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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報喜、預購春節省更多

凡報名春節【蘋安賀歲系列團】，並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供正確開票名單，並繳交訂金

完成，享有當團團費優惠折扣 ~ 名額有限要搶要快喔 

❶.蘋安賀歲~早鳥每人減 3000 

❷.團體返國當日，贈送《日本進口蜜蘋果乙箱(六顆裝)》 ※返國當日於台灣機場贈送※ 

❸.限全程參團旅客 / 嬰兒報名 恕無提供相關優惠及贈品。 
 

 

■ 每人每席訂金 NT 10,000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 087 台北(桃園) 戴高樂(巴黎) 23:50 06:40+1 

第八天 BR 088 戴高樂(巴黎) 台北(桃園) 11:20 07:05+1 

❶全程搭乘台灣之翼～長榮航空，公台語嘜ㄝ通。  ❷巴黎進出(直飛不中停)，是您遊玩此路線最佳選

擇。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旅遊簡圖】※ 

 

■【巴黎塞納河遊船】塞納河將巴黎一分為二，多達 37 座橋跨越左岸與右岸，帶給古今文人騷客許多的浪漫聯想。特別



安排風情萬種的塞納河遊船，讓您感受花都巴黎令人迷醉的風光！ 

■【史特拉斯堡】有《歐洲十字路口》之稱，歐盟人權組織總部座落於此，這裡擁有中世紀以來的大量精美建築，值得您

細細欣賞。 

■【科瑪】有《小威尼斯》之稱，宮崎駿卡通《霍爾的移動城堡》參考場景，被木造屋及小河包圍的小鎮，更顯著充滿典

雅及光華。 

  

■【搭乘歐洲高速列車】法國巴黎／史特拉斯堡、里昂／巴黎兩段 TGV 高速列車。 

■【少女峰齒輪登山火車】登上海拔 3454 公尺的 Jungfraujoch 火車站，左擁和尚峰，右抱少女峰，中間狀似一條銀帶

的阿雷奇冰河，您一定感慨《此景只應天上有》。與阿里山同樣在 1912 年首航的瑞士登山鐵路，少女峰鐵路 104 歲了。少

女峰火車站是全歐洲最高的火車站，其上景點包括斯芬克司觀景台及冰宮。2013 年 4 月 1 日從冰宮可通向新開的《阿爾卑

斯的震撼》，一站站呈現出阿爾卑斯及瑞士的美景，並有早期少女峰鐵路開鑿的構想及過程。 

  

■【白朗峰】海拔 4810 公尺，終年積雪，征服歐洲第一高峰將是件有意義的事。搭乘登山纜車登上海拔 3777 公尺再搭

電梯前往全世界最高之－米堤峰瞭望平台 3842 公尺，於此眺望白朗峰，欣賞冰川處處、白雪封頂的奇景，感受群峰擁簇足

下的磅礡氣勢。 

■【格林德瓦】散布在名山艾格峰山麓的緩山坡上，據稱源自昔日定居此地的塞爾特人所謂的《岩石森林》，海拔 1067

米，座落於艾格峰山麓的和緩山谷上，沿著險峻的地勢有兩條冰河川流不息，有《世界最美村莊》的美譽。 

  

■【蒙投】蒙投是位於蕾夢湖東邊的小鎮，海拔 395 公尺，有《瑞士的香格里拉》之稱，因南北雙方都有阿爾卑斯山的屏



障。由於氣候宜人再加上風景優美，而且是看整個阿爾卑斯山和蕾夢湖最好的地方，所以年歐洲許多王公貴族，文學家，

藝術家們都很喜歡來此渡假。經過這些文人士的描述及推崇，這裡想不紅也難。 

■【羅浮宮博物館】現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博物館之一。八百年來，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地與時俱進的豐富收藏以及不斷

擴建重修的豪華建築，讓世人難以忽略這座文明和藝術的王城。羅浮宮展示了各種世界藝術創作的廣闊全景，反映出不同

時代藝術家的不同觀照，在這藝術殿堂裡得到一些啟發與體驗。 

  

