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世台會/歐台會年會會後旅遊 - E 團 - 法國南部普羅旺斯與白朗峰十天十一夜精緻

遊 

9 月 15 日 會後旅遊於大會結束後就開始, 先於大會旅館用晚餐, 並於飯後有旅遊各團簡介及認親

結緣, 當夜將夜宿大會旅館 Hilton/Mainz, Germany 並於次日享用旅館早餐.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  行程: 

 

9 月 16 日  早餐後, 九點鐘在年會開會的飯店大廳前集合出發. 往南,先到德國最古老的大學

城 - 海德堡 ( Heidelberg ). 海德堡大學建於西元 1386 年,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 海德堡

城堡,老城, 老橋, 聖靈教堂, 騎士之家等老景點, 再加上學生王子, 學生監獄及學生之

吻巧克力, 真是一個值得令人懷念的城市. 接著往東經過得法邊界大城薩爾布呂根

( Saarbrucken ), 進入法國,前往南錫( Nancy ). 參觀市中心的斯坦尼斯拉斯廣場( Place  

Stanislas ), 凱旋門與 克拉菲門( Porte de la Carffe ). 

 午餐, 晚餐, 夜宿南錫. 

   

9 月 17 日  早餐後, 前往第戎( Dijon ), 參觀建於 13 世紀的聖母教堂( Notre Dame Church ),  

 Guillaume Gate, Dijon Cathedral. 第戎是法國的美食天堂, 道地的名產是堝牛與勃根地

葡萄酒. 著名的名產是" 芥末 ". 接著前往法國第二大城—里昂. 15 世紀末的里昂市集引

來歐洲各地的商人.銀行業也隨之興起. 16 世紀更成為歐洲絲織業中心.里昂除了有豐富

的古蹟之外,最吸引人的是里昂人特有的生活風情與絕佳的地方佳餚每位.1998 年聯合

國文教組織已將整個里昂市中心,廣達 500 公頃的地方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參觀古羅馬

劇場( Ancient Roman Theatre )及弗布艾爾聖母院( Notre Dame de Fourviere ), 漫遊其舊市街, 

觀賞市場裡的蔬菜水果攤. 

 午餐, 晚餐, 夜宿里昂. 

   

9 月 18 日     早餐後, 前往擁有保存得很好的古蹟的城市 - 奧郎日( Orange ). 法國的古代遺跡與建

築,大部分都曾受到宗教革命, 法國大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地破壞. 在奧郎日有兩座

羅馬時代的古蹟, 保存得非常完整, 實在難得. 在奧郎日的羅馬古代劇場( Theater Antique ),

在舞台背後留存著和兩千多年前完全相同的石壁. 以巨石堆積而成的壁面,長 103 公尺, 

高 36 公尺, 劇場的建築使得不用任何擴音設備, 能讓場內各處都能清楚聽到演劇的聲音. 

奧郎日另一個古蹟是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 此凱旋門是為了紀念凱薩在普羅旺斯一

舉獲得全勝所建造的. 接著前往曾是教廷所在地的亞維農( Avignon). 14 世紀時,羅馬教宗



移駐亞維農. 亞維農成為教廷所在,除了教宗宮是當時留下的珍貴遺產外,由於教宗希望

將亞維農變成全世界最具領導地位的精神中心,大肆興建修道院,教堂.教宗宮(Palais des 

Papppes)為當時教廷之所在.是整個歐洲最顯赫崇高的地方之一.會議廳,宴客廳,大禮拜堂,

教宗寢宮及聽證大廳等都是很值得細細欣賞的. 聖貝內澤斷橋(Pont Saint-Benezet),這座

斷橋是因為一首法國民謠"亞維農大橋"(Le Pont d’Avignon)而聞名.橋原長達 900 公尺,

共有 22 個橋墩,橋的另一端連接亞維農新城. 接著前往水泉之都 - 尼姆( Nimes ). 

  午餐, 晚餐, 夜宿尼姆 . 

   

9 月 19 日  早餐後,參觀尼姆的古代競技場( Arenes ). 西元前 1 世紀建造的.當時是可以容納

21000 人,  舉行殘酷的奴隸競技的場所. 參觀卡雷神殿( Maison Carree ). 其科林式的

柱形非常具有希臘 的樣式, 是羅馬藝術模仿希臘的驗證. 接著 餐觀一座 2000 年前建

造的羅馬時代水道橋 - 卡 爾水道橋(Pont du Gard). 此三層拱廊水道橋,現已為聯合國文

教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接著繼續前往亞爾(Arles)參觀另一個古羅馬競技場

(Les Arenes). 競技場長 136 公尺, 寬 107 公尺.可容納 2 萬名以上觀眾, 直徑最長的地

方達 136 公尺, 比尼姆的 133 公尺是大了一些. 亞爾還有一個半圓形的羅馬古代劇場

( Theatre Antique ), 也是西元前 1 世紀建造的. 此外, 亞爾也是梵谷創作力最旺盛時居住

的地方.梵谷筆下的麥田,木橋,星空等景色,在亞爾仍然時時可以追尋捕捉. 接著參觀聖

托芬姆教堂(Eglise Sainte-Trophime),大門口的"最後的晚餐"浮雕,一定不要錯過. 接著前

往普羅旺斯伯爵的都城 - 愛克斯-安-普羅旺斯. 

  午餐, 晚餐, 夜宿愛克斯-安-普羅旺斯. 

   

9 月 20 日  早餐後, 拜訪印象派大師塞尚(Paul Cezanne)的故鄉-Aix-en-Provence.塞尚的父親是個

製 帽商,他以前開的帽子專賣店就在米哈波大道(Cours Mirabeau)55 號. 參觀聖索布爾教

堂 ( Cathedral St. Sauveur ). 接著開往蔚藍海岸的方向.為能更深刻體會蔚藍海岸的勝景. 

