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後遊
不可思議的品酒美食美景朝聖六日之旅

Only the most exclusive selection
只給你最與眾不同的選擇

⾏程價格
每⼈1823歐元2⼈⼀間雙⼈房

單⼈房加價350歐元



⾏程地圖

如果你有一個不可抗拒的世界之約

歐洲是你情迷的選擇

旅行是一種寵愛自己的方式

換一個國家呼吸、換一個季節享受

也會給自己換上一個心靜的靈魂

TRAVEL WITH  EETS

LET’S START YOUR JPURNEY!
開始您的旅程！



行程亮點
普羅萬 Provins

普羅萬⼩鎮是⼀座保存完好的中世紀⾵格的古城。這裏記載了法國11世
紀⾄13世紀的巨⼤變遷，2001年整個城區被納⼊聯合國教科⽂組織的
「世界遺產名錄」。歷史上，普羅萬是11世紀到13世紀⾹檳地區最為繁
榮的城市之⼀。

普羅萬城鎮被⻑達5公裏的城墻包圍，雄偉壯觀，令⼈嘆為觀⽌，仿佛電
影裏的場景再現。從城堡的窗⼝俯瞰整個古⽼的城市，欣賞整個⼩鎮中
世紀的⾵光。

特魯瓦 Troyes

特魯⽡是⾹檳南部歷史悠久的⾸都⼩鎮。這裏仍保留著⾹檳地區的諸
多燦爛⽂化 ̶̶ 除了它形狀酷似⾹檳瓶塞的⽼城區以外，還有很多寶
貴的⽂化遺產。

特魯⽡有許多⾮常漂亮的⽊筋墻結構的居⺠建築，他們的分布雜亂無
序，凸顯了這座城市獨特的氣息。特魯⽡還有許多獨具特⾊的賓館、
博物館和教堂。特魯⽡有⼗座被列為保護建築的教堂，教堂內有古⽼
的彩⾊玻璃和雕塑。



博訥 Beaune

博內被稱為「勃艮第葡萄酒之都」，它位於金丘的中心地帶，
是一座展現了溫和的氣候和大自然帶來的恩惠的城鎮。它被
古老的城墻所包圍，被認為是勃艮第葡萄酒貿易的中心，著
名的博納收容所拍賣就是明證。

老城區是家庭對顯著的古跡，並揭示了步行者的眼睛美麗的
文藝復興時期的酒店，漂亮的半木結構房屋和迷人的庭院。

奧朗日 Orange

奧朗日城位於法國東南部。該城的大劇場建於羅馬帝國皇帝
奧古斯都統治時期（公元前27－前14年），是目前法國境
內保存最完好的羅馬帝國時代的大劇場之一，至今仍是演出
歌劇和舉辦音樂會的場所。

位於澳朗日城北亞格裏帕大道上的凱旋門，是為紀念古羅馬
將軍愷撒的戰功而於公元前1世紀建造的。凱旋門上有精美
的浮雕，描繪了愷撒率領羅馬軍團戰鬥的情景。



教皇新堡其實是阿維尼翁以北附近的⼀個⼩鎮。教皇在14世
紀定居阿維尼翁時此地就成為了教皇的避暑之地。既然此地
是教皇⽣活過的地⽅，⽣產出的葡萄酒⾃然都是⼗分優質的
葡萄酒，教皇新堡的葡萄酒也就達到了「教皇之酒」的級別。

此外教皇新堡於1936年就被認可為法國的⼀個法定葡萄酒產
區。著名的AOC質量認定系統也是源於此地，這個地⽅的葡
萄酒之所以可以享譽全球也是因為當地嚴格和復雜的法規以
及多種類型的葡萄酒。

教皇新堡 (葡萄酒產區)  
Châteauneuf-du-Pape

普罗旺斯地区莱博
Les Baux-de-Provence

普羅旺斯地區萊博，簡稱萊博鎮，是阿維尼翁、阿爾之間著
名的古村鎮，它建於公元九百五⼗年。這座建在懸崖上的城
堡式⼩鎮是法國最美麗的村鎮之⼀，⼩鎮完全是從⽯頭中開
鑿出來，這裏還保留著中古世紀的⾵格。⼩鎮被列為三星級
必遊景點，和其他相似的法國⼭頂⼩鎮相⽐，這裏地勢更加
陡峭，更有與之不同的特⾊軍事要塞堡壘——博城堡，歷來
是兵家必爭之地，整座城鎮全部由步⾏區組成。



D1 5/29 
巴黎 Paris – 60 KM –普羅萬 Provins – 71 KM –特魯
⽡ Troyes 
早上 專⾞前往中世紀法國的玫瑰古城Provins普羅萬，擁有迷⼈半⽊構造
建築市容，⼩河流市景，中央廣場和建築代表的凱薩塔

午後 參觀城外保留1200公尺⻑的城牆保壘，是觀望法國鄉村⽥野及回顧
尋袐有過的⾵光歷史，這兒曾是法國第三⼤城，及歐洲重要市集的古玫
瑰城。接著前往另⼀名勝古跡Troyes特魯⽡，這座美麗典型的半⽊結構
建築的墻壁是紅⾊，⿈⾊，⽩⾊......這些迷⼈的秘密通道和狹窄的鵝卵⽯
是街道上⼀個漂亮的調⾊板。著名的野貓之路，漫步⾛道處處顯露出特
殊的光芒。

🏡住宿：Best Western Premier de La Poste & Spa or sim 4*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餐 🍴晚餐：當地料理

