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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米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專員：鄭晴方 

連絡電話：02-23660699 

手  機：0905131950 

電子郵件：maggiecheng@ricetou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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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2019/07/08 

 

團費價格 

NTD  188,000 

藝術老團員優惠 限前 10 席 包含全程司機領隊服務費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 (兩人一室 )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本公司

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費用包含 

◆桃園/法國 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及機場稅和燃油附加費。 

◆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兩人一室)、餐食、行程、車資、門票。 

◆保險：1000 萬履約責任險、500 萬元旅遊責任險暨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依財政部保險法規定 : 未滿 14 歲之未成年人或精神耗弱之人所簽訂之人壽或傷害保險契約之

費用，其保險金額上限為新台幣二佰萬元整，並自民國 92 年元月 1 日開始施行。(旅客亦請自行

視需要投保個人平安險) 

 

費用不包含 

◆全程領隊外站導覽服務費；建議小費為天每人 10 歐元。共計 140 歐元。 

◆高雄(小港機場)/台北(桃園機場)接駁機費用。 

 (因屬額外追加機位，故無法保證一定取得，若機位無法 OK 時，則已繳付之北高段票價將退回) 

◆新辦護照費用。(詳情請見表單下載→護照、簽證須知) 

◆旅客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房間枕頭小費、旅館行李搬運小費、及接送機小費。 

◆托運行李以每人一件 20-30 公斤為限(依各家航空公司公告為基準)，若超過請自行支付超重費。 

◆至桃園機場的來回接送費用。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自費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航班參考一 

出發時間(當地) 抵達時間(當地)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一天 23:55 第二天 06:55 桃園 TPE 阿姆斯特丹 AMS 荷蘭航空 KL 808 

第二天 09:25 第二天 11:25 阿姆斯特丹 AMS 尼斯 NCE 荷蘭航空 KL 1253 

第十三天 18:00 第十三天 19:15 巴黎 CDG 阿姆斯特丹 AMS 法國航空 AF 1440 

第十四天 01:45 第十四天 17:55 阿姆斯特丹 AMS 桃園 TPE 荷蘭航空 KL807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為最終確認。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變動航班時間或

轉機點，造成團體行程變更、增加餐食，本公司將不另行加價。若行程變更、減少餐食，則酌於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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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參考二 

出發時間(當地) 抵達時間(當地)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一天 21:55 第二天 05:10 桃園 TPE 伊斯坦堡 IST 土耳其航空 TK 025 

第二天 08:25 第二天 10:40 伊斯坦堡 IST 尼斯 NCE 土耳其航空 TK 1813 

第十三天 19:40 第十四天 00:10 巴黎 CDG 伊斯坦堡 IST 土耳其航空 TK 1828 

第十四天 01:45 第十四天 17:55 伊斯坦堡 IST 桃園 TPE 土耳其航空 TK 024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為最終確認。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變動航班時間或

轉機點，造成團體行程變更、增加餐食，本公司將不另行加價。若行程變更、減少餐食，則酌於退費。 

 

航班參考三 

出發時間(當地) 抵達時間(當地)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一天 20:00 第一天 21:55 桃園 TPE 香港 HKG 國泰航空 CX 531 

第二天 00:05 第二天 06:55 伊斯坦堡 IST 巴黎 CDG 國泰航空 CX 261 

第二天 09:25 第三天 11:25 巴黎 CDG 尼斯 NCE 法國航空 AF 7702 

第十三天 21:10 第十四天 15:00 巴黎 CDG 香港 HKG 國泰航空 CX 278 

第十四天 17:45 第十四天 19:40 香港 HKG 桃園 TPE 國泰航空 CX 470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為最終確認。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變動航班時間或

轉機點，造成團體行程變更、增加餐食，本公司將不另行加價。若行程變更、減少餐食，則酌於退費。 

每日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機場 ✈ 轉機點 ✈ 尼斯 

今日集合【桃園機場】，經【轉機點】轉往南法【尼斯】。班機將於次日抵達。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 02 天 尼斯機場→艾日→凡斯的聖保羅【山城歲月畫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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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日】(Eze)鷲巢村豎立在險峻岩壁上，如鷲鳥

築巢方式山傍水的小山村，舉目所及皆古老的石

造民房，而錯綜複雜的石造狹窄街道，進入村

內、穿過 14 世紀的城門，彷彿讓人跌入中古世

紀。 

【玫瑰經教堂】 

凡斯(Vence) 的玫瑰經教堂(Chapelle du 

Rosaire)，被視為馬蒂斯精神上的遺囑。這所教

堂的設計，綜合了馬蒂斯對色彩、音樂律動、

抽象形式的一切精華。 

  