■【安錫】位於法國與瑞士邊界，是被歐洲水質透明度最高的安錫湖環繞的優美城市。它有群山拉手築牆，又有河道四方

包圍，風景自成一派。難怪法國人一致公認，它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市。 

■【里昂】法國第二大城市， 有著多變風貌,融合古典與現代之美，有古羅馬時代的遺跡、還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絲綢

時代的公共通道，見證歷史的光華，1998 年列名世界重要文化遺產。 

  

■【莎士比亞書店】近百年書店，因為出版喬伊斯禁書《尤里西斯》，聲名大噪，成為文學聖殿，也是愛在日落巴黎時"電

影場景及金城武「I see you」廣告場景,書店裡收藏了很多英美文學供借閱與販售。 

■【時尚百貨公司之旅】帶領您的品味生活：帶您走進巴黎經典百貨公司，尤其位於法國巴黎第九區的奧斯曼大道上的拉

老佛爺百貨公司，百年建築的幽雅外觀內，提供了各國歐洲的精緻經典品牌與各式美酒與高級食材，在您盡情的購物同

時，也請您細心品味這幽雅的建築特色。 



  

 

■【霞慕尼米其林推薦餐廳當地風味餐】、【史特拉斯堡~米其林推薦餐廳亞爾薩斯省地方料理】 

史特拉斯堡～五百年歷史建築-米其林推薦餐廳(Maison Kammerzell Restaurant)享用美食。  

Kammerzell House 是一個位在史特拉斯堡最著名的建築之一，建築是在 1427年建好的，也是知名古蹟之一。

中晚期哥特式建築保存了完好的民用住宅建築，並在 1467 年和 1589年有整修，目前建築風格屬於德國文藝復

興時期的風格，但仍存有萊茵蘭黑色和白色的木構式的架構。它坐落在廣場 Place de la大教堂旁，該建築的內

部各樓層的豪華壁畫由阿爾薩斯畫家 Leo Schnug所畫的，該建築已經成為一家米其林推薦餐廳。 

※ 遇餐廳預約客滿時，將另安排：米其林推薦餐廳 AMI-SCHUTZ RESTAURANTA。 

 
 

 

■【巴黎住宿飯店：四星環城市區四星飯店】 

※ 如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四星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❶.航行時間長，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❷.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❸.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❹.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貼心安排】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

領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❶.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❷.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❸.如主機體遺失或造成主機受損而無法使用者，則須支付主機體費用 NT2000 元。 

 

■ 每間房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   

  支付 NT2500 元)。 

■ 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 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 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也應避免 

  觀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主動斷線或限速，本公司  

  將無法對此情形退費。 

■ 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5000元。  

 

■ 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 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



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見諒。 

第 1 天 桃園 (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50 分) 巴黎 **直飛不中轉** 

帶著旅人喜悅愉快的心情，搭乘長榮航空豪華客機，直接前往法國花都~巴黎。夜宿機上，於次日抵

達。 

■ 早餐： X     ■ 午餐： X      ■ 晚餐：機上餐食 

■ 住宿：夜宿機上  

第 2 天 
巴黎巡禮羅浮宮、凱旋門、香榭里舍大道、歌劇院、左岸之旅、

塞納河巡遊 

※下車參觀※【香榭麗舍大道、星辰廣場、凱旋門】 

這個令人著迷的城市，讓旅人讚嘆的地方，用您的心靈感受的浪漫城市。 

■【羅浮宮】◎首先來到知名小說丹布朗"達文西密碼"的場景，知名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 安排當地有執照導遊

