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浪漫法國4-

7人小眾團丨米蘭+摩納哥+尼斯+圣特羅佩+阿爾勒+

阿維尼翁+里昂+夏慕尼+博訥+巴黎 11天9晚游  

    

產品資訊 

團號 MXPCDG11   

出發城市 米蘭 Milan   

目的地城市 巴黎 Paris 途經地點 

米蘭 Milan、摩納哥 

Monaco、尼斯 

Nice、阿維尼翁 

Avignon、巴黎 Paris 

行程天數 11 天 9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35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64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3599 = 3599 

【10天】燃油附加費:1 x 50 = 50 

兩人入住：$28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589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2899 = 5798 

【10天】燃油附加費:2 x 50 = 100 

    

出發班期 

 天天出發，  

此團為不超過7人的小眾拼團，四人成團。  

    

產品特色 

酒店升級： 

  

  



舒適酒店： 全程九晚歐洲遊3-4星酒店，Booking評分7.0或以上。 

  

  

巴黎：貼心安排市區酒店，方便您盡情領略巴黎之美。 

  

  

普羅旺斯：安排南法風情酒店，感受一段真正的法式生活。 

  

  

夏慕尼：安排阿爾卑斯風情酒店，欣賞阿爾卑斯之美。 

  

  

  

  

  

最美小鎮： 

  

  

埃茲：建於中世紀的石頭小鎮，被譽為“法國最美的鄉村之一”。 

  

  

尼斯：完好的保留了18世紀以來各種建築風格的古老建築，如巴羅克風格的教堂，義大利風格的民居等。 

  

  

戛納：因每年盛大的電影節而聞名世界。 

  

  

艾克斯：歐洲文化重鎮，法國人評選的非常適合生活的城鎮之一。 

  

  

依雲小鎮：依雲礦泉水的誕生地，氣候舒適，溫度適宜。 

  

  

阿爾勒：位於普羅旺斯西南端的小城，被譽為“高盧人的小羅馬”。 

  

  

格裡尼昂：羅納阿爾卑斯地區的古老村莊，山頂為規模宏大的格裡尼昂古堡所佔據。 

  



  

安納西：背靠阿爾卑斯山，山水環繞，被譽為“阿爾卑斯的威尼斯”。 

  

  

  

  

  

世界遺產： 

  

  

里昂：小王子的作者聖艾修伯裡的故鄉，199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加爾橋：橋樑工程和建築藝術史上堪稱佳作的水利工程，198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凡爾賽宮：以其奢華富麗和充滿想像力的建築設計聞名於世，197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藝術魅力： 

  

  

梵古咖啡館：由於梵高在阿爾勒創作了不少與這座小城息息相關的美術作品，因此這裡的很多建築都成為了紀

念這位畫家的景點。 

  

  

盧浮宮：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多種文明瑰寶在這裡華美呈現，是神秘的萬寶之宮。 

  

  

  

至臻承諾： 

  

  

資深導遊：十年以上從業經驗，豐富的閱歷，專業的知識再加上超強的帶團技能，保證讓您的旅程高潮迭起。 

  



  

精選用車及專業司機：奔馳商務車，資深司機，為您的旅程增添安全保障。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米蘭瑪律彭薩機場 (MXP)； 

免費接機時間為 9:00-21:00。 

    

離團地點 

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CDG)； 

詳情請見最後一天內容。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意大利米蘭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請您自行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時尚都市米

蘭。 

三餐自理，夜宿飛機上。 

 

    

    

Day 2 抵達米蘭 

全天   

中午抵達米蘭馬爾彭薩機場（MXP），免費接機時間為9:00-

21:00，此為導遊接到客人離開機場的時間。一個訂單內最多可免費接兩個不同的航班。 

如您航班超出免費接機時間範圍，付費接機價格為：$150單程。 

17:00前抵達的航班，可以參加約2小時夜遊米蘭的項目，參觀米蘭的幾大標誌性建築—

米蘭大教堂、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和略帶傳奇性色彩的斯卡拉歌劇院。 

17:00後抵達的航班，接機後直接送客人前往酒店。 

 

