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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22001199 年年度度  繁繁星星巨巨浪浪系系列列－－法法國國藝藝文文深深度度 1155 天天  

《法國》大家都說巴黎浪漫。浪漫是個抽象字眼，巴黎擁有一個國際大都會應

該具備的所有條件，但她的浪漫絕不僅止於傲人的城市建築，內涵豐富的美術館，

或美麗的香榭里舍大道；當受城市氛圍長期薰陶的巴黎市民，在城市中行走、生活，

累積成歲月的時候，巴黎的浪漫才於焉成形。驕傲城市市民的自信與生活態度，各

有各的風采姿態，難怪滿街都是模特兒般的俊男美女。 
這次就讓張志龍老師帶領您，深度慢遊法國最具特色的大城小鎮，跟隨藝術家

的腳步，鑑賞古蹟名畫，品嘗風味美饌。山居歲月的普羅旺斯，世界文化遺產的風

華古城，令人微醺的勃根地葡萄酒文化，還有莫內故居的蓮花，日日有亮點，令人

目不暇給。 

【行程特色】 

一、 張志龍老師▕  豐富的畫作賞析內涵，具有極佳的藝術品味 

隨團帶領您穿越百年時空旅程，進入名畫家畫作現場，透過深入淺出的賞析帶領，

在這引人注目、乍看橘色、紅色、一道道鮮豔明快的色彩之下，您將隻手打破藝術

家築起的一道牆，一道冷酷的、苦苦掙扎只為求取藝術靈魂的冰牆，而這一切貴在

歷程。 

二、 市場獨家還不夠，更包含最多的入內門票： 

 世界三大博物館之羅浮宮，精彩預留六小時導覽：由張志龍老師隨團帶領您導覽館內

七個區域，並搭配有彈性地午餐自理，保證您深入藝術寶山且不空手而歸。 
 極致奢華的凡爾賽宮，怎能錯過絕美鏡廳：太陽王路易十四花了近五十年擴建這座歐

洲最為華麗及壯觀城堡，它不僅僅是一座皇宮或是城堡，更是一種政治手段象徵著君主

專制的最大化，也是來到巴黎的必訪景點。 
 車站改建的奧賽美術館，完整駐足五小時：張志龍老師將隨團帶領您導覽賞析館內畫

作，重建有溫度的歷史現場，呼吸時代的氣息，並特別安排於館內享用午餐，真實地感

受不一樣的美術館。 
 珍稀收藏的瑪摩丹美術館，印象派必訪之地：市場少有安排的瑪摩丹美術館，位於巴

黎近郊，館內收藏豐富且擁有大量印象派畫作的珍藏，如果您是印象派畫家的狂熱追隨

者，必定不能錯過它。 
 獻給上帝的玫瑰經禮拜堂，南法最後的駐足：野獸派馬諦斯在南法的最後駐足之地，

禮拜堂內陳列著年屆八旬時所設計的修士服與手稿，此處也是馬諦斯認為最接近上帝的

一處桃園花。 
 畢卡索博物館之一－安蒂布，體驗作品中真正的歡愉：建於希臘時代的堡壘、現為

聳立高處、整體建築及牆面皆厚實的畢卡索博物館，館內展覽不少此時期的畢卡索作

品，歡愉的、運用當地既有作畫材料的、同時也是隨心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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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卡索博物館之二－巴黎，永不謝幕的一場大戲：其所在的建築就是一幢 17 世紀的

老宅院，位於巴黎左岸的藝術人文歷史老區瑪黑區，原主是以和政府作鹽稅交易買賣而

致富的鹽宅，現為巴黎市政府所屬的薩雷公館，館藏有著極為豐富的畢卡索作品。 
 尋訪塞尚之一，簡約小巧的塞尚畫室：南法的陽光是印象派最重要的靈感來源，從畫

室二樓就可以看出，屋外高大的綠樹，仰頭可見光穿過樹枝與葉交錯閃爍的影，艾克斯

的陽光慷慨地灑落整個工作室。 
 尋訪塞尚之二，後印象派的聖地、比貝米斯採石場：梵谷曾說:藝術的未來都在法國

南方，而塞尚畫筆下的赭紅色岩石，皆來自於他心中的聖山－聖維克多山。 
 羅馬時代的鬼斧神工，嘉德水道橋：擁有 2000 年悠遠歷史的水道橋是古羅馬人在西

元一世紀時修築的高架水道，也是因為它才能充分體現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偉大。 
 聖保羅修道院，梵谷入住療養的寧靜地：踏入大門，筆直小徑值滿蔥蔥鬱鬱的柏樹、