專業講解為您講解這 12世紀時為了鞏固塞納河險要位置而建立的要塞，現在館內已經是蒐集世界名畫、

雕塑古都之藝術寶庫，您不能錯過羅浮三寶：蒙娜麗莎的微笑、愛神維娜斯、勝利女神之翼及無數藝術

珍品。※逢星期一凡爾賽宮休館，星期二羅浮宮休館，或特別假日休館時，將更改參觀日期或前往其他博物館參觀，敬請見

諒。 

■【香榭麗舍大道】全長約兩公里，從凱旋門到協和廣場之間，是一條最能表現巴黎風格的街道，幾乎是

觀光客眼中巴黎大到的代名詞，它是巴黎的主要脈絡，大道上終日車水馬龍，寬廣的林蔭大道旁有許多

精品、服飾店，LV 的旗艦店即位於此大道上，是造訪巴黎必到之處。 

■【凱旋門】紀念拿破崙的勝利與光榮所建，你可在此體驗拿破崙的豐功偉業。 

■【星辰廣場】12 條國道呈放射狀為主。 

■【協和廣場】途經法王路易 16 及皇后瑪麗安東尼被送上斷頭台的協和廣場。 

■【巴黎艾菲爾鐵塔】為了紀念西元 1889 年萬國博覽會而設計的地標，是不可錯過之景點。 

■ 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傍晚來到巴黎市區安排您搭乘塞納河遊船來趟藝術文化之旅，欣賞美麗的兩岸

河景並飽覽如西堤島上的聖母院、古監獄、司法大樓、亞力山大三世橋及有收藏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

時期藝術品的奧賽美術館等特色建築。 

■ 早餐：機上餐食    

■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晚餐：法式田螺風味餐 

■ 住宿： 巴黎環城四星 MERCURE La DEFENSE 5 HOTEL  或  巴黎環城四星 COURTYARD by MARRIOTT PARIS 

ARCUEIL  或  巴黎環城四星 HOLIDAY INN CLICHY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巴黎市區觀光莎士比亞書店巴黎(搭乘 TGV 子彈列車)史特拉斯堡 

※下車參觀※【聖母院、莎士比亞書店、小法國區、聖母院、老城區】 

從聖母院往左邊跨過一座鐵橋，便是塞納河的左岸了 

■【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 Bookshop）】◎黃招牌，綠櫥窗，成立於 1951 年， 

全世界文學愛好者的朝聖之地◎ 開始找尋「I see you」金城武坐在書店外的木椅上的帥帥身影場景。 

■ 特別安排【TGV 子彈列車】前往火車站，搭乘時速可高達 270 公里的歐洲 TGV 子彈列車，前往亞爾 

薩斯省首府。 

■【史特拉斯堡】◎亞爾薩斯省首府◎ 這個位在法德瑞三國交界的《歐洲十字路口》，自羅馬時代起就連 

結北歐洲與南地中海的重要據點，為歷史上的多事之地。為了平息自古以來的恩恩怨怨，1979 年歐洲 

議會以史特拉斯堡作為集會地，從此它便被冠上《歐洲首都》之名。 

悠遊在有著小法國區之稱的史特拉斯堡，在 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被伊爾河 

圍繞，河邊分布著被紅花綴滿的許多木質結構建築木造屋和露天餐廳。 

■【聖母院】稱得上哥德式教堂的登峰之作，法國著名作家雨果曾以《集巨大與纖細於一身令驚異的建 

築》來形容這座教堂。 

http://tk.kelly.free.fr/tour%20eiffel/menu.html


■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或 或 卡火車時間改發餐費 15 歐元(自理餐)      