    

晚上   

米蘭大教堂 Milan Cathedral 



世界上第一大的哥特式教堂，不僅是一個教堂、一棟建築，更是米蘭的精神象徵和標誌，世界建築史和世界文

明史上的奇跡。建築特點教堂上共有135大小尖塔，每個塔上都有一座雕像，雕刻和尖塔是哥特式建築的特點之

一，米蘭大教堂把這個特點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出來，因此它也是世界上雕像多的哥特式教堂。 

 

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是一個帶頂棚的拱廊街，得名於義大利統一後的國王埃馬努埃萊二世，這裡被認為是歐洲

非常美的商業拱廊之一。拱廊是設計師仿照巴黎古典商業拱廊而建的，兩條交叉的長廊呈十字型，南北長198米

，東西長105米，兩條玻璃拱頂的走廊交匯於中部的八角形空間，上方是一個玻璃圓頂。陽光透過玻璃屋頂，照

射在底下精緻的浮雕和壁畫上，泛著神聖的金色光芒。 

 

斯卡拉大劇院 La Scala 

斯卡拉大劇院位於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的正後方，連接斯卡拉廣場，廣場中間矗立著達芬奇的雕像。這座略帶

傳奇性色彩的歌劇院，被看成是美的化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劇院遭到轟炸，整個演出大廳片瓦無存。戰

後，義大利政府撥出鉅資，以當時高的標準重建，將其建成了世界美的劇院之一。 

 

 

    

晚上   

酒店：iH Hotels Milano Gioia 或 同級 

    

    

Day 3 米蘭 - 汽車 - 摩納哥 - 汽車 - 尼斯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著名的度假勝地—

摩納哥，這裡依山傍海，景色宜人，因世界著名的蒙特卡羅大賭場而得名“賭博之國”，許多名流均選擇于此地

定居。隨後，我們將前往位於尼斯與摩納哥中間的小鎮埃茲，Fragonard香水工廠懸於海上的精緻工廠生產的香

水、肥皂和化妝品，供于周圍城市和世界各地。最後，我們將到達蔚藍的海濱小鎮尼斯，體驗藍色海岸的魅力

所在。 

  

行程安排： 

米蘭 → 摩納哥（60分鐘）→ 埃茲小鎮（30分鐘）→ 尼斯 → 尼斯老城區（30分鐘）→ 

英國人散步大道（30分鐘）→ 馬塞納廣場（30分鐘）→ 天使灣（30分鐘） 

 

    

全天   

埃茲小鎮 Eze 

埃茲是建於中世紀的古老石頭小鎮，被譽為是“法國最美的鄉村之一”。這個村莊建造房屋的方式很獨特，是在



陡峭岩壁上建造的，很像鷲築巢的方式，所以又有“鷲巢村”之稱。漫步在小鎮曲折狹窄的石板路上，處處感受

小鎮迷人的景致。 

 

尼斯 Nice 

優雅之都尼斯依傍著藍色海岸，蔚藍的海水、唯美的景致令人驚歎萬分。您可以在海邊信步閒遊，呼吸地中海

的新鮮空氣，這裡是歐洲最具魅力的濱海度假勝地。 

 

尼斯的老城區 Old Nice 

尼斯的老城區到處都是充滿義大利風格的古老建築，建築物顏色鮮豔明亮，小巷隨小山丘高低曲折，那些藏在

小巷中的特色小店、百年餐廳和酒吧總是給遊人帶來無限驚喜。 

 

英國人散步大道 Promenade des Anglais 

英國人散步大道由英國殖民者於1822年修建，全場5公里，緊鄰天使灣，連接尼斯機場和城堡丘陵，一邊是大海

，一邊是城市。大道有棕櫚樹常年裝點，兩側遍佈奢侈名品店和豪華酒店，它是尼斯最著名的海濱步行道，這

裡可以欣賞地中海美景及鵝卵石海灘。 

 