樹蔭底下則散落著零星的鳶尾花，這條路的一草一木皆是梵谷底下的場景，梵谷的一百

多幅畫作皆在此完成。 
 在亞維儂斷橋上唱民謠吧~我們跳舞：具有重要戰略位置的中世紀橋樑，橫跨羅納河，

負責溝通里昂和地中海之間，並且為亞維儂教宗領地與法國國王控制下的法國本土之間

唯一的橋樑。 
 勃根地酒區品酒，300 年名莊「波瑪酒莊」：酒莊追溯至 1726 年路易十五的愛臣在此

抱著釀造葡萄酒的決心，開闢出一片 20 公頃的田地，波瑪自此誕生。屹立三個世紀之

後的波瑪，擁有勃根地區最大的私人葡萄園。 
 波恩主宮醫院，賞最後的審判畫作：15 世紀時候，勃根地公爵下令而建。醫院中庭抬

頭可見漂亮的菱形磚瓦拼貼於屋頂，入內參觀可見當時以蠟像修女為輔的真實呈現場

景，鎮院之寶則是魏登的祭台名作－最後的審判。 
 張牙舞爪的龐畢度中心，建築界的前衛設計：水管圍繞著建築體，穿越了時光的凝視，

返回到法國總統龐畢度為紀念二戰擊退希特勒的戴高樂總統所建立的，它，前衛大膽、

既像工地又像藝術。 
 19 世紀都市計畫代表作－巴黎歌劇院，深度導覽三小時：張志龍老師將隨團帶領您

導覽解密花都巴黎的都市更新與其歷史的演變軌跡，藉由淺顯易懂的方式帶您領略奧斯

曼的巴黎重建計畫。 
 追隨莫內足跡，走訪吉維尼小鎮之「莫內花園」：映照著印象派大師莫內當年畫筆下

的世界，莫內故居與花園皆完整保留，是身為印象派畫迷的旅人，絕對不容錯過的精采

景點。 
 奧維小鎮教堂，梵谷的安息之地：典型的法國農村小鎮，梵谷遷居於此住了兩個月，

舉槍自傷後，遺體就埋葬在教堂的庭園。在此的藝術創作狂熱被引爆到最高點的最後 70
天，來到此處與藝術家的呼吸頻率相同，感覺對色彩的美學又更精進一層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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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貼心飯店安排 

 品味藝術、深入巴黎，市場唯一市中心住宿六晚：旅遊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夠在最美的

