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浪漫法國～達文西傳奇、羅浮宮遊船、羅亞爾河城堡、藝術
燈光秀 10 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9/1/6.13

2/24
3/10.24
現金優惠價：

47200 元/人 起

(含稅.不含台胞費用)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申根免簽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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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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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航班需在大陸上海轉機，旅客需持有台胞證(需具有效期，依返國日計算之)
★本行程不包台胞證之費用，如沒台胞證需辦理。
★ 因需在上海轉機,需要有台胞證,如沒台胞證，需請業務單位協助辦理台胞證所需資料：
● 護照正本
● 護照影本一份
●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
與護照規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不可配戴眼鏡)
● 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行程介紹

★凱旋門：又名《雄獅凱旋門》，拿破崙時代所建，為了紀念 1805 年拿破崙率領的法國軍隊在奧斯特利茨戰
役中擊敗了俄奧聯軍，法國的國威達到史無前例的頂峰。
★塞納河遊船：來趟文化遊船之旅，欣賞美麗的巴黎鐵塔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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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還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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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浮宮：驚豔絕世藝術饗宴，體驗《世界三大博物館》的豐富珍藏。羅浮宮座落塞納河右岸，1190 年時僅
為防禦性城堡，十四世紀查理五世改為宮殿，十六世紀弗朗索瓦一世重建後四百年間就不斷整修擴建，兼有
哥德式和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由華裔建築大師貝律銘設計，它是美術館新的入口，
也把自然天光引入古老空間裡，成為巴黎的新地標。
★蒙馬特的山丘(含上山纜車) :如放棄不搭乘者恕無退費)

★聖心堂：屹立在蒙馬特的山丘上，白色的建築聖潔雄偉，又位於至高點視野開闊、景色迷人。
★畫家廣場：教堂旁的廣場是巴黎最有藝術特色的地方。
★愛之牆：位於蒙馬特上，面積約 40 平方米，由 511 塊深藍色的石磚築成，用 300 多種字型，用 280 種語言，
寫成的「我愛你」，左側牆身上更可看到中文的「我愛你」一起來留下愛的記憶吧！
★羅亞爾河城堡：若說普羅旺斯地區是承襲羅馬時代、充滿熱情與陽光的地區，那麼羅亞爾河地區就是文藝
復興時期、王族奢華的城堡群集之地。
★莎爾特：大教堂是法國古建築中最早被 UNESCO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
★翁布瓦茲：羅亞爾河河畔的迷人小鎮。
★克羅呂榭城堡：醉心於文藝復興的法王法蘭索瓦一世在出兵義大利時，曾試圖將米蘭教堂內達文西著名的
壁畫：最後的晚餐取下，此宏願雖未成功，但他終於 1516 年邀請達文西來到法國定居，並將優雅浪漫的克羅
呂榭城堡贈送給達文西。於是這位義大利天才畫家、科學家及工藝家，可謂曠世奇葩的大師，將餘生獻給法
國，也在這裡度過人生的最後 3 年，此城堡現已成為達文西博物館。裡頭收藏了達文西的手稿和他曾製作過
的兵器模型，還有令人驚嘆大師無與倫比智慧的達文西公園更是不容錯過。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9/01/06
〔星期日〕
2019/01/07
〔星期ㄧ〕
2019/01/14
〔星期ㄧ〕
2019/01/15
〔星期二〕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MU5006

台北(桃園)

上海(浦東)

18:40

20:30

MU553

上海(浦東)

戴高樂(巴黎)

00:05

05:30

MU554

戴高樂(巴黎)

上海(浦東)

12:25

07:00+1

FM801

上海(浦東)

松山

09:35

11:1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機場／上海／法國巴黎 PARIS
今日從桃園機場搭機前往大陸上海。(行李直掛法國巴黎)
貼心的提醒：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法國巴黎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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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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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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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機每房
一台。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機上簡餐
住宿 : 機上

第二天 巴黎～莎特爾大教堂～香波堡～羅亞爾地區～杜爾
班機於今晨抵達後， 莎爾特
看似一個平凡簡單的小鎮，卻藏著一座被譽為哥德式完美傑作的莎特爾大教堂，是法國古建築中最早被