【梅格基金會】梅格基金會(Fondation Maeght)美術館與花園內著名的現代藝術收藏。該建築座

落於凡斯的聖保羅(Saint Paul de Vence) 蒼鬱的樹林，博物館內展出米羅（Joan Miro）、馬諦斯

（Henri Matisse）及科爾德（A Caider）等人的雕塑品，室內、外都有展出。他們鮮豔色彩的現

代創作和博物館充滿陽光的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凡斯的聖保羅】中世紀堡壘小鎮，凡斯的聖保羅(Saint Paul de Vence)之魅力，吸引無數的藝

術家、畫家、作家及詩人，到此創作靈感，如雷捷、畢卡索、馬諦斯皆是這裡的常客，這也是夏

卡爾的長眠之地，浪漫的氣息在此漫延。 

【門票包含】玫瑰經教堂、梅格基金會。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艾日鷲巢村法式菜 晚餐：當地法式三道式 

住宿：尼斯 Le Meriden 四星 或同級酒店 

 

第 03 天 尼斯【藝術家的流動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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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諾瓦山居。柯雷特莊園】晚年的雷諾瓦移

居氣候溫和的法國南部，最後定居在濱海小鎮

卡涅(Cagne/la Mer) 的柯雷特莊園(Les 

Collettes)，此故居成為博物館，留下他晚年珍

貴的時光。 

【夏卡爾美術館】夏卡爾美術館(Musee 

Chagall)創立於 1973 年，收藏著 17 件以聖經

為體裁的油畫、5 件雕刻彩繪玻璃鑲嵌壁畫、

300 件以上的油畫、素描和習作。畢卡索曾評

論他是馬諦斯以後唯一真正懂得色彩的人，他

說：「我真不知道他從哪裡找來這麼美麗的畫

面，他腦袋裡一定住著一位天使…」 

  

【馬諦斯美術館】馬諦斯美術館(Musee Matisse)是馬諦斯七十歲時息筆歸隱的地方，他是法國野

獸派繪畫運動的領袖，同時也是有名的油畫、版畫、雕刻家。 

【門票包含】：柯雷特莊園、夏卡爾美術館、馬諦斯美術館。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旅程彈性，敬請自理 晚餐：當地法式三道式 

住宿：尼斯 Le Meriden 四星 或同級酒店 

 

第 04 天 尼斯→安提布→艾克斯城→普羅旺斯山區【藝術家的流動饗宴】 

  

【尼斯】(Nice)蔚藍海岸著名天使灣散步，藍藍的鵝卵石海灘，以及老街彎彎曲曲的巷弄間，處

處可見的畫廊、畫室，充滿了藝術工作者的蹤跡：馬諦斯、史丁、夏卡爾、米羅、畢卡索，這裡

充滿文藝浪漫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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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雷傑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Fernand Léger)，雷捷，被歸為立體派名家的他，原來是

從野獸派的色彩的偏好轉入立體派的造型核心，而更進一步發展出反映工業時代，屬於自己的機

械美學(Esthétique de la machine) 。 

【安提布】(Antibe)是畢卡索最鍾愛的小鎮，特點是房子一層層依地勢順著山勢而建，海天一

色，湛藍有如寶石，盡現蔚藍海岸的美麗。 

【畢卡索美術館】(Musee Picasso)，大師畢卡索曾在此定居一年，並留下許多曠世名作：生之喜

悅、阿維尼翁的姑娘、海灘上奔跑的兩個女人等等，這是除了巴黎畢卡索美術館之外，最值得領

略大師南法生活與創作的泉源地。 

【塞尚畫室】(Atelier Cezanne)與普羅旺斯艾克斯城(Aix-en-Provence)的風情優雅而細膩，是南

法文化之都。這裏擁有許多噴泉和樹林層次的大道，還有許多的畫家、音樂家和詩人皆出生于

此，如左拉(Zola)與塞尚。在這裡看看梧桐樹、圓亭噴泉、市政廳，或散步于市區的米拉林蔭大

道，享受露天咖啡的香醇，感受南法風情。而塞尚畫室，更是畫家思索繪畫、醞釀傑作的私密空

間。 

【門票包含】：國立雷捷美術館、畢卡索美術館、塞尚畫室。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旅程彈性，敬請自理 晚餐：山城料理 

住宿：普羅旺斯山區民宿或 Le Mas Des Romarins 三星或同級酒店 

 

第 05 天 勾禾德→賽隆克修道院→胡西雍【普羅旺斯的山居歲月】 

  