地方停留最久的時間，獨家安排巴黎住宿六晚，優雅美學與氛圍的無形因素才是建構成

巴黎的內在養分，遵循絕對正確的規則才能理解巴黎這座城市的頂尖極致。 
 混血巴黎的知性美，唯有入住市中心方能深度領略：嚴選位置鄰近巴黎歌劇院精華區的

四星級飯店，免除天天換飯店整理行李之苦，讓您可輕鬆遊覽各個知名景點及商家名店

街，走累了就近回房休息片刻，儲存好體力再逛第二回。 
 擁有 300 天陽光暖照的蔚藍海岸，「尼斯」市中心住宿一晚：出自法國詩人筆下同名的

蔚藍海岸，氣候溫暖、海水湛藍，海岸線綿延數百公里，晴天旅遊精選安排住宿於正市

中心飯店 ，您可自由漫步於英國人散步大道，體驗異國浪漫風情。 
 悠閒才是王道，普羅旺斯區入住三晚：精選安排入住南法必訪精華普羅旺斯區，艾克斯

普羅旺斯、晴天嚴選莊園飯店、梵谷足跡之城亞爾，讓您能夠充分感受來到南法山居歲

月的悠閒感。 
 怎能錯過南法酒鄉，勃根地城堡莊園飯店住宿一晚：特別安排入住城堡莊園，飯店由十

四世紀的修士故居改建而成並盡可能地保留原貌，古色古香的歐式古堡建築，帶您夜宿

一晚，感受酒鄉的時空靜置。 

四、 穿越時空的藝術魅力，尋訪藝術家 

 塞尚筆下的光影轉換，不只是蓮亦著迷於浮世繪：生於法國南部鄉村，特別設計帶您完

整走訪收藏有塞尚作品的「奧賽美術館」、普羅旺斯畫家村「聖保羅」、艾克斯的「小畫

室」與「畫家公園」，塞尚之於印象派，是他對色彩與明暗前所未有的精闢分析。 
 梵谷的永恆之門，痛苦與無聊之間反覆擺盪：特別安排走訪梵谷因精神疾病入住療養的

「聖保羅修道院」、星空下的咖啡廳畫作所在小鎮「亞爾」，也是在這段病況時好時壞的

精神拉扯間，繪畫出了大量的素描作品與油畫，屬於梵谷的藝術足跡。 
 生命的意義在於靈魂深處，不可錯過的雙畢博物館：畢卡索是現代藝術的創始人，西方

現代派繪畫的主要代表，他－熱情又隨心所欲，其大量作品分別收藏於安提布「畢卡索

博物館」、巴黎「畢卡索博物館」，市場獨家安排導覽感受熱情洋溢的作品集們。 
 所謂的印象派，莫內用一生來捕捉：莫內曾說:「我無可救藥地著迷於色彩，它是我的喜

悅，我的痛苦。」，他帶領人們走向自然，感覺陽光、風、雲，帶您賞析瑪摩丹美術館內

的五大主題，其中以莫內作品為其豐富館藏之首。 
 野獸派大師馬諦斯的精神遺囑：這是馬諦斯晚年的駐足之地，也是他曾說最靠近上帝

的地方，為此他隻手設計了「玫瑰經禮拜堂」，綜合了他對色彩、音樂律動、抽象形式的

一切精華。 
 市場唯一安排「後印象派畫家心中的聖地：比貝米斯採石場及聖維克多山」，亦是許多畫

家作品中所描繪的場景、帶您入內導覽並近距離感受此地在陽光之下是如此的變幻莫測。 
 彼得梅爾筆下的山居歲月，普羅旺斯區：書中描繪在普羅旺斯美好的一年，也是電影    

A Good Year 取景地，帶您蒐集最經典的南法山城小鎮:勾禾德、胡西庸、艾克斯普羅旺

斯。 



好心晴 天天行                                                                          ｜參考行程｜ 

4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業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五、 多樣化活動安排，深入體會法國之美 

 塞納河遊船晚宴，：詩人雅克•普雷维爾所寫得《塞纳河之歌》，描繪著塞纳河的兩岸風

光，種植着繁茂的梧桐树，晚宴將從晚間八點準時開始，從船上看景緻緩緩從河岸兩旁

經過，隨著時間堆疊出新舊的巴黎建築，優雅矗立的教堂螺旋高塔，襯映著當代的精華

歲月，浪漫巴黎。 
 Café de la Paix 和平咖啡館饗宴，法國歷史美好的年代：它－代表著所有您想得到的巴

黎形容詞 : 浪漫、奢華、高貴、典雅、藝術、充滿歷史文化，被列為法國的歷史古蹟，

來到法國必訪的餐廳清單之一，錯過了就別說您來過巴黎。 
 Paul Bocuse廚神的米其林三星傳奇：法國美食界中保羅爺爺餐廳，唯一足夠份量入列

萬神殿的廚藝界最高精神象徵，特別帶您體驗用最經典、道地的法國菜色，展現出精湛

廚藝的藝術感，您嚐進舌尖的不只是傳統，更是法國的美食聖經。 
 安排法國 TGV 子彈列車一等艙，舒適省時：從迪戎到巴黎安排搭乘 TGV 子彈列車，一

路北行前往首巴黎，高級舒適的一等艙與直達市中心的便利性，讓您省卻遊覽車長程拉

車的不適及進市區塞車的風險。 

【世界文化遺產】 
行程參觀 7處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地  凡爾賽宮（1979）、亞爾的羅馬古蹟（1981）、

