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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戀法國鄉村情調‧
峽谷人文‧攝鄉味‧1２日
＜巧思攝旅〜再再再訪法國–另類的法國鄉村情調，體驗著法國最美的小村莊，處處洋溢著獨特風情
的古早味，酒鄉的小村莊、鳥語花香的小村莊、文藝復興式的小村莊、山丘上的小村莊、斷崖峭
壁的小村莊、深藏峽谷中的小村莊，最後的最後將大舉進攻 LV 大總部＞

行程特色


攝〜旅遊攝影，不是攝影團。以攝影角度下所安排的美景，並提供攝影心得，使您留下美好的回
憶。



鄉〜絕美鄉村，歐洲處處美景，但您置身於法國的鄉村更加能體驗出歐洲的精髓。



味〜味蕾饗宴，均質法式美食。不訴求一兩餐之米其林三星，而是每日安排以米其林一星 、米
其林推薦寶寶

、刀叉餐廳

、鄉村特色刀叉餐廳

、城堡旅館餐廳 、旅館主廚餐。

精選酒店
「Relais & Châteaux 世界最佳精品渡假酒店集團」 房間有限不易訂房、三個月前報名


金字塔城堡旅館一晚〜四星級的典雅迷人設計，客房和套房寬敞、舒適，花園和擁有藝術裝飾風
格。酒店有個禮品店，售精選調味料、美食和葡萄酒。亦在酒店餐廳享用法國美食。

「Chateaux et Hotels Collection 酒店集團」 房間有限不易訂房、三個月前報名


洛切玻斯城堡旅館兩晚〜豪華四星級 19 世紀的高貴華麗城堡酒店，有著馬賽克的義大利式的優
雅的花園，更有著名的好客和美食的法國風情。



裴蕾城堡旅館一晚〜豪華四星級的傳統典雅風格的法國城堡旅館，堪稱「老饕」的天堂。



玫瑰園莊園一晚〜豪華四星級魅力非凡的莊園，很完美的房間，格里昂區最美的莊園。

「法國最美的小村莊」


「尼米〜坐落於幽深的峽谷中的中世紀村莊，一磚一瓦、一街一巷俱備著獨特風景。



宼禾德〜處處是哥德式建築，盡是中世紀風情，米其林旅遊 Green Guide 列為三顆星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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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西赫-拉破皮〜依山傍水的懸在斷崖峭壁上，在河川由下往上拍攝，更彷彿遺世獨立般之仙境。



莎拉小鎮〜古城建築加上文藝復興時期的窗式帶給此鎮特有的一大特色。



羅卡馬杜爾〜一棟棟的美麗的石頭屋彷彿從山壁裡長出來的，是人力結合和大自然的天空之城。



崖壁石甲村〜安排 19 世紀仿古單桅木帆船，欣賞獨立遺世錯落有致的迷人崖壁小鎮。

經典景點


塞儂克修道院〜一座遺世獨立的清修之地，是攝影取材的最佳背景。



格里昂城堡〜是一座優雅的中世紀小鎮，及一座文藝復興式的城堡，是法國最美的魅力山中村
莊。



策溫涅國家公園〜多彩多姿的自然景觀與融合了奇特的文化遺產，可謂世外桃源。



下塞納河之安徳利小鎮〜遍佈石灰岩山丘的地貌美景。

＜UNESCO W.H.＞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里昂〜舊市街歷史中心 (1998 年)，富維耶聖母院。