■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風味餐 

■ 住宿：四星 MERCURE STRASBOURG PALAIS DES CONGRES  或  四星 MERCURE HOTEL STRASBOURG CENTRE 

GARE  或同級旅館 

第 4 天 
史特拉斯堡 (67km)科瑪 Colmar (175km) 伯恩 (95km)格林德瓦 

※下車參觀※【科瑪、伯恩、格林德瓦】 

■【科瑪】◎有《小威尼斯》之稱◎ 雖然舊時漁人生活的遺跡，卻佈滿了各種不同顏色的花草與半木造

屋，鵝黃、水藍、草綠，在此或用或漫步，有如置身仙境。另外創作紐約自由女神像的巴多第，就是道

地的科瑪人。 

■【伯恩】這個市名是源自～熊 Bear。根據傳說，建造這座城市的柴林根家族決定要以第一個獵取的動

物為市名，而這一個就是～熊。所以在市區處處可見以熊圖案或熊為主題的事物。 

■【伯恩老城】◎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這裡擁有總長六公里、歐洲最長的購物

長廊。古味十足的首都～伯恩。中世紀風味的建築襯以鮮花艷麗的妝扮，造就了伯恩獨特的美。漫步在

老城區內，巡禮一番，街上至今還保留著多處噴泉，如熊噴泉等點綴著伯恩的街道。 

■【鐘塔、愛因斯坦故居】歷時數百年而依舊精準的鐘塔、愛因斯坦故居皆是不可錯過的精彩景點，為

人所津津樂道。 

■【格林德瓦 Grindelwald】散布在名山艾格峰山麓的緩山坡上，據稱源自昔日定居此地的塞爾特人所

謂的《岩石森林》，海拔 1067 米，座落於艾格峰山麓的和緩山谷上，面向貝塔峰 Wetterhorn，沿著險

峻的地勢有兩條冰河川流不息，擁有《世界最美村莊》的美譽。如果說積雪、森林、木屋、閒散的牛隻

相伴，就是瑞士印象，那麼格林德瓦等於是瑞士的縮影。 

※【特別安排】※ 

由於格林德瓦的住宿費較茵特拉根與盧森貴，因此國內的旅行團較少安排團體住到格林德瓦，本公司特

別安排團體住宿於格林德瓦這個世界上最美的村莊，讓遊客倘佯在阿爾卑斯山清新奔放的瑞士鄉村風情

中。※若遇格林德瓦地區飯店客滿，則改安排同屬於少女峰地區的茵特拉根 Interlaken 或 文根 Wengen 住宿。  

■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 午餐：亞爾薩斯風味餐    ■ 晚餐：瑞士起司火鍋三重奏 

■ 住宿 山中景觀區內飯店 ~ SUNSTAR HOTEL GRINDELWALD  或 KREUZ & POST HOTEL  或  BELVEDERE HOTEL 

GRINDELWALD  或同級旅館 

第 5 天 
格林德瓦少女峰 Jungfraujoch 火車之旅(搭乘區間車+齒軌列車上

下)  (125km)蒙投 

■  特別安排【登山齒軌火車】搭乘少女峰鐵道公司最具歷史意義的著名登山齒軌火車，經 KLEINE 

SCHEIDEGG 後，前往標高 3454 公尺的 JUNGFRAUJOCH 少女峰山腰，穿過岩洞隧道抵達山頂車站，

此乃全歐位置最高的火車站，您可透過巨型窗觀賞阿爾卑斯山岩令人驚異讚嘆的絕佳景緻。 

■【少女峰】◎有《歐洲屋脊》之美稱◎ 可體驗阿爾卑斯山的冰河世界。2001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歐組織評

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歐洲最高大的山脈～阿爾卑斯山，綿延全長 1200 公里的景觀，多元而豐富的