馬塞納廣場 Place Massena 

馬塞納廣場是尼斯比較熱鬧的廣場之一，始建於18世紀30年代左右，現連接尼斯老城與新城。廣場北半部為長

方形，南半部為半圓形，地面由黑白兩色石塊形成格子形狀。廣場兩側是商店、餐廳和咖啡館等。廣場上設有

一個大型噴泉，噴泉上的青銅裝飾象徵太陽系的各大行星，以及由西班牙藝術家霍姆·普倫薩設計的7座雕塑代

表7個大洲。 

 

天使灣 Bay of Angels 

天使灣背倚英國人大道，因形似天使的翅膀而得名。天使灣是法國美麗的海灘之一，是消夏的好地方，爬上城

堡從東面俯瞰，是欣賞天使灣的好角度。不到天使灣，枉來尼斯城，如果這世界上真有藍色的月亮，那它一定

就在尼斯的天使灣。 

 

 

    

晚上   

酒店：ibis Nice Centre Notre Dame 或 同級 

    

    

Day 4 尼斯 - 汽車 - 戛納小鎮 - 汽車 - 聖特羅佩 - 汽車 - 艾克斯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電影之城—



戛納，駐足電影節的會場前，感受星光燦爛的節日盛況。隨後，我們將前往被稱為“地中海明珠”的聖特羅佩，

這裡坐擁法國最美麗的沙灘，您可以在沙灘上盡情享受明媚的陽光和藍色的海浪。最後，我們將驅車前往歐洲

文化重鎮艾克斯，沉浸在濃濃的藝術氣息之中。 

  

行程安排： 

尼斯 → 戛納小鎮（60分鐘）→ 聖特羅佩（60分鐘）→ 艾克斯（30分鐘） 

 

    

全天   

戛納小鎮 Cannes 

戛納位於法國南部港灣城市尼斯附近，是地中海沿岸風光明媚的休閒小鎮。戛納小城依偎在青山腳下，瀕臨地

中海之濱，佔據了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最頂尖的國際電影節之一的戛納國際電影節每

年五月中旬在此舉辦。 

 

聖特羅佩 Saint-Tropez 

這座位于蔚藍海岸的小城，號稱擁有法國最美麗的海灘。陽光、海灘、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船隻，在今天以富翁

的消暑天堂而聞名於世。聖特羅佩代表了蔚藍海岸流光溢彩的生活方式，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溫柔鄉，也是一顆

地中海珍寶！ 

 

艾克斯 Aix 

法國人評選的法國非常適合生活的城市之一，中世紀時更是普羅旺斯首府。現為歐洲文化重鎮，很多出名的畫

家、音樂家和詩人，如被人尊稱為“現代繪畫之父”的塞尚和作家左拉都出身於此。閑坐於鎮上，您可自行點杯

咖啡，沉浸在藝術氣息中。 

 

 

    

晚上   

酒店：Escale Oceania Aix-en-Provence 或 同級 

    

    

Day 5 艾克斯 - 汽車 - 阿爾勒 - 汽車 - 阿維尼翁 

全天   

今天，我們將乘車前往普羅旺斯西南端的小城阿爾勒，探訪這裡的古羅馬競技場和梵高咖啡館，感受阿爾勒城“

生如夏花之絢爛”的熱情與活力。之後，我們將參觀舉世聞名的加爾水道橋，它被譽為人類創造力的傑作，1985

年入選世界遺產。最後，我們將在“教皇之城”阿維尼翁結束一天的行程。 

  

行程安排： 



艾克斯 → 阿爾勒→ 阿爾勒古羅馬競技場（外觀，30分鐘）→ 梵高咖啡館（外觀，30分鐘）→ 

加爾橋（自費，60分鐘）→ 阿維尼翁 → 教皇宮殿（外觀，30分鐘）→ 阿維尼翁斷橋（30分鐘） 

 

    

