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心晴 天天行                                                                          ｜參考行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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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  天  旅  遊 

英國、法國—雙都漫遊、極速雙高鐵、夢幻古堡 浪漫 12 日 

英國、法國浪漫之旅，絕對是兩個必訪國家清單的完美結合，像是闖進歐洲宮廷電影的場景中，

感覺身穿華麗服飾的王親貴族，或河畔低聲呢喃、或森林奔馳狩獵、或在城堡內上演宮廷勾心鬥

角與愛恨情愁的劇碼。包裝在英國紳士優雅之下的天生反骨、法國女士裙下從容淡雅中的堅定意

志—在流暢的行程間，從中感受兩個國家、迥異不同的性格，帶給您截然不同的旅遊對比感受。 

《英國》擁有最傳統的養分與最前衛的叛逆，您絕對不能忽略英國所代表的老傳統有多麼堅

強，這是一個到 21 世紀還在講究紳士的地方，褲管下，看不見繫鞋帶的方式，依舊定義一個人

的身分地位。它從 18 世紀開始就一直向全世界注入最叛逆與創新的力量，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是街頭龐克的精隨、是批判反省英式搖滾樂的靈魂所在，在這些既古老又傳統的窠臼中，一探大

不列顛的精神所在，Bold，前衛又突出的英勇精神，英國大無畏! 

《法國》從經典中尋找突破，除了浪漫之外，它最自豪的就是那份獨一無二且與眾不同的驕

傲，品味法國、慢遊巴黎，就必須先懂路易十四。他是最愛美的國王、穿高跟鞋、戴假髮、化妝、

跳芭蕾舞，從他開始的時尚流行氛圍、生活享受的頂尖追求、以美感內化成法國人的優雅，飲食、

居家園藝、藝術文化，無一不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來到法國，從五感到思想，都是建構式的獨

特風格，Charm，典雅又迷人的法式風情，開啟您無限的想像空間! 

【行程特色】 
 雙首都連泊，樂活慢遊：前衛叛逆的英國首都倫敦與浪漫優雅的法國首都巴黎，晴天旅

遊貼心安排各自連泊 2 晚與 1+2 晚的停留，在寸土寸金的雙都嚴選把關住宿的最佳地理

位置，讓您能夠細細感受兩個首都不同的衝突性美感！ 
 雙英倫學院－牛橋，不容錯過：晴天旅遊為您安排擁有悠久歷史的大學發源地—牛津大

學城及徐志摩筆下書香飄散的—劍橋大學城，預留足夠的時間讓您擁有別於他人的悠閒

時光，感受學院的迷人魅力。 
 精選巴黎雙宮入內導覽：特別安排入內參觀巴黎經典雙宮「羅浮宮」及「凡爾賽宮」，並

聘請專業中文導覽人員帶您一探超過 40 萬件館藏、七大展區；近距離欣賞最大最眩目也

是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鏡廳。 

 羅亞爾河流域的堡后：浪漫的堡后－雪濃梭堡，對比在新與舊的交織之下，是歷史與情

感的軌跡，是訴說著故事的交迭更送，每一座不可能完美無瑕的城堡，本身就是一種愛

情的缺陷美，晴天旅遊帶您入內參觀帝王的愛恨情仇。 
 英國比斯特購物村，購物狂的異想世界：購物也是旅遊的一環，踏進 Bicester Village 整

個村子都是您的購物天堂，在這裡品牌雲集，從服飾品牌到居家生活都能完整網羅清單

上的每種慾望品項，且此處每季的折扣都不盡相同，絕對讓您買的驚喜、刷得盡興。 
 雙首都自由活動時間，完整保留：倫敦與巴黎兩個截然不同的城市，以獨特的方式展現

與眾不同的風采，倫敦的雋永像是英式長篇小說，有前文後理，點滴醞釀;而巴黎的氣派

像是時光交疊的空間體驗，磅礡登場，晴天旅遊特別為您保留自由活動時間，讓您可以

探訪心目中的浪漫雙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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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雙點進出，行程最順暢：精選外籍航空的航班優勢，由倫敦、巴黎出，搭配專業操

作經驗所設計出的行車路線，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拉車時間，讓您在各景點的參觀時間更