景觀，絕對值得您細細品味！安排以搭乘火車方式，盡情欣賞瑞士山光美景，隨著世界特當拜倫於十九

世紀拜訪伯恩高地時，只能遠觀美景，心中卻留著一絲遺憾，因為他無法登上高處望遠。 

今日只要以 1 小時 45 分左右的時間，齒輪登山火車載著我們登上海拔 3454 公尺的 Jungfraujoch 火

車站，左擁和尚峰，右抱少女峰，中間狀似一條銀帶的阿雷奇冰河南流，您一定感慨此景只應天上有。

有齒輪列車的緩步上升，讓您盡情擁抱大自然。雖然成本因而將提高，但遠離塵囂，忘卻煩惱之意境，

卻是無價。 

■【史芬克斯觀景台】一覽飛泄冰河與冰海的迫人氣勢；或您可至餐廳喝杯咖啡或欣賞山頂冰宮之冰雕、



及阿爾卑斯最長的阿雷奇冰河。續前往蕾夢湖區。 

■【蒙投】◎有《瑞士蔚藍海岸》之稱的觀光旅遊都市◎ 蒙投是日內瓦湖畔一深受歡迎的高級休閒渡假區、亦

有《瑞士的香格里拉》之稱。日內瓦湖畔長達 15 公里的步道、終年覆雪的高山景緻、有蒸氣船的行走

的湖面風光、沿著湖畔層層往上攀升的美麗葡萄園景觀、溫和的氣候、高級且獨具風格的飯店以及多樣

化的美食與佳餚等，這一切都為美麗的蒙投更增添了許多獨特的魅力；全球知名的海明威、卓別林以及

巴芭拉韓德利克等其他大明星都因深愛此地而選擇以此為家。 

■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 午餐：少女峰頂景觀餐廳西式餐     ■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住宿：四星 EDEN PALACE AU LAC  或  四星 MODERN TIMES  或  四星 EUROTEL MONTREUX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蒙投(86km)霞慕尼 Chamonix(白朗峰) 

今早退房後，專車前往霞慕尼。 

■【霞慕尼】位於白朗峰山腳下，法國最著名的滑雪及戶外渡假勝地。 

■ 特別安排【白朗峰觀景之旅】安排搭乘南針峰登山纜車登上 Aiguille Du Midi，米堤峰亦稱《南針

峰》，共約二十分鐘，這裡是此行的最高點，海拔 3842 公尺，約與玉山等高，在此您可欣賞歐洲第一

高峰～白朗峰，是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位於法國的上薩瓦省和義大利的瓦萊達奧斯塔的交界處。山

峰最高點在 4807 米到 4810 米之間，它是歐洲的最高峰，世界第五高峰。 

征服歐洲第一高峰將是件有意義的事兒，舉目四望，法瑞義三國的阿爾卑斯壯麗景象盡收眼底，群峰

崢嶸，最是美麗。眺望歐洲最高峰之白朗峰，冰川處處、白雪封頂，儀象萬千的奇景，感受群峰矗擁

足下的豪氣干雲。狄更斯說：冰海，白朗峰和霞慕尼山谷，這麼優美的景色，即使是世上最富想像力

的人，也難以形容。位於瑞法邊境自霞慕尼搭乘纜車到海拔 3842 公尺的 Aiguille Du Midi，約 20 分

鐘登上觀景台，白朗峰如皇后般，雍容華貴，受眾山朝拜；俯瞰霞慕尼山谷，您會忘卻所以有煩惱。 

※【特別提醒】※ 

如遇白朗峰天候因素關閉不克前往，則改搭乘同一山區 Brevent 或Montenvers 景觀列車；如景觀列車也天候問

題無法搭乘，則每人退費 25歐元，敬請見諒。 

今晚特別安排米其林推薦餐廳享用精緻料理。 

※若今日霞慕尼飯店客滿不克接待團體，將會安排入住安鍚的飯店。 

■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瑞士火鍋風味餐 

■ 住宿：四星 MERCURE CHAMONIX LES BOSSON HOTEL  或  四星 LES AIGLONS RESORT & SPA  或  四星

NOVOTEL ANNECY CENTRE ATRIA  或同級旅館 

第 7 天 
霞慕尼(101km)安錫 Annecy(148km)里昂 Lyon 

※下車參觀※【安錫湖濱公園、小島宮、聖母大教堂、貝勒庫廣場】 

早餐後驅車前往造訪位在法國與瑞士邊界，法國境內的一個古老城鎮，有「阿爾卑斯山的威尼斯」美

名~安錫。 

■【安錫】這裡曾經是薩佛瓦公國的首都，保留了薩佛瓦王國傳統建築風格，美麗乾淨的運河加上安錫

湖環繞著，可說是法國一顆閃爍的明珠。鑲嵌在阿爾卑斯山腳底下，群山拉手築牆，又有河道四方包

圍，風景自成一派，難怪法國人一致公認，它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市。漫步在堤鄔運河 THIOU ， 兩旁