【勾禾德】7 月薰衣草季時，特別安排前往位於勾禾德近郊的【賽隆克修道院】薰衣草第一盛景賽

克隆修道院，六至八月薰衣草盛開的迷人絕色風光輝映在溫暖樸素的山城村落，所有的夢想如眼前

美麗實現！ 

【胡西雍】 (Roussillon)具有自己獨特的葡萄酒文化、風俗和特色。有山有水的天然地勢也使得

這裡成為法國人度假旅遊的勝地。胡西雍特有的紅土染料廣泛使用於農家民舍外觀，紅瓦的屋

簷，橙黃的壁面，在夏日豔陽的照耀下，感受到濃厚的普羅旺斯風格，在此純樸的小村鎮漫步，

傳統的普羅旺斯建築與遼闊的田野教人難忘。 

【門票包含】：美好的一年咖啡館、賽隆克修道院。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旅程彈性，敬請自理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普羅旺斯山區民宿或 Le Mas Des Romarins 三星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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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 天 普羅旺斯山區→亞爾→聖雷米【梵谷足跡之旅】 

  

【亞爾】(Arles)跟隨梵谷的腳步漫步在又充滿藝文可愛的小鎮--梵谷"星空下的咖啡館、隆河下的

星空。而一座類似荷蘭木橋，曾經入畫的【梵谷橋】，也是今日留存僅有的老式活動橋。 

【聖雷米】(St-Remy) 的聖保羅療養院，即是梵谷所住之精神療養院坐落之處，至今依然保有古

樸的文明遺蹟，這個小鎮，主要是因為梵谷而紅的，他曾在這一年多的時光，將聖雷米的風景，

在畫布下留下一幅幅傑作，只要是梵谷迷，怎能遺漏這個小鎮，逡巡梵谷過往的足跡？ 

回程時，閒散在普羅旺斯的【豐特維耶伊爾】(Fontvieille)，感受梵谷筆下的色彩與心境。 

【門票包含】：聖雷米聖保羅療養院 (Maison de Santé St-Paul de Mausole)。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旅程彈性，敬請自理 晚餐：星空下咖啡廳 

住宿：亞爾 Best Western Hotel Atrium 三星或同級酒店 

 

第 07 天 亞爾→卡爾卡頌→阿爾比 

  

【亞爾】今日參觀梵谷基金會。 

【卡爾卡頌】(Carcassonne)法國小鎮聯合國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 卡頌古城充滿中古世紀風味

的卡爾卡頌古城，西元十世紀，原本屬於唐佳威爾家族的城堡，於十二世紀實收歸皇室所有，並

且成為軍事要地，加以擴建。後來隨著法國版圖的擴大，戰略地位日漸衰退，終告荒廢。直到西

元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興起，於是人們再度重視起這座巍峨的中世紀古城，建築師果梅何密耶

將之加以修建，才有今天的風貌，如今已經是世界重要文化遺產之一。 

【門票包含】：梵谷基金會。 

早餐：飯店內 午餐：法式餐(地方料理) 晚餐：燉鴨地方料理 

住宿：阿爾比(Albi) Mercure Albi Bastides 四星 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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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天 阿爾比→拉波比→羅卡馬杜 

  

【阿爾比】(Albi)主教城 (Cité épiscopale)，

是歐洲獨一無二的此類從中世紀到近現代的城

市發展類型的代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

類世界遺產 

【拉波比】(Lapopie)它是「法國票選的最美麗

的村舍」之一。唯有親身穿梭在窄小的巷弄

中，才能體驗品味它的恬靜美。也因為如此，

吸引了許多的藝術家移居至此處，我們漫遊其

中! 

【門票包含】：主教城祭壇。 

早餐：飯店內 午餐：法式餐(地方料理) 晚餐：法式餐(地方料理) 

住宿：羅卡馬杜 Best Western Hotel Beau Site Notre Dame 三星或同級酒店 

 

第 09 天 羅卡馬杜→拉斯科洞窟→佩里格 

  

【羅卡馬杜】(Rocamadour) 的「天空之城」。

矗立在法國中南部 Alzou 峽谷上，這個中世紀

沿山崖建造是的小鎮，建築奇景座落在峽谷裂

縫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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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科洞窟】(Grotte de Lascaux)，世界遺

產拉斯科洞窟壁畫壁畫，位於法國多爾多涅省

蒙特涅克村的韋澤爾峽谷，是著名的石器時代

洞穴壁畫。1979 年，拉斯科洞窟同韋澤爾峽谷

內的許多洞穴壁畫一起被選為世界遺產。 

【門票包含】：多爾多涅河遊船、拉斯科洞窟。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南法式餐(羊地方料理) 晚餐：美食鵝肝地方料理 

住宿：佩里格 Hotel Mercure Périgueux Centre 四星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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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天 佩里格→昂古萊姆 (TGV)→雪儂梭堡古堡→勒芒 