UNESCO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即使在 30 里外依舊能看到這座雄偉的教堂，整個城市就宛如倚靠著教堂
而居。莎特藍的彩繪玻璃、空間感十足的大殿、半圓迴廊上三十個精彩的雕刻，娓娓述說耶穌不平凡的一生，
沙特教堂堪稱法國教堂典範。
香波堡有《城堡之王》及《羅亞爾河珍珠》之稱，費時 138 年興建的香波堡，是羅亞爾河流域最壯觀的城堡，
具有真正的王者風範。不僅僅在於其宏偉的規模與尊貴的氣息，還因為它的卓然不群，傲然於窠臼之外。傳
說城堡的另一妙景～螺旋式雙梯出自達文西之手，隨著螺旋梯登上露臺遠眺，想像法蘭西一世當年的雄心壯
志。 位於法國中部，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羅亞爾河流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之世界文化遺產》，自
古即為法國皇家，吟遊詩人所鍾愛的羅亞爾河谷地，一座座浪漫，優雅的城堡如夢似幻。
羅亞爾河河谷羅亞爾河在法國境內最長的一條河流，河水悠悠流經的谷地，分布了大約 140 座的大小城堡，
在中世紀的戰國時代，羅亞爾河西部的安茹家族，就是和國王代表的卡佩家族，不相上下的超級大諸侯，帶
動了防禦性城堡的需求。尤其是在 16 世紀文藝復興風吹進法國之時，以滿足王室需要的居住型城堡大量被建
造，優雅華麗的城堡如雪儂梭堡和香波堡，使羅亞爾河躍升為法國國王之家。也因此《羅亞爾河谷地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文化遺產名單上少見的區域指定保護型態。
餐食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羅亞爾烤雞佐燉菜風味餐

住宿 : 四星 MERCURE TOURS CENTRE GARE 或 四星 NOVOTEL TOURS CENTRE GARE(原 ALLIANCE HOTEL
TOURS 或 四星 BLOIS CENTRE VAL DE LOIRE(原 H/I BLOIS) 或 同級

第三天 布洛瓦城～克羅呂榭城堡(達文西傳奇)～翁布瓦茲(法國城堡美鎮)～奧爾良(貞德聖
女之都)～巴黎
克羅呂榭城堡(達文西傳奇)Chateau Duclose luce
以《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等曠世鉅作聞名於世的達文西，一般人鮮少知道他更是人類史上屈指可數的
天才，其創作跨越繪畫、建築、軍事科技、天文、解剖等各種領域，對後世科技發展影響深遠。達文西的理
論與概念因為當時的技術與科技而無法具體呈現，這些發明終在 19 世紀起一一問世，他的眼光跟睿智比起同
時代的人早了 3 世紀。坦克車在二次大戰期間開始量產投入戰場，但是其原型的構想卻已經早見於達文西的
手稿中，雖然造型看起來比較像是木製的飛碟，直升機、降落傘、無段連續自動變速箱皆是領先人類科技數
百年的發明概念。
為了表揚這位曠世奇才對人類的貢獻，法國當局決定將他的故居改建為達文西博物館，將該處打造成全球首
個《智性文化主題公園》
，將達文西 490 年前的設計模型全面曝光。雖然達文西許多發明只停留在手稿階段，
在 IBM 的協助之下讓許多當時無法實現的構想得以呈現在博物館的主題公園。沿著克羅呂謝堡的散步道可以
一覽各種奇妙的發明。
翁布瓦茲 Amboise
位於羅亞爾河河畔的迷人小鎮，是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最終的居住地。古老狹小的巷弄搖曳著山城的風情，
散發愉快喜悅的氣氛，讓旅客的腳步變得輕盈。河畔的古堡，印證此小鎮曾有的風采。
奧爾良 Orleans
續往羅亞爾河的門戶～10 到 11 世紀時，奧爾良曾是法國的皇城和首都，傳說 1429 年，有一位 17 歲的農村
少女貞德為了幫助法國皇室，進駐奧爾良，從此城出發將皇太子查理順利送至漢斯於聖母大教堂登基，正式
成為法國國王亨利七世，後來更曾在這裡領導人民打敗英軍，成為法國人心中第一女英雄。貞德曾居住過的
貞德之家是瞭解此城的最佳起點，聖十字大教堂是貞德成功打敗英軍後，祈禱感恩的地方，現在當然也成為
奧爾良市民心中的聖地。
傍晚驅車返回巴黎。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羅亞爾烤豬肉馬鈴薯風味餐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 : 四星 MERCURE CDG AIRPORT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MASSY GARE TGV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Roissy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CHARLES DE GAULLE CDG AIRPORT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巴黎巡禮～蒙帕娜斯觀景大樓(登頂)～百年經典香水博物館～龐畢度文化中心～漫