長更加悠閒。 
 安排 TGV 高速火車，直達巴黎：從法國布列塔尼首府雷恩火車站搭乘 TGV 高速火車，

一路北行直達花都巴黎，巧妙避開塞車進巴黎市中心的交通問題，另外大型行李則安排

遊覽車直接空車運送，您只要帶著隨身小包，便可輕鬆抵達巴黎。 
 安排歐洲之星 Eurostar，舒適快速：從英國倫敦的聖潘克拉斯站搭乘歐洲之星火車，一路

東行跨越英吉利海峽前往法國首都巴黎，舒適的座椅與直達市中心車站的便利性，讓您

省卻遊覽車長程拉車的不適及進市區塞車的風險，輕易就能遊覽雙國的景點精華。 
 最多樣化的門票安排，豐富體驗：塞納河遊船、雙宮－羅浮宮與凡爾賽宮、堡后－雪濃

梭堡、雙高鐵－歐洲之星與法國 TGV、牛津基督書院、劍橋國王學院、劍橋撐篙、倫敦

眼、倫敦塔、大英博物館。 
 經典傳統美饌 佐以 米其林饗宴：用心嚴選在地經典美食，搭配米其林推薦餐廳的精緻

料理，擺脫一般傳統旅行團對於團體餐食的刻板安排，為的就是豐富您的舌尖味蕾，不

僅吃進道地，更要吃進驚喜！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聆聽領隊及導遊的說明事項與盡情地拍照，充份

了解各景點的特色及概況。 
 除了專業服務的隨團領隊，雙首都亦聘請當地中文導遊提供詳細的導覽及解說。 
 每日提供每人一瓶礦泉水；每日午、晚西式餐各贈送一杯佐餐飲料。 
 全程使用五年內歐規大型遊覽巴士，豪華座椅，寬敞舒適。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在地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每間房贈送一台無線網路分享器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on line。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5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英國－西敏寺（1987）、倫敦塔（1988）；法國－

聖米歇爾山（1979）、凡爾賽宮與花園（1979）、塞納河岸（1991）。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8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大英博物館（15）、

倫敦塔（467）、倫敦塔橋（467）；凡爾賽宮（29）、羅浮宮（37）、巴黎鐵塔（40）、

聖米歇爾山（201）、雪濃梭堡（260）。 
 

第01天 台灣✈伊斯坦堡 Istanbul【土耳其】 

TK-025 2155/0510+1【飛行時間 13 小時 25 分】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前往伊斯坦堡，再轉機至英國首都倫敦，班機於隔

日上午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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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天 伊斯坦堡✈倫敦 London【英國】－劍橋 Cambridge 

TK-1979 0745/0950【飛行時間 4 小時 5 分】；（行車：127 公里，1.8 小時） 

上午抵達希斯洛機場後，隨即搭乘專屬大巴前往位於英國東區劍橋郡的城市，同時也是英國

歷史優久最負盛名的學術之城▲劍橋－詩人徐志摩筆下令人無限神往的大學城。劍橋大學創

始於 1209 年，是世界上最頂尖的大學之一，與牛津大學合稱『牛橋 Oxbridge』。我們將漫步

於大學城內，參觀聞名全球的★國王學院，此學院在亨利六世的鼎力支持下於 1441 年成立，

陽光下的哥德式建築顯得格外耀眼，隨後徒步經過劍橋大學的光榮所在▲三一學院，此處一

共出過 28 位諾貝爾獎得主，學院大門上有創立者亨利八世的雕像，接著漫步續往於西

元 1511 年創立的▲聖約翰學院，它的三層樓門上裝飾著獸形 紋章雕刻，顯得富麗堂皇，院

內河上有仿威尼斯所興建的▲嘆息橋，為您特別安排最具浪漫詩意的劍橋★撐篙，體驗徐志

摩筆下的英式風情，今晚住宿於此，以書為枕，伴您入眠。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宿：The Waterfront Hotel Spa & Golf 4* 或 Huntingdon Marriott Hotel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國王學院是劍橋 31 所學院中最有名氣的學院，擁有悠久的歷史以及精緻的彩繪

玻璃與建築，同時也是中世紀晚期英國建築的重要典範。學院於 1441 年由國王

亨利六世所創建，學院內的建築群以禮拜堂最具代表特色，現今也成為了劍橋鎮

的標誌。 

驚喜安排 1：劍橋舊譯名康橋，是徐志摩筆下的信仰，特別安排在如詩如畫的康河上撐篙，

乘著一葉扁舟，青風徐徐，柳樹拌路人，遊走在數百年的名門學院中。晃過由牛

頓架起的數學橋、盪過國王學院的禮拜堂、最後由仿製威尼斯的嘆息橋下滑過，

朝陽朗朗雲彩與河岸金柳柔波，相吟著詩，劍橋的書卷氣息渾然天成。 

 