嘉得水道橋（1985）、巴黎塞納河沿岸（1991）、亞維農歷史城區（1995）、里昂歷史城區

（1998）、勃根地葡萄園風光（2015）。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6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凡爾賽宮（29）、羅浮

宮（37）、巴黎鐵塔（40）、巴黎聖母院（55）、嘉德水道橋（234）、莫內花園（473）。 



Day 01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直飛前往法國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班機於當日晚上抵達，
辦理入關等相關手續後，隨即搭車前往今日住宿飯店休憩。

2019 年度 繁星巨浪系列－法國藝文深度 15 天

台灣 / 巴黎 Paris【法國】

Day 02
全天行程都聚焦在世界三大博物館的羅浮宮。羅浮宮收藏有如繁星巨浪，無法盡覽。張
老師將帶您欣賞最精華而完整的稀世珍品，一一解說近百件藝術品，涵蓋古希臘羅馬、
文藝復興時代、巴洛克藝術、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代表性顛峰之作，讓您深入了解
西方藝術演變的歷史，盡攬人類文明演進的璀璨。

在羅浮宮附近，張老師也為您介紹 1850 年代，路易·拿破崙進行人類史上最大都更案，
巴黎都會重建的起點，里沃利街 (Rue de Revoli)，解說新古典主義建築的特色。

巴黎－羅浮宮

   早餐：X                                          午餐：自理                                        晚餐：法式精選料理

   住宿：Renaissance Paris La Defense 4* 或 同級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Hyatt Regency Paris - Charles de Gaulle 4* 或 同級

羅浮宮

巴士底歌劇院



Day 03
★奧賽美術館收藏 1848-1914 年間作品，涵蓋寫實主義、巴比松畫派、現代繪畫、印
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作品。張老師將帶您逐一介紹最精采的作品，從庫爾貝、米勒、柯
洛、馬奈、竇加、莫內、雷諾瓦、塞尚、梵谷和高更等人的作品，讓您一次瞭解氣勢磅
礡的現代藝術獨立運動，及其畫時代的代表性作品。

巴黎－奧賽美術館－瑪摩丹美術館

★瑪摩丹美術館，這裡以收藏及展示印象派藝術作品為主題，其美術館收藏超過三百件
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作品，其中以法國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創始人之一的著名畫家 ─ 莫內
的作品為最多。昔日的瑪摩丹美術館是以收藏法蘭西第一帝國藝術作品為主，但經過莫
內的兒子米歇爾．莫內等人捐贈了大量的畫作後，瑪摩丹美術館成為了世界上收藏最多
莫內作品的美術館之一，其最著名的收藏畫作屬莫內的《印象．日出》。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奧賽美術館餐廳                      晚餐：比利時淡菜料理

   住宿：Renaissance Paris La Defense 4* 或 同級

   《特別推薦》：今晚您可自費前往巴士底歌劇院欣賞知名歌劇《魔笛》演出，票價約每人   
     150 歐元起。



Day 04 巴黎－奧利機場 Orly airport/ 尼斯 Nice －聖保羅畫家村 Saint 
Paul de Vence －玫瑰經禮拜堂 Chapelle du Rosaire( 馬諦斯設
計教堂 ) －尼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南法山城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Le Meridien Nice 4* 或 同級

中世紀古城▲聖保羅，四周被城牆及中世紀
建築圍繞的山城，曾是著名畫家馬諦斯、夏
卡爾等人晚年駐足之地，沿著山城的石板路
拾階而上，路旁盡是藝廊、畫室，故又被稱
作為「畫家村」。