是餐廳及咖啡館林立熱鬧非凡，小橋、房子、街道處處充滿舊城區文化遺跡迷人的氣息。 

■【里昂】帶您遊覽這充滿迷人內涵的古都，走進建城於西元前 43 年位居歐洲心臟位置，扮演貿易角

色及兼具軍事功能的重鎮，也是歐洲印刷的中心，加上精良的製絲技術，成為歐洲的絲織首都，世界

名牌的愛馬仕絲巾就是發跡於此。199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列名世界重要文化遺產。 

■【富維耶聖母教堂 (Basilique de Fourviere) 】舊城區里昂人民宗教信仰中心建於 19 世紀。 



■【貝勒庫廣場】歐洲最大廣場之一，此座廣場建於 1713~1738 年，寬 310 公尺，長 200 公尺，廣

場中央最醒目的雕像路易十四騎馬，廣場東、西邊建築物的歷史軌跡可追溯至路易十四統治時期，而

廣場旁的 Rue Victor Hugo 大道，則是里昂市主要的徒步購物大街。  

■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 午餐：法式鄉村風味餐    ■ 晚餐：方便逛街,發餐費 15 歐元敬請自理! 

■ 住宿：四星 MERCURE HOTEL  或  四星 QUALITY SUITES LYON LODGE  或同級旅館 
 

第 8 天 

里昂(搭乘 TGV 子彈列車)巴黎巡禮(市區觀光、蒙馬特山丘～愛之牆) 

時尚百貨購物趣 

※下車參觀※【蒙馬特、聖心堂、愛之牆】 

今日用完早餐後，特別安排搭乘 TGV 子彈列車返回令人嚮往的花都~巴黎，您可以充分體驗到法國現代

高科技的舒適快感。 

■【蒙馬特山丘】巴黎市 18 區，沿著小丘石階來到蒙馬特山丘，這裡是巴黎是最高的地方，山丘高達

137 公尺，我們參觀羅馬拜占庭式的蒙馬特山丘上的白色聖心堂參觀，她可是紀念當年普法戰爭且守護

巴黎市的重要教堂。聖心堂後方巷道靜逸，是您在喧鬧的巴黎市可感受獨有的藝術氣氛。並前往藝術家

雲集的畫家村，感受巴黎浪漫的藝術氣息，您可自費任選一畫家為您畫張畫像、或在露天咖啡座悠閒自

在地喝杯咖啡，體會歐洲浪漫風情。 

■【愛之牆】蒙馬特山丘上的小公園，有著吸引一對對癡情愛侶慕名而來的愛之牆，愛牆的意念始於弗

雷德里克，法國一位以寫情歌見長的音樂家。1992 年弗雷德里克開始收集及記錄 1000 多條以 300 多

種語言寫成的「我愛你」，並於 2001 年的情人節建立蒙馬特愛牆。弗雷德里克早期的歌曲都是在居住

在蒙馬特時寫的，因此他選擇以此作為愛牆的歸宿。 

■【時尚百貨購物趣】前往法國知名老佛爺百貨公司 或 春天百貨公司，好好在巴黎時尚之都享受盡享

購物之樂趣。舉凡國際知名品牌如 LV、CD、EMPORIO ARMANI、CARTIER、GUCCI、BV、機車

包、 LONGCHAMP…誘發您的購買慾；各式香水、化妝品及保養品也是您不可錯過的。 

■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 午餐：百年地窖餐廳 (若遇本餐廳臨時維修或客滿將改其他巴黎特色餐廳代替)    ■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 住宿：巴黎環城四星 MERCURE La DEFENSE 5 HOTEL  或  巴黎環城四星 COURTYARD by MARRIOTT PARIS  