第03天 劍橋－比斯特購物村 Bicester Village Outlet－牛津 Oxford*或牛津近郊 

（行車：134 公里，2 小時） 

早餐後搭乘專車前往位於美麗的牛津郡▲比斯特購物村，此處匯集全球的各種時尚品牌與生

活品牌。高達一百多間的商店比鄰而立，過季的各類商品優惠極高，是來到英國不能錯過的

絕佳購物推薦地點。午後驅車續往▲牛津，原意為可以讓牛通過的淺灘且擁有「尖塔之城」

美稱，將帶著您緩步尋訪▲牛津舊城區，古老的書卷氣味徐徐地飄散在空氣中，此處擁全英

國最古老的圖書館，巧妙地將尖聳的名塔▲馬德連尖塔、▲基督大教堂尖塔、▲湯姆塔串連

一氣，接著漫步於★牛津基督書院，站在掌管民生食堂的都鐸式大廳內，屬於您的魔法學校

奇幻之旅在此登場，，說不定您會在轉角遇上趕往魔法學校開學的妙麗喔!（貼心叮嚀：今日

為不中斷您的購物時間，午餐敬請自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宿：The Oxford Belfry 4* 或 牛津近郊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比斯特購物村－一個屬於購物狂的異想世界，由許多品牌小木屋集結起來的購

物村，裡面有各類的品牌進駐，從精品到生活類都不缺席，村內動線規劃很簡單，

不會怕迷路、亦有餐廳與咖啡廳提供休憩與用餐，在購物村內，不論是買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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犒賞自己或採購親友伴手禮，絕對都能滿載而歸。 

驚喜安排 2：入內參觀基督學院，此學院為牛津大學城中最大學院之一，為英國國王亨利八

世在 1546 年建立的大學學院，並且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座擁有主教堂的學院，不

容錯過的必訪景點為電影《哈利波特》中出現的霍格華茲魔法學院大餐廳，被魔

法氣息圍繞著的旅人，從此不再麻瓜呢! 

 

第04天 牛津－溫莎古堡 Windsord Castle－倫敦 London 

（行車：114 公里，2.1 小時） 

早餐後搭車前往溫莎公爵之故居－★溫莎古堡，雄踞泰晤士河岸山丘上，現今仍是女王週末

渡假的莊園，是英國最古老且一直有人居住的王室宅邸，▲聖喬治禮拜堂，是溫莎古堡的建

築經典，被玫瑰花園圍繞的▲圓塔氣勢非凡。接著驅車前往首都倫敦，安排搭乘泰晤世河畔

的千禧地標★倫敦眼，這座高 135 公尺的巨型摩天輪是英國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32 個造

型前衛的透明玻璃包廂，居高俯瞰倫敦市區景觀，結束今日精彩的英倫風情漫遊，今晚夜宿

倫敦。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炸魚&薯條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宿：The Tower Hotel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入內參觀溫莎古堡，一座千年迄今仍就屹立不搖的英國象徵。一直以來都是英

國王室的居地，直至十九世紀初，喬治四世把古堡擴建為宮殿，成為了當今世上

面積最大的古堡，但最令人注目的還是溫莎公爵只愛江山不愛美人的蕩氣迴腸愛

情故事。 

驚喜安排 2：特別安排搭乘倫敦眼，它原本只是個暫時性的存在，卻因為太受歡迎躍身成為

世界最著名地標之一，又稱為千禧之輪的它，擁有 32 個膠囊座艙、每個座艙乘

坐 28 人，由於移動的速度緩慢，讓您能輕易地從空中擁有 360 度全視角欣賞泰

晤士河兩岸的美景。 

驚喜安排 3：倫敦連泊兩晚，嚴選位置鄰近各景點之精華區的飯店，免除天天換飯店整

理行李之苦，顛覆團體旅遊的倉促感。 

 