馬諦斯設計的★玫瑰經禮拜堂，這座迷你小
教堂坐落在面對夕陽的河谷邊；雪白的牆面、
色彩鮮艷的彩繪玻璃、最引人注目的是外牆
上那幅沒有臉的聖母聖子素描。這裡被視為
馬諦斯精神上的遺囑，這所教堂的設計，綜
合了馬諦斯對色彩、音樂律動、抽象形式的
一切精華。

▲尼斯。位於擁有永恆之美的蔚藍海岸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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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方風味；
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的旅館、沉溺於碧海藍
天氛圍中的英國人散步大道、熱鬧繁華的馬
賽納廣場，無處不是浪漫的代名詞。



Day 05

地中海岸漁港小鎮▲安蒂布，原為古希臘
的貿易港，直到 1860 年才成為法國屬地，
如今港灣還能見到 3000 年歷史的城牆。
上，路旁盡是藝廊、畫室，故又被稱作為
「畫家村」。

★塞尚畫室及▲畫家公園

★畢卡索博物館，有人說最美麗的畢卡索
美術館不在巴黎，而是在法國南方小鎮安
提布，到了安提布，才能真正體會畢卡索
在作品裡表達的歡愉。午後驅車前往艾克
斯．普羅旺斯，此地自 12 世紀以來即是
普羅旺斯文化中心，充滿優雅細膩的貴族
品味。

被 CNN 選為全世界十大最棒市集的▲普
羅旺斯市集，來自當地地的美味食材：鵝
肝、薰衣草、葡萄酒、起司、蜜餞與各式
香料，您可品嘗道地的法式烹調；還有當
地工匠展示他們的作品，從陶瓷、木雕到
畫作都有。

尼斯－安蒂布 Antibes( 畢卡索博物館 ) －塞尚畫室 Cezanne’s 
Studio － 畫 家 公 園 Terrain des peintres － 艾 克 斯． 普 羅 旺 斯
Aix-En-Provence

▲米哈波林蔭大道，感受梧桐樹下的美麗
光影，並行經▲塞尚的出生地、塞尚最喜
歡駐足的▲兩個男孩咖啡廳，以及典雅的
▲市政廳（塞尚舉行婚禮的場所）及廣場，
享受悠閒及體會「山居歲月」作者最愛城
市的氛圍。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安蒂布精選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Renaissance Aix-en-Provence Hotel 5* 或 同級



Day 06 艾克斯．普羅旺斯－比貝米斯採石場 Carrieres de Bibemus －勾
禾德 Gordes －胡西雍 Roussillon －普羅旺斯莊園飯店

★比貝米斯採石場，方圓七公頃的岩原
採石場，塞尚發現了此片荒蕪之地；他
眼前雜草叢生，赭色的岩石依然保存著
人工挖鑿的樣子，大師從這令人震撼的
場景和別無僅有的自然風貌中汲取靈
感，著作出了許多知名的畫作。【貼心
叮嚀：比貝米斯採石場的遊覽過程中需
步行於原野路段，整趟行程約近一個半
小時，建議您今日穿著輕便好走的鞋
類，以免造成不適。】

法國南部最美麗的村莊之一◎勾禾德，
法文裡 Gordes 是「高高懸掛在空中的
村子」的意思，美麗的山城、層層疊疊
依山而建的屋瓦，遠望整座山城就像一
幅再自然不過的絕美畫作，散發出樸實
寧靜的氣息，就像電影《美好的一年》
般讓人感動。

外觀最熱情的▲胡西庸，如梵谷的粉彩
顏料，厚實的塗抹在微風中的紅色山
城。胡西庸是赭紅色礦石的生產地，許
多藝術家使用這種天然的染料作畫，紅
色的岩石搭配上普羅旺斯特有的藍天，
形成了這座山城另一種色澤飽滿的風
格。在山城內隨性遊走、體會曲折巷弄
間的幽靜魅力。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普羅旺斯地方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Moulin de Vernegues Aix-En-Provence 4* 或 同級