亞維儂古城〜建於 14 世紀如堡壘般的宏偉宮殿－教皇宮。



世上最大的美術館羅浮宮〜內藏無數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



塞納河遊船〜於日落時分之際，可以飽覽沿岸色溫美景及建築！

01

臺北/巴黎

CX531 2010/2150 + CX289 0020+1/0620+1

今日搭乘國泰航空公司豪華班機，飛往巴黎，夜宿機上。

02

巴黎→ TGV→ 里昂→ 維恩

於上午抵達巴黎後，轉乘機場捷運車至 TGV 車站，轉乘 TGV 到法國的第三大城市－里昂，羅訥-阿
爾卑斯省的首府。以隆河與頌恩河，由北向南貫穿整個里昂市中心，隆河以東的新城區，是里昂現代
化流行時尚的中心，頌恩河以西的舊城區，是充滿著歷史古城，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遺產，
餐館、藝品店林立，是觀光客聚集的地方。下午造訪★富維耶聖母院，位於富維耶山山頂，可俯瞰城
市，是羅曼式和拜占庭的建築式樣，精緻的馬賽克，耀眼的花窗玻璃，和聖若瑟地下室有宗教藝術博
物館。隨後，前往法國最古老的城鎮之一〜維恩，此城是北隆酒鄉的起點。
＜餐食＞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三道式－田螺特餐

晚餐：

三道式－Aubrac 嫩牛排

＜旅館＞金字塔城堡旅館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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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恩→ 格里昂城堡

早餐後，漫步於城內有著名的奧古斯都和麗維神殿、聖莫里斯大教堂。隨後，前往★夢幻格里昂城堡，
位於法國南部的葡萄園和薰衣草田間的文藝復興式城堡，是一座優雅的中世紀小鎮，七月薰衣草盛開
時，遠處望去是紫色的花海，烙印在文藝復興式的城堡前，彷彿夢幻般紫光的城堡，更是可謂法國最
美的魅力山中村莊之一，有些雖已頹垣斷壁，古風濃得化不開，見證了歲月的變遷，漫步於古街道中
猶如進入時光隧道中。
＜攝影角度的景點＞夢幻格里昂城堡之全景、及漫步於猷如時光隧道中的古街道。
＜餐食＞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三道式－蒜泥蛋黃醬鱈魚排

晚餐：

三道式－松露醬豬排

＜旅館＞玫瑰園莊園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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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昂城堡→ 塞儂克修道院→ 亞維儂

上午前往拍攝▲塞儂克修道院，建於十二世紀中，人跡罕至之處，一座遺世獨立的清修之地，座落於
普羅旺斯的山谷間之古老建築，修道院以石板為材料的建築，而早期的修士靠薰衣草製品維生，其田
園氣息讓人有遠離塵囂之感，而對藝術家、攝影師來說，普羅旺斯有著充足的豐富絢麗的色彩。隨後，
前往亞維儂古城，建於 14 世紀、堡壘般的宏偉宮殿－教皇宮，歷經 7 位教皇改建，兼具宮殿、城塞
雙用途，城牆正面高聳的兩座尖頂哥德式塔樓是其標誌；及隆河上顯著的斷橋－聖貝內澤橋。
＜攝影角度的景點＞黃昏下的聖貝內澤橋、亞維農教皇宮。
＜餐食＞早餐：旅館內用餐
＜旅館＞Grand Hotel

05

午餐

： 三道式料理

晚餐: 三道式-旅館主廚推薦餐

www.avignon-grand-hotel.com/ 或同等級

亞維儂→ 塔爾恩峽谷(策溫涅國家公園)→ 尼米→ 阿爾比

早餐後，前往多彩多姿的自然景觀與融合了奇特的文化遺產〜策溫涅國家公園，峽谷位於兩座高原之
間，垂直落差大，由 400 至 600 公尺不等，使得峽谷的景色異常壯麗可觀，您將於谷邊上之旅遊景
觀條公路的觀景點拍攝，其翠綠色之河水與變色的山林與稀疏的古老村莊，可謂世外桃源。隨後，前
往被充滿「神奇力量」的中世紀村落〜尼米，
「法國最美的小村莊」
，坐落於幽深的峽谷中，此中世紀
村莊的一磚一瓦、每一條街巷俱備著獨特風景，處處是中世紀的房屋及文藝復興時期流行的窗戶，並
欣賞建於 12 世紀的古羅馬式教堂，狹窄的石路和拱門通道亦十分有特色。
＜攝影角度的景點＞翠綠色之河水與變色的山林，中世紀村落〜尼米。
＜餐食＞早餐：旅館內