第05天 倫敦 London 

（全日市區觀光） 

早餐後展開精采的全日市區觀光，先前往參觀泰晤士河畔的★倫敦塔，在歷代皇家珍藏中，

尤以權杖上的「非洲之星」令人過目難忘；佇立於旁的▲倫敦塔橋，為橫跨泰晤士河的一座

高塔式鐵橋，隨後走訪議會制度起源的▲國會大廈及▲大笨鐘，新哥德式的宏偉建築已成為

倫敦的地標；午餐過後前往★大英博物館，入內參觀匯集世界文明遺跡的藝術殿堂，其文物

收藏之豐富令人驚嘆，英國人總是驕傲的說：走一趟大英博物館就等於看到了全世界。接續

參觀近年來因達文西密碼一書而聲名大噪的▲西敏寺，此為自 13 世紀起加冕典禮及皇室婚禮

在此舉行，隨後續往英國女王的住所▲白金漢宮，現仍為英國女王的宅邸。結束今日市區觀

光後，如時間許可，將帶您漫步於▲皮卡的里廣場周圍，感受具有前衛又衝突美感的倫敦。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1013/%E7%BE%8E%E6%9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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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港式飲茶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宿：The Tower Hotel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入內參觀大英博物館，成立於 1753 年的大英博物館至今已有 261 年的歷史，是

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之一，總館藏超過八百萬件，橫跨石器時代到 20 世

紀皆有完整收藏，是喜愛古蹟文物的您不可錯過的必訪博物館之一。 

 

第06天 倫敦－歐洲之星*EuroStar*－巴黎 Paris【法國】 

歐洲之星 Eurostar  London/Paris  1531/1847【行駛時間 2 小時 16 分】 

今日上午預留自由活動時間，您可在繁華的▲牛津街、▲攝政街上，走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

真切感受倫敦生活，街道上的商店林立與國際精品名牌，更是讓人目不暇給，一窺倫敦的時

尚風格。午後前往搭乘★歐洲之星，帶著時尚而繽紛的心緒，穿越英吉利海峽海底隧道，高

速火車帶您直達巴黎，今晚住宿將安排於鐵塔旁四星級飯店，讓美麗的巴黎夜景伴您入眠。（貼

心叮嚀 1：今日為不中斷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午餐敬請自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宿：Hotel Novotel Paris La Défense 4*或 Renaissance Paris Hotel La Défense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1：今日安排搭乘歐洲之星(Eurostar)，火車經過海底隧道將會直接跨越英吉利海峽，

最高時速約達 335 公里，從倫敦市中心聖潘克拉斯站上車可直接抵達市中心的巴

黎北站，只需要約 2 小時 16 分鐘，省卻進出大城市的塞車之苦，讓您的觀光時

間更加悠閒。 

驚喜安排 2：今晚特別安排入住位於拉德芳斯區的四星級飯店，當夜幕低垂，美麗的香榭麗

舍大道綻放黃燈的光芒讓巴黎的夜晚更加璀璨，從飯店可散步拍攝巴黎夜景，隔

日早起跟巴黎說聲：Bonjour!早安! 

《貼心提醒》：歐洲之星須經過安檢且由乘客自行搬運大行李上下火車，敬請見諒。 

 

第07天 巴黎－凡爾賽宮 Château de Versailles－雪濃梭堡 Château de Chenonceau－羅亞爾河古鎮

Loire Area 

（行車：273 公里，3.5 小時） 

早餐後安排搭乘★塞納河遊船，欣賞河岸風光，感受無可比擬的巴黎，隨後入內參觀風華絕

代的★凡爾賽宮，宮殿位於巴黎西南邊，最早為十七世紀時為滿足路易十三狩獵的嗜好而逐

漸發展的小城，而至 1688 年法王路易十四才開始著手興建正式的宮殿，用以凸顯波旁王朝

的富強與權力，華麗的洛可可風格宮殿如今改建為歷史博物館，收藏著大量珍貴的雕塑、巨

幅歷史畫以及無數藝術珍品，宮內大殿小廳處處金碧輝煌，豪華非凡，置身其間，彷彿在寶

石盒內散步一般。午餐過後，驅車逐漸進入羅亞爾河谷區（Loire Valley），彷彿走入法國中

古世紀的歷史扉頁裡，特別安排入內參觀★雪濃梭堡。雪濃梭堡原是為國王心愛的女人精心

打造，先後共有六位女主人擁有過它，故又為「六個女人的城堡」，處處可見創意和巧思，建

築風格極為典雅浪漫，是羅亞爾河最美的城堡。今晚我們將入住羅亞爾河區飯店，於飯店內

享用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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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Hotel Novotel Amboise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河流是城市的母親!要好好的認識一個城市，最佳的方式

就是從河流開始下手，而塞納河是流經巴黎市中心的法國第二大河，全長 780 公

里，搭乘遊船從 180 度的視角欣賞巴黎塞納河兩岸的美。 

驚喜安排 2：入內參觀雪濃梭堡，橫跨於羅亞爾河支流謝爾河（Cher）上的雪濃梭堡與香波

堡並列為羅亞爾河兩大城堡，因其為於水上的倒影姿態優雅，有著「城堡之后」

及「水上城堡」之譽，而這座城堡自 16 世紀以來歷經 5 位女主人，散發出一股

獨特的氣質及魅力，城堡內有著一段膾炙人口的愛情保衛戰呢! 