全天   

阿爾勒 Arles 

阿爾勒是位於普羅旺斯西南端的小城，西元46年，在古羅馬帝國凱薩大帝統治下成為退休軍人的定居城市，被

譽為“高盧人的小羅馬”。不同于普羅旺斯薰衣草的靜默與嬌豔，來到阿爾勒你就會明白，什麼叫做“生如夏花之

絢爛”。 

 

阿爾勒古羅馬競技場 Arles Amphitheatre 

阿爾勒古羅馬競技場建立於西元1世紀末羅馬帝國統治時期，是一坐可容納2萬人的巨型競技場，也是阿爾勒的

標誌性建築。目前的阿爾勒競技場以鬥牛著稱，而且至今還在使用，是如今法國為數不多的能看到鬥牛的地方

之一，這對於鬥牛迷非常具有吸引力，經常是一票難求。 

 

梵高咖啡館 Van Gogh Cafe 

由於梵高在阿爾勒生活的那些年中創作了不少與這座小城息息相關的美術作品，因此這裡的很多建築都成了紀

念這位畫家的景點，梵高咖啡館便是其中一處。這裡是梵高名畫《夜間咖啡館》的取景地，如今仍保留著和當

年畫上一模一樣的外貌，雖然這裡依舊是家咖啡館，但是由於身為景點所以這裡的消費可不低。 

 

加爾橋 Pont du Gard 

加爾橋總長360米，高達48.77米，由每層6、11和47個大小各異的拱形橋孔重疊組成，最大跨度24.52米，另外還

有50千米長的輸水道。加爾橋無論在橋樑工程史上還是建築藝術史上都堪稱佳作的水利工程。1985年，加爾橋

作為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阿維尼翁 Avignon 

阿維尼翁位於普羅旺斯的中心地區，是法國東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由於教皇的遷居，阿維尼翁也成為了教

徒們的朝拜聖地，被稱為“教皇之城”。城內保存有很多宗教建築，其中包括著名的教皇宮。 

 

阿維尼翁教皇宮 Palace of the Popes 

教皇宮是座落於法國南部城市阿維尼翁的一座古老宮殿，歐洲最大、最重要的中世紀哥特式建築。教皇宮分舊

殿和新殿兩部分。舊殿樸實無華，屬羅馬建築風格；新殿富麗堂皇，為典型的哥特式建築。教皇宮不僅是教皇

的宮殿，也是一座要塞。 

 

阿維尼翁斷橋 Avignon Bridge 

阿維尼翁斷橋是一座著名的中世紀橋樑，1668年特大洪水後，這座橋的大部分被沖毀，不再被使用。這座被沖



斷的橋，更具有一種殘缺美，讓許多人所癡迷。走到斷橋邊，看著落日下的斷橋，它沒有那麼破敗，橋邊長滿

了薰衣草，而紫色的草尖輕撫著古老的斷橋。瓊瑤阿姨的作品《又見一簾幽夢》曾在此取景。 

 

 

    

晚上   

酒店：ibis Avignon Centre Pont De L'Europe 或 同級 

    

    

Day 6 阿維尼翁 - 汽車 - 格裡尼昂 - 汽車 - 里昂 

全天   

今天我們將走近歷史名城格裡尼昂和里昂，在古老的村莊和城市裡自由穿梭，一磚一石，一瓦一木，所見之景

，所過之處都是歷史的見證。 

  

行程安排： 

阿維尼翁 → 格裡尼昂（60分鐘）→ 里昂（90分鐘） 

 

    

全天   

格裡尼昂 Grignan 

格裡尼昂是羅納阿爾卑斯地區的古老村莊，是法國南部最重要的文藝復興建築之一。石砌的村舍圍繞著一座山

丘攀緣上升，山頂為規模宏大的格裡尼昂古堡。幾乎所有建築都是石料的本色，與山體岩石色調相融，遠眺望

去，整個村莊仿佛是從這座山丘生長而出。山下有薰衣草花田環抱（薰衣草花期在7月中下旬左右），微微起伏

的丘陵鋪滿了一片又一片沁人心脾的紫，飄散著法國南獨有的清香。 

 