午餐： 城堡旅館餐－百里香烤羊肉

晚餐：旅館主廚餐－松露牛柳/鱈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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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Albi Bastides Hotel www.mercure.com 或同等級

06

阿爾比→ 宼禾德→ 聖西赫‧拉破皮→莎拉

上午前往中古世紀的堡壘城－★宼禾德，法文地名原意為天邊繩，因為整個小城依山而建，相形之下
顯得山勢陡，像是懸掛於天邊的一條繩索，古老城市位於山嶺，走進城越是古老，發現者到處都是哥
德式建築，盡是中世紀風情，米其林旅遊 Green Guide 列為三顆星小鎮，首先，進入上城區(中古世
紀之舊市街)，悠遊漫步下坡至上城區，沿途您將欣賞著西城門、13 世紀的富商或貴族所建房舍、
Maison Prunet、北城門等。下午，造訪「法國最美的小村莊」依山傍水的美麗山村－★聖西赫‧拉破
皮，位於佩里哥境內，整個山村懸在斷崖峭壁上，彷彿遺世獨立般，村內全是 15 世紀的石鋪小徑和
石頭房舍，還有許多精緻的餐館。★特別安排搭遊船，可由下往上欣賞孤立於山上的美麗山村，發現
者許許多多的美麗倒影。將安排兩晚住莎拉小鎮，此區更是美食的集散地，肥美的鵝肝是法國文人雅
士造訪的人間樂土！
＜攝影角度的景點＞中古世紀之的堡壘城之宼禾德、遊船由下往上欣賞彷彿遺世獨立般的聖西赫-拉
破皮。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旅館＞洛切玻斯城堡旅館

07

午餐：

三道式－鴨腿特餐

晚餐：

三道式－紅燒酸甜鴨胸

或同等級

莎拉→ 羅卡馬杜爾→ 崖壁石甲村→ 莎拉

上午前往建築奇景座落在峽谷裂縫中的羅卡馬杜爾「法國最美的小村莊」，首先於景觀台，發現整個
山谷與小鎮之全景。其黑聖母像和聖者的墳墓是朝聖者的天堂，虔誠的信眾不遠千里而來，一棟棟的
美麗的石頭屋彷彿從山壁裡長出來的，錯落在石灰岩的山裡，是人力結合和大自然的建築傑作，好似
架在山壁上的城市，猶如是個天空之城，沿著朝聖者之路-大樓梯，參觀★聖母禮拜堂，是羅卡馬杜
爾最神聖的地方，傳說「羅蘭之劍」是“耶穌苦路十四站”訴說著耶穌受難前的過程。下午，前往被
法國文化部評定為最美的小村莊〜崖壁石甲村，因絕佳的自然環境，水質清澈見底且靜謐的多敦涅河、
橡樹林綿延無際、森林裏蟲鳴鳥叫、處處美景，可謂獨立遺世錯落有致的迷人崖壁小鎮，特安排 19
世紀★仿古單桅木帆船，發現者俊秀幽雅古堡、崖壁石甲村純樸屋舍、水鴨遊魚飛鳥往來其間，近如
咫尺別具風情。
＜攝影角度的景點＞羅卡馬杜爾景觀台之全景、崖壁石甲村之絕美倒影。
＜餐食＞早餐：旅館內

午餐： 三道式－烤羔羊 晚餐：

＜旅館＞洛切玻斯城堡旅館

三道式－烤魚燉飯

或同等級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Tel: 02-2500-0585 http://spirittour.com.tw/

p.4

旅行社

Update: 2014-03-14

Spirit tour

08

莎拉→ 羅亞爾河

上午欣賞★雙子鎮莎拉「法國最美的小村莊」
，法國文化部明令保護的小鎮，此鎮為鵝肝的主要產區，
古城建築加上文藝復興時期的窗式，是此鎮特有的風格，可說是座露天的建築博物館，黃色的石灰岩
與棕色頁岩屋頂是這個小鎮建築的一大特色，參觀自由廣場、蠑螈街、亡者頂塔等。下午，前往被稱
為「法國的花園」和「法語的搖籃」的羅亞爾河流域，有聞名世界的羅亞爾城堡群，幾個世紀來創造
出人類和自然環境交融而成的土地，因土壤肥沃、氣候溫和的谷地，吸引著皇室貴族們建造出一批又
一批的豪華城堡，城堡的總數超過 300 個。今晚入住城堡旅館。
＜餐食＞早餐：旅館內 午餐： 三道式－七種香料鴨胸 晚餐：

