它坐落在普羅旺斯地區(Provence)的正中

心。阿維尼翁是一個中世紀修建起來的城市，前後七位

教皇曾在此居住了近一百年之久，直到法國大革命後才

被正式納入法國版圖。阿維尼翁老城區被一圈十四世紀

的中世紀城牆環繞，在中世紀 1309 至 1377 年間，當

時的天主教教皇克雷蒙五世將教廷從羅馬搬到阿維尼

翁，給阿維尼翁帶來了近一個世紀的興盛。 

 



 

 

第九天  亞維儂 (山城小鎮一日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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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亞維儂---巴黎 (上午交通，下午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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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天  巴黎 (聖米歇爾山一日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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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第十二天  巴黎 (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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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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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

趣。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