里昂 Lyon 

位於法國東南部的里昂，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是小王子的作者聖艾修伯裡的故鄉。里昂的城市建築和各個

歷史時期的大量精美古建築生動詮釋了它悠久的歷史。1998年，里昂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晚上   

酒店：ibis Styles Lyon Centre Confluence 或 同級 

    

    

Day 7 里昂 - 汽車 - 安納西 - 汽車 - 夏慕尼小鎮 

全天   



今天，我們將首先前往背倚阿爾卑斯山，頭枕安納西湖，綠水環城的安納西老城。隨後，登上南針峰眺望歐洲

最高峰的勃朗峰，暢遊知名的滑雪勝地夏慕尼。一次性打卡三大山地美景，享受大自然的純淨之美。 

  

行程安排： 

里昂 → 安納西（60分鐘）→ 南針峰（自費，2小時）→ 夏慕尼小鎮（30分鐘） 

 

    

全天   

安納西 Annecy 

安納西位於阿爾卑斯山山腳，因為面朝安納西湖，四季陽光充沛，人們稱其為“阿爾卑斯山的陽臺”。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曾說，他在安納西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12年”。 

安納西老城保留了17世紀的大部分原貌，古老的石板路仍是中世紀的模樣，現在大部分都開闢為步行街了。沿

河的小街上都是露天咖啡館、紀念品商店、旅店和餐館，而樓房的拱廊前和過河的橋頭上種滿了鮮花，構成了

安納西老城濃烈的旅遊景觀。 

 

南針峰 Needle of the Mid-day 

南針峰是法國阿爾卑斯山勃朗峰的一座山峰，海拔3842米，夏慕尼的著名標誌之一。山峰的名稱按字面翻譯為“

正午的針”，指在夏慕尼眺望南針峰，正午時分太陽剛好到達峰頂。 

 

夏慕尼小鎮 Chamonix-Mont-Blanc 

歐洲第一峰下的鮮花小鎮夏慕尼坐落在歐洲屋脊阿爾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腳下。無論是夏季還是冬季，壯麗的

自然風光使它成為理想的旅遊目的地之一，來這裡體會阿爾卑斯山的震撼。夏慕尼是歐洲著名的滑雪勝地之一

，這裡是世界第一屆冬季奧運會的舉辦地。漫步小鎮，在雪峰的映襯下，湛藍的天，風格各異的建築，將夏慕

尼稱之為“世外桃源”一點也不為過。 

 

 

    

晚上   

酒店：La Croix Blanche 或 同級 

    

    

Day 8 夏慕尼 - 汽車 - 依雲小鎮 - 汽車 - 博訥 

全天   

我們首先要前往依雲水的發源地依雲小鎮，品嘗來自阿爾卑斯山的饋贈—

依雲山泉水。隨後前往博訥遊玩，參觀電影《虎口脫險》裡修道院的原型—

主宮醫院。最後前往勃艮第葡萄酒莊，您不但可以品嘗純釀美酒，還可以欣賞法國莊園的秀麗美景。 

  



行程安排： 

夏慕尼 → 依雲小鎮（30分鐘）→ 博訥小鎮（60分鐘，可自費參加艮第酒莊品酒行程） 

 

    

全天   

依雲小鎮 Evian Town 

依雲小鎮擁有經過至少15年冰川岩層過濾、來自於阿爾卑斯山的泉水，是依雲水的發源地，也是世界上唯一一

個可以免費品嘗依雲水的地方。在依雲小鎮上有4個公共飲水點，依雲水長年累月地流淌著，供免費飲用。 

 

博訥 Beaune 

博訥位於一片葡萄田連綿不斷的丘陵地帶，是一座展現了溫和的氣候和大自然帶來的恩惠的城鎮。於15世紀建

在這裡的主宮醫院使這座城市聲名遠播，而且這裡還是著名的葡萄酒產地。主宮醫院也擁有葡萄田，並憑藉葡

萄田的收益無償地對病人進行救治。 

 