ARCUEIL  或  巴黎環城四星 HOLIDAY INN CLICHY  或 同級旅館 

第 9 天 巴黎 (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10 分)桃園 **直飛不中停** 

今日帶著一顆依依不捨的情懷前往巴黎戴高樂機場搭機飛返台北，當晚夜宿機上。 

※【溫馨提醒】※ 

本日您將搭乘直飛的航班返回台灣，中途無需轉機，在本航段中，機上將提供您二次的正餐，並且於二餐之間會

供應點心或三明治等簡易輕食。 

■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 午餐：機上餐食     ■ 晚餐：機上餐食 

■ 住宿：夜宿機上  

第 9 天 桃園 

法瑞 10 天行程除了帶給您優美的景色，團體旅行中的種種經歷、團友們旅程上的相互照顧扶持、領隊

處處的貼心安排，更豐富了這次旅程。旅行中美好回憶，往往能留在心中一輩子~ 

■ 早餐：機上餐食    ■ 午餐：X     ■ 晚餐：X 

■ 住宿：溫暖的家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法國～巴黎 巴黎夜總會表演 

來巴黎不看一場歌舞秀，就不算來過巴黎。康康舞是巴黎紅燈區 -- 蒙馬特在

百年前為了吸引水手目光而發展出的豔舞，經過一百多年的演變，發展出濃艷

奔放的色彩，成為巴黎夜生活的代名詞。不同於芭蕾舞的優雅和現代舞的狂

放，它風格獨特，華麗閃耀，裸露卻不帶色情意味，是人體美的極致展現。 

巴黎舉世聞名的三大夜總會：紅磨坊、麗都或瘋馬秀，在領隊推薦下體驗一場

視覺的豪華饗宴。 

活動時間：約 100 分鐘                  報名方式：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包含門票、夜間交通接送、飲料、領台小費等。  

特別說明：夜總會表演場次視當時而定，並須提前進場。需 6 人以上成行。 

營業時間：每日晚間  

幣別：歐元 

大人：150 

小孩：X 

法國～巴黎 巴黎夜遊 

巴黎的夜晚，更加美麗，由巴黎專業導遊與夜間專車帶您遊覽不一樣的巴黎。

路線如下：集合地點-聖日耳曼大道-雙叟、花神、利物浦啤酒館-萬神殿(先賢

祠)-龐畢度(中場廁所時間)-市政廳-協和廣場-亞歷山大三世橋-夏祐宮下方照鐵

塔閃燈-凱旋門-飯店。(註：路線安排或因日落時間及交通狀況而調整，夏天日照時

間漫長，可能導致無法拍到夜景，敬請見諒。) 

活動時間：約 100 分鐘                  報名方式：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夜間車資、專業導遊導覽、司機導遊小費。  

特別說明：本項活動須達 16 人以上參加。 

營業時間：全年無休 

幣別：歐元 

大人：45 

小孩：45 

法國～巴黎 法式海鮮大餐 

品嚐法式經典海鮮晚宴：生冷海鮮拼盤（每位有北海鮮美甜蝦、地中海生蠔、

螃蟹半隻、海螺）、鵝肝醬、焗烤法國蝸牛，主食（牛魚鴨羊任選一）、甜點、

水酒飲料一份 

活動時間：約 60 分鐘          報名方式：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法式海鮮大餐  

特別說明：因季節不同,或有少許菜單調整 

營業時間：午晚餐時段(全年無休) 

幣別：歐元 

大人：60 

小孩：60 

 
 
 

 

★申根免簽證說明★ 

❶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 

❷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

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新辦護照者★ 

①請繳交照片二張(3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至頭頂

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②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謄本(驗

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③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④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個月內所申請之戶籍謄

本正本乙份 。 

⑤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由旅

行社業者代辦。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歐元*10天=100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