驚喜安排 2：特別安排入住羅亞爾河區，羅亞爾河流域被稱為「法國的花園」和「法語的搖

籃」，此區沿著河有許多環繞的靜謐綠意風景中小鎮，我們將安排於飯店內享用

浪漫晚餐，感受隱密山林間的安和寧靜與低調享逸，獨享法國的夜空。 

 

第08天 羅亞爾河古鎮 Loire Area－聖米歇爾山 Mont Saint Michel 

（行車：338 公里，4.5 小時） 

早餐過後搭乘專車前往▲聖米歇爾山，夢幻般突出於海上的特殊地形和高聳的哥德式建築，

備顯冷峻之美，因大天使米迦勒一句「在岩山以我之名建造一座聖堂」而得名。今晚夜宿於

此，養精蓄銳準備明日精彩的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 島上 Hotel Les Terrasses Poulard 3* 或 島外 Hôtel de La Digue 3*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聖米歇爾山是法國諾曼第附近，距海岸約 1 公里的岩石小島，於 1979 年被列為

世界遺產，小島地處在於孤島與法國的陸地隔絕，由於海拔只有 88 公尺，經常

被大片沙岸包圍只有漲潮時才成為島，因而得名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特別備註 1》：此區飯店住宿取得困難，將以普拉媽媽集團之島上三星飯店為優先安排，並

攜帶過夜包入住，聖米歇爾山的夜景照，Easy get~輕鬆照~ 

《特別備註 2》：如遇大型活動以致飯店客滿，將改住雷恩或聖馬洛四星級旅館，敬請見諒。 

 

第09天 聖米歇爾山－雷恩 Rennes++TGV++巴黎 Paris 

（行車：88 公里，1.1 小時）；TGV-8630 雷恩/巴黎 16:35/18:09【行駛時間 1 時 34 分】 

早餐後入內參觀★聖米歇爾修道院，八百多年來以堅毅的宗教熱忱完成此經典建築，修道院

所在的聖米歇爾島以潮流及砂石等自然蘊成的美景聞名，也是虔誠教徒朝聖的聖山，是法國

人一生必遊之地。島上的中世紀建築聖米歇爾修道院，歷經多次的改建，從原本的小禮拜堂

逐漸擴建到現在的規模，教堂中仍保留各個時期不同風格的建築遺跡，包括迴廊的拱門、細

緻的雕刻及粉紅色大理石，居高欣賞附近大西洋潮起潮落的海岸景觀，令人過目難忘。午餐

過後驅車前往布列塔尼的首府▲雷恩並前往車站搭乘★TGV 返回▲巴黎－它融合現代奢華與

古典浪漫並且永遠以令人驚豔的姿態存在，風韻猶存的老巴黎建築、曠世巨作藝術品和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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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的時尚精品並存，名牌雲集的香榭里舍大道，詩人、藝術家聚集的左岸咖啡館，至今仍

散發著無可取代的塞納河岸風情。今晚夜宿巴黎。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The Paris Marriott Opera Ambassador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1：貼心安排搭乘由法國國家鐵路局(SNCF)規劃建造的高速火車TGV直達花都巴黎，

省去從雷恩回到巴黎約 350 公里的車程時間，讓您以最輕鬆舒適的旅遊方式抵達

巴黎，在最美的景點保留最多的停留時間給您。 

驚喜安排 2：特別安排入住位於巴黎歌劇院區的四星級飯店連泊兩晚，享受擁有花都美稱的

巴黎夜晚。歌劇院區座落於絕佳的地理位置，步行即可抵達歌劇院、凡登廣場、

拉法葉百貨公司，讓您拍照或購物都能一次滿足。 

 