Day 07 普羅旺斯莊園飯店－嘉德水道橋 Pont du Gard －聖保羅修道院
Monastery Saint-Paul －亞爾 Arles

★嘉德水道橋【UNESCO, 1985】，此橋約
建於西元前二世紀羅馬時代，全長 50 公尺，
距離水面高 49 公尺，採三層構造建築，由
一塊塊石頭堆砌而成，為長達五十公里引水
渠道的一部份，該渠負責將集水池的泉水輸
送給尼姆的羅馬人，結合堅固、優雅的羅馬
建築原則，充份反映出羅馬人在實用目的之
外追求建築藝術的高度文明，步行在水道橋
最下層，讓人更驚嘆其工程之浩大與神奇。

走訪梵谷於 1889 年 5 月至 1890 年 5 月
因精神疾病所入住接受治療的★聖保羅修
道院。在這段時期及其前後，梵谷畫出了
大約 100 幅素描和 150 幅油畫，其中包
括《鳶尾花》、《麥田與收割者》、《星夜》
和多幅以橄欖樹和柏樹為主題的油畫。如
今他住過的房間經過重建，開放供訪客參
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81 年將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羅馬古城▲亞爾。這裡是因梵谷
而聞名的小鎮，走訪《星空下的咖啡館》畫作景點▲梵谷咖啡屋，古羅馬帝國留下的生
活痕跡，透過▲競技場、▲半圓型劇場，可窺知一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嘉德水道橋．輕野餐               晚餐：普羅旺斯地方料理

   住宿：Hotel Jules Cesar 5* 或 同級

亞爾 亞爾競技場朗格盧瓦橋



Day 08 亞爾－亞維農 Avignon －里昂 Lyon

宗教重鎮 ▲ 亞維農【UNESCO 1995】，
先後有七位教皇曾在此執政，古老壯觀的
▲ 教皇宮，訴說著昔日的輝煌，從教皇臥
室裡金雕細琢的天花板，到挑高的會議廳，
均可以想見當年皇宮的極盡奢華。

法國第三大城、法國東南部重要的商業、科技及生技重鎮、也是國際知名精品愛馬仕絲
巾的發跡地 ▲ 里昂。安排搭乘★富維耶纜車至富維耶景觀台，居高臨下鳥瞰其於 1998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城區，古街道靜靜躺著的鵝卵石，記載著兩千年來歲月的
足跡。在山丘下，我們將見到老里昂區最具特色的 ▲ 串廊，各自連結眾多不同街區或
建築，一戶一門，別有洞天，來到此處可見古時里昂人為因應生活所需而產生的建築巧
思，世界遺產之名，其來有自。

隆河上的★亞維農斷橋，因法國民謠「在
亞維儂橋上」而聞名，建於 1171 年到
1185 年，連接亞維農和左岸的亞維農新城
（Villeneuve-les-Avignon），因隆河氾濫
沖毀只剩下一小段，從殘存的石砌橋身及
橋上殘留的祭祀貝內澤的小禮拜堂，仍可
窺見昔日的宏偉。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自理     晚餐：Paul Bocuse 米其林三星傳奇廚神餐廳 ( 價值 240 歐 )
   
   住宿：Hotel Sofitel Lyon Bellecour 5* 或 同級

里昂 富維耶纜車 富維耶



1926 年出生的 Paul Bocuse 在 1961 年拿到米

其林的第一顆星，1962 年第二顆星，1965 年

第三顆星至今。

Bocuse 家族自 17 世紀起歷代都在里昂城北的

Collonges-au-Mont-d’Or 村裡以廚師為業。

   註 : 2018 年 1 月 20 日法國神廚 Paul Bocuse 去世，葬禮在家鄉法國里昂舉辦，婉拒國喪。

   註 : 本次安排晚餐之餐廳網址 https://www.bocuse.fr/en/

Paul Bocuse 保羅爺爺的米其林三星 傳奇
在屬於法國美食餐桌上，新奇與創意是永遠不可或缺，來一趟舌尖的小旅行吧 !