 

    

晚上   

酒店：ibis Beaune Centre 或 同級 

    

    

Day 9 博訥 - 汽車 - 巴黎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自由的浪漫之都巴黎，參觀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盧浮宮。它是法國古典主義時期最珍貴的

建築物之一，以收藏豐富的古典繪畫和雕刻而聞名於世。之後，前往DFS莎瑪麗丹巴黎店，您可以在這裡自由購

物，享受買買買的樂趣。 

  

行程安排： 

博訥 → 巴黎 → 盧浮宮（自費，90分鐘）→ DFS莎瑪麗丹巴黎店 （3小時） 

  

特別說明： 

若逢盧浮宮週二閉館，景點順序將相應調整，敬請諒解。 

 

    

全天   

盧浮宮 Louvre Museum 

盧浮宮始建於1204年，這座城堡經歷多次擴建，在法國大革命後改為博物館，與倫敦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

博物館並稱為世界三大博物館。如今盧浮宮博物館館藏多達40萬件，展品跨度1500多年之久，古希臘、古羅馬



、古埃及等文明瑰寶在這裡華美呈現，可謂是神秘的萬寶之宮。欣賞琳琅滿目的世界藝術珍寶，以及有“盧浮宮

三寶”之稱的“蒙娜麗莎”、“維納斯”雕像和“勝利女神”雕像。 

 

DFS莎瑪麗丹巴黎店 DFS Samaritaime Paris 

全球領先的旅遊零售商DFS集團位於巴黎市中心，店內彙聚奢華、現代且前衛的商品，涵蓋美妝、時裝、腕表及

珠寶等類別。著名的裡沃利街及新橋為顧客呈獻經典怡人環境，更可在此俯瞰塞納河美景。 

 

 

    

晚上   

酒店：Hotel Mercure Paris La Défense 或 同級 

    

    

Day 10 巴黎市区游览 

全天   

法國首都巴黎的綽約風姿舉世聞名，承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建築物，城市彌漫著藝術與時尚氣息，這些都早已

使巴黎成為了一座世界名都，也是無數渴望邂逅浪漫的遊人望穿秋水的地方。 

  

行程安排： 

凡爾賽宮（自費，90分鐘）→ 巴黎凱旋門（外觀，30分鐘）→ 香榭麗舍大道（30分鐘）→ 

巴黎協和廣場（30分鐘）→ 埃菲爾鐵塔（外觀，30分鐘）→ 奧斯曼大道（2小時） 

  

特別說明： 

若逢凡爾賽宮週一閉館，景點順序將相應調整，敬請諒解。 

 

    

全天   

凡爾賽宮 Palace of Versailles 

位於巴黎西南的凡爾賽宮，是法國封建時的帝王的行宮，始建於十六世紀，後屢次經擴建形成現存規模。凡爾

賽宮以其奢華富麗和充滿想像力的建築設計聞名於世，後來也成為歐洲各國皇宮效仿的對象，是人類藝術寶庫

中一顆燦爛的明珠。凡爾賽宮的外觀宏偉、壯觀，內部陳設和裝潢更富於藝術魅力，處處金碧輝煌，豪華非凡

。197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巴黎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巴黎凱旋門是巴黎市的四大代表建築之一（埃菲爾鐵塔、凱旋門、盧浮宮和巴黎聖母院），也是目前香榭麗舍

大街上最大的一座圓拱門，是為了紀念拿破崙在1806年在奧斯特爾裡茨戰役中獲勝而建的。巴黎市區12條大街

都以凱旋門為中心，向四周延伸，氣勢磅礴。建築以巨型雕刻作為立面的主要構成要素，立面上以“起義”、“勝



利”、“抗戰”和“和平”為主題的·四組巨大雕刻，出自當時三位法國古典浪漫主義雕刻大師之手，具有極大的藝術

震撼力。 

 