第10天 巴黎 

（全日市區觀光） 

早餐過後帶您尋訪參觀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宮，原為法國的王宮，館內藝術收藏品

多達 40 萬件，包括雕塑，繪畫，美術工藝及古代東方、古埃及和古希臘羅馬等 7 個區域。 

午後接續展開巴黎市區觀光：為紀念拿破崙的勝利與光榮所建的▲凱旋門及以 12 條國道呈放

射狀為主的▲星辰廣場；全長約兩公里的◎香榭麗舍大道，是最能表現巴黎風格的街道；行

車經過法王路易 16 及皇后瑪麗安東尼被送上斷頭台的◎協和廣場，以及位於法國巴黎第七區、

塞納河畔戰神廣場上的▲艾菲爾鐵塔，它不僅是一座造型特殊的鐵製鏤空塔，同時也是法國

文化象徵代表之一，都是不可錯過之景點。結束今日導覽觀光後，如時間許可，將預留些許自

由活動時光，讓您好好當個一日巴黎人。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米其林二星餐          晚餐：巴黎海鮮盤料理 

住宿：The Paris Marriott Opera Ambassador 4* 或同級 

驚喜安排 1：如果您不懂歐洲文化，何處能讓人只要兩小時，就能了解歐洲的精隨所在?答案

是，羅浮宮。今日入內參觀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宮，館藏數量雖遠不及英

國的大英博物館，但它卻是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皇家蒐藏，從雕刻到畫作，橫跨兩

千年的經典，將由巴黎專業中文導遊為您細細解說。 

驚喜安排 3：源自法國的米其林美食評鑑指南，現已成為美食家、旅客挑選優質餐館的重要

指標之一。晴天旅遊嚴選米其林評鑑餐廳，精心搭配別緻珍饈，顛覆您對中歐飲

食的刻板印象，滿足您舌尖味蕾的慾望！ 

 

第11天 巴黎－（半日自由活動）－戴高樂國際機場✈伊斯坦堡 Istanbul 

TK-1828 1940/0010+1【飛行時間 3 小時 30 分】 

今日將保留半日的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拎著您的待買清單，前往市中心商業區，盡情滿足

購物慾望；當然您也可當個半日巴黎人，放慢腳步，找家露天咖啡館，悠閒地來杯咖啡或下

午茶蛋糕，感受歐式悠閒時光，傍晚時分專車前往機場搭機經伊斯坦堡轉機返回台灣。（貼

心叮嚀：今日為不中斷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午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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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推薦路線：人氣網美的日常，拍照點 Get 奧賽美術館及龐畢度中心 ; 美感系旅人

的日常，必訪蒙馬特及聖心堂畫家市集 ; 文藝青年的日常，受鐘樓怪人歌劇感召的聖母院 ; 

購物達人的日常，緊鄰下榻飯店的歌劇院區百貨公司採買指南 ; 最後不能錯過就在飯店隔壁

的巴黎歌劇院，不論如何都推薦您拍照留念喔!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退誤餐費(每人 20 歐) 

驚喜安排：晴天旅遊選擇搭乘土耳其航空的晚班機返台，讓今日仍有將近一整天的參觀時間，

使您 12 天的旅程擁有近 10.5 天的實際停留時間。因此，在大多數遊歐旅客已紛

紛搭機返家的路途中，您仍可悠閒漫步於美麗的花都巴黎。 

 

第12天 伊斯坦堡✈台灣 

TK-024 0145/1755【飛行時間 11 小時 10 分】 

班機於今日傍晚抵達，結束此趟幸福滿載的【英法浪漫 12 日】甜蜜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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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或請

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以

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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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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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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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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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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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含）人。如低於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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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其它說明】 

 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旅館、

餐廳或機票等費用。 

 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

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因懷孕、生病、

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遊權益，若有

慢性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

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護照汙

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蓋有爭議國家之入出境章

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變更等...旅客有義務自行檢查審核，上述說明如有疑問請來電

洽詢。 

【所需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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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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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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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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堡 TPE/IST 土航 TK-025 2155/0510+1  

伊斯坦堡—倫敦 IST/LHR 土航 TK-1979 0745/0950  

巴黎—伊斯坦堡 CDG/IST 土航 TK-1828 1940/0010+1  

伊斯坦堡—台北 IST/TPE 土航 TK-024 0145/1755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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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TPE/HKG 國泰 CX-531 2000/2155  

香港—倫敦 HKG/LHR 國泰 CX-251 2355/0540+1  

巴黎—香港 CDG/HKG 國泰 CX-278 2110/1500+1  

香港—台北 HKG/TPE 國泰 CX-470 1745/1940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