Paul Bocuse

Paul Bocuse 被譽為是 20 世紀法國最偉大的主廚之一，翻開 Paul Bocuse 菜單，越是簡單

經典的法國菜，越能表現出一位廚師的功力，而來到保羅爺爺位於里昂的餐廳，不僅是饕客

來此朝聖得經典菜色，更多的是品味與回憶這種溫暖服務以及豐富葡萄酒單。



Day 09 里昂－勃根地葡萄酒莊品酒－波恩 Beaune －勃根地莊園飯店

東南法知名的酒鄉區域，也是被列入世界遺產所保護的勃根地葡萄園區。晴天旅遊將安
排當地享譽盛名的★葡萄酒莊，透過品酒與參訪的過程。領略當地葡萄酒文化的淵源，
讓您藉由視覺，嗅覺及味覺了解葡萄酒的魅力。

法國史上呼風喚雨的老城，現亦為勃根地的酒鄉觀光首府 ▲ 波恩。在波恩，生活中圍
繞著葡萄酒、一座座歲月堡壘、中古世紀房舍，於此我們將安排參觀 1443 年建的★主
宮醫院，內有著名館藏「最後的審判」。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勃根地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Château de Gilly 4* 或 同級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勃根地風味料理                       晚餐：法式海鮮盤料理

   住宿：Paris Marriott Opera Ambassador 4* 或 同級

Day 10 勃根地莊園飯店－迪戎 Dijon － TGV 高速火車－巴黎 Paris 

11 世紀時聲名顯赫的公爵領地 ▲ 迪戎，而今吉祥物貓頭鷹和芥末名聞遐邇。感受熱鬧
的 ▲ 自由街，中古世紀風雅的 ▲ 冶金街，在地人散步休憩的 ▲ 法蘭西斯廣場，以及
最具代表的 ▲ 公爵宮。

法國★ TGV 高速火車前往巴黎，結合最新科技與時尚的高速鐵路系統，感受舒適新穎
的旅遊接駁體驗。

抵達巴黎後，隨即搭乘遊覽巴士前往詩人、藝術家聚集的 ▲ 塞納河左岸，空氣中瀰漫
著濃濃藝術氛圍的咖啡座，至今仍散發著無可取代的塞納河岸風情。參觀文學名著鐘樓
怪人的背景所在 ▲ 聖母院、感受中世紀王室居住所的 ▲ 西堤島，以及近年因航空公司
廣告而竄紅的 ▲ 莎士比亞書局，都是您必訪的左岸重點之一。



Day 11 巴 黎 － 瑪 黑 區 － 畢 卡 索 美 術 館 Musée Picasso － 龐 畢 度 中 心
Centre Pompidou

★畢卡索美術館。畢卡索是西班牙人，住過巴黎，並於法國過世。畢卡索美術館致力於
蒐藏他各種藝術作品，包含繪畫、雕刻品等等，您在台灣或許有機會看到畢卡索的繪畫，
但是雕朔品真的很罕見，需要跑一趟巴黎才能看到畢卡索繪畫以外的作品。

★龐畢度藝術中心，藏有 1905 年以後的藝術作品，從點畫派、後印象派、野獸派、立
體主義、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普普藝術等藝術運動，張老師會重點介紹希涅克，馬
諦斯、畢卡索、杜象、達利、米羅、德洛奈等藝術家的作品，帶你進入現代藝術五光十
色的世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法式精選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Paris Marriott Opera Ambassador 4* 或 同級



Day 12 巴黎－巴黎歌劇院 Opéra Garnier －市區自由活動時間

★巴黎歌劇院，又稱加尼葉歌劇院，於 1861 至 1875 年間建造，位於法國巴黎第九區，
是一座擁有 1979 個座位的歌劇院。巴黎歌劇院是一座新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由法國建
築師查爾斯·加尼葉所設計，被認為是新巴洛克式建築的典範之一。內部建築風格華麗，
裝飾著精美的色彩繽紛的大理石橫樑、廊柱和大量的雕像，其中很多是希臘神話中神的
肖像。劇院前廳的廊柱間，陳列著很多著名作曲家的半身銅像，如莫扎特和貝多芬等，
非常值得一訪。

午後我們將預留自由活動時間給
您，融和現代奢華與古典浪漫的
巴黎，永遠以令人驚艷的姿態存
在，極具老巴黎風韻的建築、曠
世巨作藝術品，和極盡奢華的時
尚精品並存，名牌雲集的香榭里
舍大道、老佛爺百貨公司，都是
您午後時光的選項之一。