香榭麗舍大道 Avenue des Champs - Elysées 

香榭麗舍大道是巴黎最著名的街道，全長1800米，最寬處約120米，為雙向八車道，東起協和廣場，西至戴高樂

廣場，是巴黎美麗浪漫的象徵。圓點廣場將其分割成兩部，東段主要以自然風光為主，街道兩旁是平坦的草坪

，非常的恬靜安寧。而西段則是商業區，彙集了眾多的名店，給人一種雍容華貴的感覺。 

 

巴黎協和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 

協和廣場是法國最著名和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之一。法國大革命時期，路易十六、瑪麗王后在這裡被處決。廣

場歷經數次改名，最後改稱為協和廣場。廣場由護城河環繞，呈八角形。南面是塞納-

馬恩省河，河上協和橋與左岸的法國國民議會所在地波旁宮相通。東面與盧浮宮之間是杜樂麗花園，這裡曾是

法國的王宮，1871年被巴黎公社焚毀。廣場的西面是香榭麗舍大街的東部起點，沿此路可直通巴黎凱旋門所在

的戴高樂廣場。廣場的北面是兩座式樣相同的建築，東面的法國海軍部和西面的克裡雍大飯店，中間夾著的是

皇家路，向北通往馬德萊娜教堂。 

 

埃菲爾鐵塔 Eiffel Tower 

矗立在塞納河南岸法國巴黎的戰神廣場，它是世界著名建築、法國文化象徵之一、巴黎城市地標之一，被法國

人愛稱為“鐵娘子”。鐵塔建造之初是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及紀念法國大革命100周年。 

 

奧斯曼大道 Boulevard Haussmann 

奧斯曼大道從巴黎第八區延伸至第九區，這裡彙聚著眾多的各色店鋪，時常能看到街上行走著挎著各種手袋的

東方面孔。您可以在附近百貨商場自由購物，享受買買買的樂趣，或者您可以找家咖啡館，盡情享受慵懶的巴

黎時光。 

 

 

    

晚上   

酒店：Hotel Mercure Paris La Défense 或 同級 

    

    

Day 11 巴黎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法國之行，我司可將客人送往巴黎夏爾·戴高樂國際機場（CDG）或火車站，您可根據自

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或車票離開。 

我司工作人員將於6:00-



11:00間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或送站服務（具體時間以客人航班或車票時間來定）。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九晚歐洲散拼3-4星酒店，Booking評分7.0或以上； 

  

  

2. 酒店內早餐； 

  

  

3. 當地中文司兼導服務； 

  

  

4. 奔馳8-9座商務車。 

 

 

費用不含 

1. 全程機票、稅金、簽證費用、護照辦理費用； 

  

  

2. 行程中的午餐和晚餐； 

  

  

3. 服務費12歐元/人/天； 

  

  

4. 行程中的景點門票和自費項目； 

  

  

5.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小費等個人消費）； 

  



  

6.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加爾橋 Pont du Gard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35.00

； 
所需時間：1小時左右 

南針峰 Needle of the Mid-day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00.00

； 
所需時間：1.5小時左右 

勃艮第酒莊品酒 Winery Tour and 

Wine Tasting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55.00

； 
所需時間：1小時左右 

盧浮宮 Louvre Museum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65.00

； 
所需時間：1.5小時左右 

法國：巴黎凡爾賽宮（不含後花園

） Palace of Versaille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75.00

； 
所需時間：1.5小時左右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歐洲酒店多為兩張單人床的房型，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2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

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

。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1.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2.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100-

500歐元之間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歐洲晝夜溫差大、每年平均溫度最熱超過30度的情況不超過兩個月，且歐洲各國環保意識強，故至今歐洲部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分酒店並不配備冷氣空調，並非酒店設施不達標準，敬請諒解。 

10.所有參加歐洲團的客人，我司會協助填寫入境國的申報卡，並協助辦理回美國所需的病毒檢測（檢測費用自

理）。 

11.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