遊巴黎之旅
蒙帕娜斯觀景大樓(登頂)-登法國第一高樓，樓高 56 層，搭乘最快速的電梯，38 秒達到頂層，花都巴黎方圓美
景，盡收眼底。
香水博物館-法國製造香水的歷史悠久，在博物館中您將可深入了解到香水與香精的不同，更可瞭解製作的過
程和奧秘。
註：贈送貴賓迷你香水一瓶。
龐畢度文化中心-在 1969 年時，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為了紀念戴高樂總統帶領法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擊
退希特勒，倡議興建一座現代藝術博物館。但是因為喬治•龐畢度於 1974 年因癌症逝世，為紀念他所以建築
於 1977 年 1 月 31 日完工啟用後，當時總統就命名為龐畢度中心。龐畢度中心擁有的現代及當代藝術藏品堪
稱歐洲之最，中心內部包括公共資訊圖書館、法國國立現代藝術美術館與聲學、音樂研究和協作學院。這裡
的展覽同時包含造型藝術、設計、建築、攝影及新媒體。70 000 多件藏品定期輪換展覽。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 : 四星 MERCURE CDG AIRPORT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MASSY GARE TGV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Roissy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CHARLES DE GAULLE CDG AIRPORT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巴黎巡禮～藝術極緻聖殿(羅浮宮)～蒙馬特山丘(登山纜車+愛之牆)～漫遊巴黎之旅
羅浮宮-位於法國巴黎的羅浮宮為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原是 12 世紀時法國國王為了鞏固塞納河南岸，
即左岸拉丁區之巴黎精華區的安全而建成的要塞，由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奧古斯都所下令修建。羅浮宮博物館
蒐集了世界各大名師的畫作，現今擁有的藝術收藏超過 40 萬件，其中包括雕塑，繪畫，美術工藝等的收藏分
別於四層樓展出。
最著名的《鎮宮三寶》分別為鬼斧神工、英氣逼人的《勝利女神》和栩栩如生、清麗脫俗的《米羅的維納斯》
與集神秘和美麗於一身的《蒙娜麗莎》
。其中又以被視為鎮宮之寶的達文西大做《蒙娜麗莎》最受歡迎，如果
您有看過達文西密碼這本暢銷小說，那您就更不能錯過可以親眼目睹達文西真跡的這個機會。您可在這細細
品味文藝復興偉大藝術家鬼斧神工精湛的繪畫及雕刻藝術，讓您一窺藝術殿堂之奧妙。
註 1：凡逢星期二羅浮宮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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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特別安排專業導遊導覽解說，遠行到巴黎只看到羅浮三寶是不夠的，由專業導遊帶著講解讓您回味無
窮、不虛此行！
蒙馬特山丘-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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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前往藝術家雲集的畫家村，感受巴黎浪漫的
藝術氣息，可自費任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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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提醒您出國旅遊請記得包包不可離身唷!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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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牆的意念源始於弗雷德里克，是
法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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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創作的早期的歌曲都是在居住在蒙馬特所創作，因此在 2001 年的情人節建立蒙馬特愛牆以此作為愛牆的歸
宿。
下午時分，您可以漫步在這花都的浪漫街道中，享受您的香頌巴黎風情。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 :
四星 MERCURE CDG AIRPORT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MASSY GARE TGV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Roissy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CHARLES DE GAULLE CDG AIRPORT 或 同級旅館

第六天 巴黎巡禮～阿里格市集～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艾菲爾鐵塔、加尼葉歌劇院、協
和廣場～塞納河遊船