 

【TGV 子彈列車】由佩里格前往昂古萊姆(Angouleme)搭乘 TBV 子彈列車，抵達聖皮耶爾岱柯爾

(St-Pierre-des-Corps)，再轉前往羅亞爾河流城古堡區。 

【雪儂梭堡古堡】(Chateau de Chenonceau)有「堡后」之稱，是 16 世紀文藝復興式的古堡，

經過數位女性貴族的修建，使雪儂梭堡充滿浪漫優雅的氣質。 

【門票包含】：搭乘 TGV 子彈列車頭等艙、雪儂梭堡古堡。 

早餐：飯店內  午餐：火車上自理 晚餐：地方料理 

住宿：勒芒 Hôtel Concordia Le Mans centre gare 四星或同級酒店 

 

第 11 天 勒芒→聖米歇爾山→翁弗勒 

  

【聖米歇爾山】(Mont Saint-Michel)法國諾曼

第附近，距海岸約 1 公里的岩石小島，為法國

旅遊勝地，也是天主教徒的朝聖地，山頂建有

著名的聖彌額爾山隱修院。聖米歇爾山及其海

灣於 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

產。 

【翁弗勒】(Honfleur)前往古老漁港，法國諾曼

地的海港小鎮 - 翁弗勒(Honfleur)與哈佛港(Le 

Havre)相對，位居塞納河的出海口南北兩岸，

小鎮內有著漂亮木質諾曼第老建築及如畫作般

美景，百年來吸引無數知名畢沙羅、雷諾瓦、

塞尚等名畫家，都曾迷戀於這小港口在此畫出

傑作。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旅程彈性，敬請自理 晚餐：布列搭尼地方料理 

住宿：聖馬洛 Hotel Oceania Saint-Malo 四星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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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塞納河出海口雙璧: 翁弗勒→哈佛港→諾曼地象鼻海岸→巴黎 

  

【象鼻海岸】埃特達(Etretat)象鼻海岩，是名畫

家莫內(Monet)在困頓時期畫下許多系列傑作的

巨岩景觀，埃特達小城，更是一座具有典型諾

曼第風光的小城。徘徊小鎮，細數彩色石頭房

子，逡巡狹窄小巷，處處動人。 

【哈佛港】(Le Havre) 哈佛港有一座馬勒侯現

代美術館(Musee d'art moderne Andre 

Malraux)，是莫內《印象˙日出》名畫從馬摩

坦(Musee Marmottan)出借到諾曼第半島展出

的文化重鎮，非常值得一去！ 

【本日包含】：馬勒侯現代美術館。 

早餐：飯店內享 午餐：旅程彈性，敬請自理 晚餐：旅程彈性，敬請自理 

住宿：巴黎 Hôtel Mercure Paris Alesia 四星或同級酒店 

 

第 13 天 羅丹日  巴黎機場  轉機點 

  

【巴黎羅丹美術館】+【牟頓羅丹故居】之羅丹日 : 1840 年出生於巴黎，被譽為現代雕刻藝術之

父，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最偉大的現實主義雕塑家，在巴黎的美術館之外，尚有世人鮮知的牟頓

(Meudon)郊區的羅丹故居。 

【門票包含】：巴黎羅丹美術館(Musee Rodin - Paris) 

             牟頓羅丹故居(Musee Rodin - Meudon) 

早餐：飯店內 午餐：米勒小鎮 (地方料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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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天 轉機點  桃園機場 

今日返抵桃園機場，帶著滿滿回憶，希望有緣下次再相聚。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備註 

◆團體旅遊原則出發人數是 16 人，派領隊全程服務，如遇人數不足，服務人員最晚 7 天以前一定

要通知客人，轉團或協助尋找其他團體，如有不便，敬請原諒。 

◆團費不含部份餐食，將由領隊帶領尋訪附近具有特色的餐廳用餐，讓旅行變得像在地人一樣，

更能享受當地特色。 

◆免申根簽證：台灣護照（裡面要有身份證號碼），有效期半年以上，至少 2 頁以上空白頁(不含備

註頁)，護照上簽名欄務必簽名。 

◆報名時請繳交作業金 NT 30,000 元。 

◆貼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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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廳與機票費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相關條款估算已實際支付

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部分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

並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敬請貴賓瞭解。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將儘量忠於原行程，但如因內陸班機之變動或其他特殊狀況或遇不

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更行程之權利，原則上以出團前之說明會為主，敬請見諒。 

◆具雙重國籍身份的貴賓，請於報名時告知本公司客服人員： 

 ○1 第二國籍為何國？○2 是否有居留證？○3 上次入境持何國護照？..等，以便辦理入出境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