D2 5/30
特魯⽡ Troyes – 188 KM –迪戎 Dijon

今⽈ 前往Dijon迪戎，勃⾉第的⾸都，也是法國主要的葡萄酒產區之⼀。
它以其傳統的芥末、葡萄園、秋季美⾷集市和哥特式的裝飾藝術⾵格的
建築⾵格⽽聞名。在⼗四世紀和⼗五世紀是歐洲最輝煌時段，這座迪戎
藝術和歷史是⼀個特殊的建築群，⾒證了這⼀華麗的過去，這座城市可
以步⾏，乘坐電⾞⼜或是騎⾃⾏⾞，貓頭鷹的路線讓您接近其歷史及其
保存的街區， 我們將會安排另⼀旅遊⽅式為您提供城市及其周圍環境的
壯麗全景之遊。
**貓頭鷹是迪戎的吉祥物，在此可以打卡不同的貓頭鷹雕像

🏡住宿：Novotel Dijon Sud or sim 4*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餐 🍴晚餐：迪戎特色料理



D3 5/31
迪戎 Dijon – 45 KM –博訥 Beaune – 45 KM –迪戎
Dijon
今⽇ 開啟勃⾉第的品酒之旅羅曼尼康帝莊園是世界最為珍稀和⾼貴的葡
萄酒的代名詞。 歷史的沈澱，⾵⾤無限令⼈神往。今天將帶領⼤家前往
擁有世界上最古⽼的葡萄園之⼀，它將如隱世君⼦讓我們周圍縈繞在悠
揚的情懐，夢想之下來到勃⾉第這⽚貴族⼟地上孕育出的Pommard波
瑪灑莊，它依然保留著當年的奢華質感，我们将在此品酒交集。此地出
產的美酒⾼雅，細膩，平衡，交織出完美的⼝感與特有的個性。

🏡住宿：Novotel Dijon Sud or sim 4*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蝸牛餐 🍴晚餐：中餐

D4 6/1
迪戎 Dijon – 91 KM –梅肯Macon – 75 KM –⾥昂 Lyon
今⽇ 將在愉悅的眼睛和微笑的味蕾之間慢遊勃⾉第地區，⾸站是梅肯
Macon，經過部⾨史前博物館，然後沿著標記的路徑前往巖⽯頂部，遠
景的葡萄園和阿爾卑斯⼭的絕佳全景是勃⾉第的神秘之⾏，接著再往美
⾷聖地的Lyon⾥昂，在此⾒證⾥昂的美⾷餐
午餐 將特別安排⽶其林餐廳享⽤
午後 搭乘纜⾞上綠⾊⼭頂上，推出我們的富維耶聖⺟雄偉的教堂，可
俯瞰全城，市區典型的⼩巷，可愛的商店或歷史交錯。令⼈印象深刻的
墻，⼀⼀列⼊眼前，⾥昂提供了博物館的廣泛選擇。有美術和出⾊的繪
畫及雕塑收藏品的博物館;有紡織品和裝飾藝術的博物館……將可⾃費選
擇前往。

🏡住宿：Hôtel Mercure Lyon Centre Beaux-Arts or sim 4*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其林餐廳 🍴晚餐：中餐

午後 在博訥市區進⾏精彩觀光，可⾃由前往市區再次⾃選品酒的精彩之
旅



D5 6/2
⾥昂 Lyon – 202 KM –奥朗日 Orange – 32 KM –阿维
尼翁 Avignon

早餐後 繼續前往另⼀葡萄酒勝地的奥朗⽇Orange。它位于⾥昂南部，沿
着河的右岸，有著名的沃克吕兹葡萄园占地超过45,000公顷，拥有多个原
产地名称（AOC）：罗纳河⾕。今⽇將探索着名的Châteauneuf-du-Pape
葡萄酒莊，参观该地区的两个正宗葡萄园，并在发酵酒窖中品尝不凡的葡
萄酒。
午後 前往普羅旺斯最負盛名中世紀古城—阿維尼翁Avignon,阿維尼翁被總
⻑達4.5公裏的城墻,塔樓及城⾨將⼩鎮緊緊包圍著，⾛進城盡興探訪它的
點點滴滴,參觀雄偉的教皇宮後，前往聖⾙內瑞橋。留有4根橋墩的聖⾙內
瑞橋邊⻑滿了熏⾐草，讓⼀座斷裂的橋都顯得那麼浪漫。還可以在舊城區
綠蔭下的露天Café休憩⼀會兒，定會讓你留下深刻印像。 七⾄⼋⽉，這裏
也是全世界藝術家爭取表演的舞臺。

🏡住宿：Hôtel Mercure Avignon Centre Palais des Papes or sim 4*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D6 6/3
阿維尼翁 Avignon – 40 KM –阿爾勒 Arles – 20 KM –
萊博 Les Baux – 85 KM –馬賽Marseille OUT

早餐後 前往法國南部老城阿爾勒，遊覽廢墟的戲劇院、古羅馬鬥獸場和禮
拜堂，其壯觀程度可以媲美古羅馬競技場。除此之外，這裏也是荷蘭畫家
梵高曾經作畫並且度過人生最後時光的地方。驅車續往遊覽天空之城—萊
博鎮Les Baux-de- Provence。這是中古世紀權利重鎮。小鎮極有趣味，這兒
有獨特的黃調色彩，堪藍的天空，還有高低起伏的石板路，間連的老房屋
和賣藝術品小店。在這裏閑逛，偶然還能看見小廣場或街角裏的小貓，一
切都是法國漂亮小鎮的風采。

午餐後 接著前往马赛。它是法国艺术与历史之城，被认为是法国最古老的
城市之一，也是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

建議于馬賽搭乘飛機或火車返回原住地

16:00 結束行程前往馬賽火車站

🏡住宿： X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法式料理 🍴晚餐：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