早餐後專車前往我們將繼續欣賞這花都巴黎城市之美！
阿里格市集 Le marché d’Aligre-位於巴黎的里昂車站附近,在巴黎第 12 區的阿里格廣場，即巴士底廣場附近。
分為室內和室外兩部份。室外市場主要售賣蔬菜、水果等農產品，日常用品、食品還有舊貨，如舊衣服、二
手書、舊傢俱等。室內市場主要售賣肉類（還有馬肉）、奶酪（奶酪名家 Langlet-Hardouin 為市民提供了 350
種奶酪，中有 80 種羊奶乾酪以及釀製了 36 個月的孔泰奶酪）、海鮮和香料等。
據悉，該市場從 18 世紀就有了，當時是為了滿足附近居民增加後的食物需求。Aligre 是一個寡婦的名字，因
她熱心幫助該地區的孤兒，人們就以她的名字作為該廣場之名。市場中央位置還設有噴泉，人們在購物之餘
可依泉而坐，享受鬧市中的一絲嫻靜。註：固定每周一休市。
1836 年完工、為紀念波納帕托、拿破崙的勝利與光榮所建的凱旋門，座落於在巴黎市中心全世界最大的凱旋
門，為了紀念拿破崙一連串的軍事勝利所建立，宏偉的建築是您必到訪之地登上約 280 階的凱旋門頂樓觀景
台，眺望整個巴黎市區，俯看星辰廣場上的 12 條放射狀的道路並可遠眺巴黎新凱旋門。
凱旋門-所在的位置是 1899 年落成時名為星辰廣場，為巴黎 12 條主幹道以放射狀為主的匯集地。從凱旋門到
協和廣場之間的香榭麗舍大道，全長約兩公里，是一條最能表現巴黎風格的街道，幾乎是觀光客眼中巴黎的
代名詞。這一條大道是巴黎的主要脈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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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尼葉歌劇院-歐洲最大的歌劇院，也可能是世界最大的，由建築師卡賀涅設計，集合拿破崙三世之前所有的
建築式樣，完成一種折衷後典型的第二帝國式建築物。
協和廣場-法王路易 16 及皇后瑪麗安東尼被送上斷頭台的協和廣場。
之後行車途經法王路易 16 及皇后瑪麗安東尼被送上斷頭台的協和廣場及為了紀念西元 1889 年萬國博覽會而
設計的地標巴黎艾菲爾鐵塔。
搭乘塞納河遊船-浪漫巴黎的象徵～塞納河，它將巴黎一分為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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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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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美
麗的巴黎鐵塔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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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還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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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餐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 : 四星 MERCURE CDG AIRPORT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MASSY GARE TGV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Roissy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CHARLES DE GAULLE CDG AIRPORT 或 同級旅館

第七天 巴黎巡禮～左岸人文之旅(左岸拉丁區、聖日爾曼德佩教堂、聖日爾曼大道)～聖母院～莎士比亞
書局遇見金城武～拉法葉或春天百貨公司～(45KM)巴黎
左岸之旅-巴黎的左岸除了要看的風景之外，《人》是一定要看的。曾經有人說巴黎因人而美麗～過了橋的一
端，就來到位於大學城邊的左岸。據說當年的印象派與存在主義的大師們，經常在咖啡屋的一隅互相交談或
討論或思考…呢，咖啡文化也因此在左岸享有盛名！
聖日爾曼德佩教堂-是這一區的中心，附近都是小餐館、酒吧、咖啡店、精品店，學生、當地人、觀光客終日
人潮不散。聖日爾曼德佩教堂始建於 7 世紀，是巴黎現存的最古老的教堂，一度是皇家教堂，但她一再重建，
今日所見的面貌大多是 13 世紀的，17 世紀起皇帝御用的藝術家死後大都葬在裡面。
聖日爾曼大道左岸-塞納河左岸最知名的購物商街，許多國際知名品牌 LV、Dior、Armani、Cartier 等，在這裡
都可以找的到，相當誘發客人的購買慾，在此的花神咖啡館及雙叟咖啡館也是遊客必訪的地方。花神因為畢
卡索的青睞而聲名大漲，雙叟咖啡館則是作家聚會的地方，法國杜哈斯、克勞岱西蒙等新文學主義、沙特與
卡謬的存在主義皆因而誕生。
續接著前往巴黎市中心漫步前往塞納河中的小島～西堤島，參觀巴黎地區哥德藝術最輝煌的代表～聖母院，
雨果著名的小說《鐘樓怪人》就是以此地為故事背景，挑高的玫瑰花窗，是您不容錯過的重點。而在門口外
的聖母院廣場中有個原點紀念物，是法國丈量全國各地里程時所使用的起測點，同時也是當年拿破崙加冕圖
的場景所在。
聖母院的斜對面即是著名莎士比亞書局，這裡充滿從 20 年代以來濃厚的巴黎老書店氛圍，書店本身就已是到