城堡旅館餐

＜旅館＞裴蕾城堡旅館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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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亞爾河→ 巴黎

上午專車往巴黎。下午，參觀世上最大的美術館－★羅浮宮，內藏無數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收藏超
過 30 萬件以上，收藏從古代、埃及、希臘、羅馬的美術品，到義大利、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德國、
西班牙等地的繪畫，欣賞羅浮宮三寶－維納斯雕像、勝利女神像、蒙娜麗莎微笑等巨作。塞納河遊船
於日落時分：可以飽覽沿岸美景及建築！
＜攝影角度的景點＞文藝復興時期的窗式之雙子鎮莎拉。
＜餐食＞早餐：旅館內

午餐：三道式－田螺/鮭魚排

晚餐：

三道式－塞加拉牛肝

＜旅館＞Radisson Blu Ambassador Hotel Paris Opera www.marriott.com/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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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全日市區觀光：★新凱旋門為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而建，拱門內部是三十五層的大樓，一九八九
年的新興工業國元首會議即在最高樓舉行。隨後，欣賞參觀龐畢度藝術中心之前方的龐畢度廣場，經
常聚集許多街頭藝人，包括樂團演奏、諷刺畫與素描等藝術表演。隨後，前往蒙馬特教堂，是巴黎第
一座用鋼筋混凝土建造，以及使用磨光原色的教堂，沿著小巷石板小徑至迷人的小丘廣場，十九世紀
末的著名畫家如保羅高更、盧梭、雷諾瓦、畢卡索，都在此作畫過，如今亦聚集眾多畫家，是一處有
名的畫家市集。下午，購物或自由活動，前往世界上最美的街道香榭裡舍大道採購名牌化妝品和精
品。。
＜餐食＞早餐：旅館內

午餐：

三道式－蘑菇兔腿

晚餐：海鮮大拼盤

＜旅館＞Radisson Blu Ambassador Hotel Paris Opera www.marriott.com/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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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巴黎→ 安徳利小鎮→ 莫內花園/香港

CX278 2110/1505+1

早餐後，造訪下塞納河近郊之★安徳利小鎮，於山丘上欣賞塞納河灣曲道的城鎮、教堂之倒影與光影，
遠眺著遍佈石灰岩山丘的地貌美景。不遠處有十字軍東征時期所建之 Gaillard 城堡，位於小山丘上及
完美的戰略位置，此壯觀的城堡是英國國王獅心王理察一世於 1197 年所建造，僅僅用一年建完成，
當時奴役 6000 人修築完成這個完美的城堡。隨後，造訪戶外寫生作品聞名於世－莫內，訪★莫內花
園、莫內之家、睡蓮池等。這位譽為印象派理念實踐者的藝術家，擅長捕捉大自然光影生動繽紛的變
化，推動現代繪畫的重要藝術創作者，且對色彩的運用相當細膩，用許多同主題的畫作來表達色彩與
光完美性。
最後，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臺北。
＜餐食＞早餐：旅館內 午餐：
三道式－海陸餐 晚餐：X
＜旅館＞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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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返抵國門臺北結束此次知性浪漫之旅。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02-25000585 轉 12 手機：0919231696



林瑞昌：02-25000585 轉 11 手機：0960133915



蘇琬婷：02-25000585 轉 14 手機：0920791176



陳宜廷：02-25000585 轉 13 手機：0934170623

網站：http://spirittour.com.tw/
影片欣賞：YouTube - findertour001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Tel: 02-2500-0585 http://spiri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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