   《特別推薦》：今晚您可自費前往巴黎歌劇院欣賞知名歌劇《唐喬凡尼》演出，票價       
     約每人 200 歐元起。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和平咖啡館饗宴 ( 米其林推薦餐廳，價值 60 歐 )      

   晚餐：自理

   住宿：Paris Marriott Opera Ambassador 4* 或 同級



Day 13 巴 黎 － 凡 爾 賽 宮 Versailles － 吉 維 尼 Giverny － 奧 維 小 鎮
Auvers-sur-Oise －巴黎－塞納河遊船晚宴

巴黎近郊、占地 1600 公頃的★凡爾賽
宮，這裡是王權時代的象徵，法王路
易十四的最愛，宮廷建築的典範，耗
時餘年興建完成。絢麗的頂級宮廷建
築，值得您走訪一趟，讚嘆它不滅的
光輝。

塞納河與艾普特河交匯口的小鎮 ▲
吉維尼，法國印象派畫家克勞德莫內
（Claude Monet）十九世紀末期大多
都定居在吉維尼，觀賞★莫內花園內
的水塘和花園，就彷彿欣賞他的繪畫
作品一般；迷人的住屋和收藏的日本
版畫，都是莫內創作最大的靈感來源。

巴黎北郊的 ▲ 奧維小鎮，原是一座典型的法國農村小鎮，後來因梵谷遷居於此度過晚
年，開始他那藝術創作狂熱被引爆到最高點的最後 70 天。自此之後，希望跟著梵谷足
跡而前往小鎮的遊客絡繹不絕，其中 ▲ 奧維教堂、▲ 梵谷故居旅館及 ▲ 市政廳等，都
是參觀重點。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法式輕食料理            晚餐：塞納河遊船晚餐 ( 價值 150 歐 )

   住宿：Paris Marriott Opera Ambassador 4* 或 同級

奧維小鎮 莫內故居 塞納河遊船



Day 14

Day 15

巴黎－戴高樂機場 CDG/ 台灣

台灣

早餐後專車前往巴黎戴高樂機場，辦理相關登機手續及搭乘國際航班返回台灣。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桃園機場，結束難忘【繁星巨浪系列－法國藝文深度 15 天】之旅，
回到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 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     
               ◎標示為行車參觀。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航班參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時間

台北—巴黎 法航TPE/CDG

CDG/TPE

AF-557 1025/1820+1

AF-552 1325/0910+1

13:55

13:45法航巴黎—台北

   《特別推薦》：
      1. 於 6/4 晚上，推薦您可自費前往巴士底歌劇院欣賞知名歌劇《魔笛》演出，票價    
          約每人 150 歐元起。

      2. 於 6/13 晚上，推薦您可自費前往巴士底歌劇院欣賞知名歌劇《唐喬凡尼》演出，    
          票價約每人 200 歐元起。



【參團須知】

            團費售價：
           團體人數達 20 人 ( 含 ) 以上、24 人以下：售價為每人新台幣 215,000 元整。
           團體人數達 25 人 ( 含 ) 以上：售價為每人新台幣 209,000 元整。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行        
            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特別贈送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國際段機票、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建議為每日 
            每房 1 歐元，亦可自行斟酌給予服務人員鼓勵。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3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 ( 或領隊 ) 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72,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  
            房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歐洲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歐洲旅館只接受小  
            孩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   
            準的三人房，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歐洲旅館房
            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    
            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歐式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
            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
            因此部份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並無冷氣設備，敬請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
            親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諒察。
            歐洲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  
            為準。
            最低組團人數：20（含）人。如低於 20（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其它說明】。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
       1. 客戶基本資料表
       2. 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          
           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
       3. 訂金傳真刷卡確認單
       4. 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完成上述報名資料填寫與相關證件護照繳交後，至團體出發前須維持資料一致性，以利保險與部 

    分國家之簽證事宜，切勿自行更動資料，懇請知悉。

【所需證件】



旅 遊 手 札



旅 遊 手 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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