訪巴黎的必去景點之一，然後自從金城武在此拍攝廣告之後，更加聲名大躁，窄小的空間充滿著競相來此朝
聖的遊客。 (提醒您店內請勿拍照及攝影)
莎士比亞書店-莎士比亞書店的經營者～善待陌生人的老喬治認為：「要對陌生人親切，他們可能是偽裝的天
使」
。老喬治老闆一直以來對於這些留宿巴黎的窮作家諸多幫忙、延續說書會和周日茶會的傳統，因此店內您
可看到角落的舊沙發和隨手記下的詩句。想要在一個地方住一段時間，呼吸不同的空氣、體會不同城市的生
活步調與方式，來法國請一定要來這裡，因為造訪莎士比亞書局真的是貼近巴黎「零距離」的方式。
★春天百貨公司或★拉法葉百貨公司-享受瞎拼之樂。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 Paris，是歐洲最
大的百貨公司。主體建築已超過百年的歷史，華麗的風格吸引人注目，以女性消費者為主要訴求，集結世界
頂級的名牌舉凡國際知名品牌 LV、卡地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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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手禮。
備註 1：今日午餐採自理方式，以增加彈性時間，方便貴賓們遊玩及自由逛街。
備註 2：若遇百貨公司周日休館，則改於其他日期入內，領隊安排行程順序將前後調整。
★貼心提醒～百貨公司內人潮多、財不露白請留意扒手，務必保管好您的護照及錢包。更別忘了仔細聆聽領
隊宣布的退稅注意事項，以利順利辦好退稅手續唷！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餐

晚餐 : 法式田螺風味餐

住宿 : 四星 MERCURE CDG AIRPORT 或 四星 HOLIDAY INN CHARLES DE GAULLE 或 四星 PENTAHOTELS
PARIS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PARIS-VERSAILLE-BOUGIVAL 或 同級旅館

第八天 巴黎～藝文饗宴:藝術燈光秀～巴黎大堂（Les Halles）購物中心～巴黎
早餐後，來趟悠閒文藝饗宴之旅。
藝術燈光秀 ATELIER DES LUMIÈRES-位於巴黎市中心 2018 年 03 月新開幕的室內燈光藝術中心 ATELIER DES
LUMIÈRES, 目前是以 奧地利大師:克林姆 Gustav Klimt 作品;以燈光投射方式來呈現這位分離派大師的藝術風
格,在這 3300 平方米的展廳，以投影方式呈現所有藝術作品，不僅是投射於牆壁，地板也是作品的一部份，
使觀眾和作品成為一體。雖然是燈光投射，它仍然呈現出畫家所勾勒出的每一筆與每一畫。藝術中心還有一
間很特別的酒吧!
『千花克林姆』靈感系列，創作靈感源自於出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象徵主義大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 Gustav
Klimt 的獨特畫作風格，透過採用細小的穆拉諾千花玻璃碎片、金箔與銀箔原素，創造出帶有 GUSTAV KLIMT
風格的穆拉諾千花玻璃首飾系列。
註：展館會隨時更動展覽之畫家作品，依現場展示作品為準。
巴黎大堂（Les Halles）購物中心-位於巴黎市中心的重要的交通運輸 Chatelêt-Les Halles 地鐵站之上。購物中心
地面層頂棚歷經好幾年的規劃與工程黑暗期，最近終於建置完成。不過工程預算從最初的 1.2 億歐元到完工
時卻花費高達 10 億歐元。購物中心面積相當寬廣，佔據地下 1~3 層，時下流行的 H&M、Forever 21、Mango...
等國際品牌皆有，因為是多條地鐵線的交會站，因此是許多巴黎年輕人逛街約會的重要據點。這裏又被稱為
“巴黎之胃”，過去曾是中央批發市場（已於 1971 年拆除）
，因此連接蒙特吉爾街（rue Montorgueil）兩旁的
餐廳、超市、肉鋪、乳酪店、巧克力店、甜點店等林立，有許多商店歷史相當悠久。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 : 四星 MERCURE CDG AIRPORT 或 四星 HOLIDAY INN CHARLES DE GAULLE 或 四星 PENTAHOTELS
PARIS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PARIS-VERSAILLE-BOUGIVAL 或 同級旅館

第九天 巴黎／上海／松山機場
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在享用完早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戴高樂國際機場，前往機場
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經上海返台灣，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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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機上餐食

晚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十天 松山機場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
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期待下次的約會。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
束美好、難忘的歐洲之旅。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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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 X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