先 在地中海岸邊的土倫( Toulon )用午餐.午餐後前往世界最有錢的人存放他們的大小

遊艇的港口 - 聖托培(St. Tropez). 接著繼續前蔚藍海岸大城 - 尼斯( Nice ). 

  午餐, 晚餐, 夜宿尼斯. 



   
  

9 月 21 日  早餐後,尼斯市區半日遊. 尼斯不但是蔚藍海岸的大城,她同時也具有典型的地中海

風光.每年的尼斯嘉年華(Carnaval  de Nice),尼斯爵士音樂節(Nice Jazz Festival), 國際民俗

音樂節(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olklore) 等大型的國際節慶,使得尼斯隨時都充滿著遊

客. 前往尼斯著名的海灘散佈大道.此散步大道沿著天使灣(Baie des Anges)而建.一望無

際地中海的藍天碧海,海灘上日光浴的男男女女,正是典型的蔚藍海岸風情畫.接著參觀

尼斯的舊城,薩來雅 廣場,報喜禮拜堂等等. 

  午餐後, 前往聞名的世界影城 - 坎城( Cannes ). 坎城是大家熟西的地方.十字大道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又稱為星光大道.凡到過坎城的人,不管是不是明星,都一定要

走上一段星光大道的. 接著前往世界最大的香精產地 - 格拉斯( Grasse ). 世界各地著名

的調香師, 絕大部分是來自格拉斯. 參觀香水工廠,了解其製作過程. 對香水喜好者, 是

採購的大好機會. 

  午餐, 晚餐, 夜宿尼斯. 

   

9 月 22 日  早餐後, 前往摩納哥大公國. 摩納哥(Monaco)是在法國裡的一個小國家.面積僅 1.49平

方公 里.美國影星葛莉斯凱莉(Grace Kelly)嫁給摩洛哥雷尼爾三世.兩位都已過世.我們

將參觀他們 兩位安息的地方. 很多人對摩洛哥的印象是大賭場. 開賭場的收入是摩洛

哥政府的主要收入. 到摩洛哥去賭錢,贏了最好, 既使是輸了, 也是對摩洛哥政府的觀光

稅, 在賭場內觀賞其室內 裝潢的樂趣則是淨賺的. 主要自己量力而為. 接著繼續前往

蔚藍海岸上富有濃厚鄉村味道的 避暑, 避寒勝地 - 蒙頓( Menton ). 蒙頓因盛產檸檬而

出名. 在海岸邊上的步道悠閒漫行, 是一 大享受. 

  午餐, 晚餐, 夜宿尼斯. 

   

9 月 23 日   早餐後, 從尼斯出發,經亞維農及阿爾卑斯山谷的一個小鎮 - 薩伯利( Chambery ), 前

往法國與瑞士交界的大城 - 安錫( Annecy ). 安錫(Annecy)為群山環繞,碧藍輝映的安錫湖,

周長 17 公里,是法國的第二大湖.安錫湖的水量由提烏運河(Canal du Thiou)來做調節.提烏



運河穿過安錫舊市區後注入費耶河(Fier). 安錫有盧梭曾經住過的房子及他少年時曾經

在唱詩班中演唱的聖皮耶教堂( Cathedrale St. Pierre ).  

  午餐, 晚餐, 夜宿安錫. 

   

9 月 24 日   早餐後,由安錫出發前往歐洲第一高峰-白朗峰(Mont Blanc)山腳下的夏摩尼.百朗峰

標高 4810 公尺,山腳下的夏摩尼( Chamonix )標高雖只有 1000 公尺,卻是法國最受歡迎的

滑雪勝地.1924 年第一次冬季奧運就是在夏摩尼舉行的.搭乘登山纜車可以登上 3000 公

尺高峰.再搭電梯,可以登達 3824 公尺高的南針峰(Aiguille du Midi).南針峰距離白朗峰僅

有 8 公里,是觀賞白朗峰的最佳地方. 

  下山後,經里昂前往法國西部的古都 - 伯桑松( Besancon ), 做為回到德國的前哨.  

  午餐, 晚餐, 夜宿伯桑松. 

   

9 月 25 日  早餐後, 前往法德邊界的小鎮 - 柯爾瑪( Colmar ). 柯爾瑪鄰近德國國界, 但是此鎮是

少數未受戰火潑及的市鎮. 其市區及運河旁邊保有許多法國阿爾薩斯區特有的木造建築

物. 柯爾瑪亦是以阿爾薩斯葡萄酒的產區聞名. 有一條叫做"葡萄酒街" 的路, 是所有到了

柯爾瑪必定要走過的路. 午餐後, 就往法蘭克福的路上走.途中,在史特拉斯保( Strasbourg )

看看歐洲議會及其附有德國風味的大教堂( Cathedrale ). 

  午餐, 晚餐, 夜宿法蘭克福. 

   

9 月 26 日  早餐後, 結束全部行程. 大家依各自的飛機班次, 自行前往機場搭機回府. 順著大家旅

途順利, 愉快. 



這份中文行程主要在提供給鄉親們選擇參加那一個旅遊時的參考。在接近出發日期一個半月前，我

們還會依據這份行程製作出較為詳細的英文行程表，詳細列出每天出發時間及參觀行程。主辦單位

一定力求遵照此行程表來操作. 但是到時候難免可能因為天候或路況等難以事先預測的情況，主辦

單位將依當時的情況, 及時做出更改路程等必須之因應。希望大家了解。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大家出門開會旅遊以平安順心為主要考量.請大家一定要辦理旅遊保險,含蓋整個旅行行程.盡量 

避免因外在因素所造成的損失.有了旅遊保險,可以玩得心安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