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世台會/歐台會年會會後旅遊 - F 團 - 法國北部及中部十天十一夜精緻深度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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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兩千多年歷史的城鎮 - 特里爾( Trier ). 由於古老,城裡有許多羅馬時代的遺跡, 如最珍貴的

黑門( Porta Nigra ), 皇帝浴場( Kaiserthermen )及古代圓形劇場, 大教堂及馬克斯( Karl Marx )

故居等. 午 餐後,越過德法邊界,進入法國, 前往法國香檳產區的重鎮 - 漢斯( Reins ). 只

有在法國香檳產區釀製的氣泡酒,才可以稱之為"香檳"酒. 還有, 據說,古時候,如果不是在漢

斯加冕過的是不能稱為正式的法國國王. 在漢斯, 除了品嘗香檳之外, 還要參觀聖母院

( Cathedrale de   Notre-Dame ). 

   午餐, 晚餐, 夜宿漢斯.  

       

9 月 17 日  早餐後, 前往巴黎並遊覽巴黎各名勝景點, 包括凱旋門,艾菲爾鐵塔,羅浮宮,香榭大

道,聖母教堂,聖心教堂等等. 

    午餐, 晚餐, 夜宿巴黎 (或巴黎郊外 ). 

       

9 月 18 日  早餐後, 前往法國北部諾曼第( Normandy )大城, 也是法國第三大商業港口 - 盧昂

  ( Rouen ).法國北部面對英吉利海峽的部分，在 9 世紀以前，有北歐海盜諾曼人入侵，並 

  定居於此，因此稱之為諾曼地。諾曼地的大城市之一，也是聖女貞德被處刑的廣場所 

  在的城市. 參觀聖女貞德 被處刑的舊市場廣場（ Place du Vieux - Marche ). 參觀 14 世紀製 

  造的大時鐘及 16 世紀蓋的拱門。 聖母院（ Cathedrale de Nortre-Dame ) 及福樓拜醫學史 

  博物館（Musee Flaubert et d’Histoire de la Medecine ). 接著前往位於塞納河流入大西  

  洋河口的古老漁港-翁弗勒（ Honfleur ). 參觀聖凱薩琳大教堂（ Eglise  Ste-Catherine), 港 

  務防衞管制塔及吊橋。 

午餐, 晚餐, 夜宿翁弗勒. 



  

9 月 19 日   早餐後, 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飽受炮火攻撃，整個城市幾近於全部被摧

毀的城市-卡恩（ Caen ), 經過戰後重建，現在已經是一個現代建築林立的城鎮了。除了

諾曼地登陸戰的戰跡之外，還有被改做為市政府的男子修道院（ Abbaye aux 

Hommes ), 威廉征服王（William the Conqueror)所建造的聖艾蒂安教堂. 接著前往法國最

西邊的港口 - 瑟堡( Cherbourg ). 此港口是路易十六及拿破崙時代一個非常重要的軍港. 

第二次世界大戰諾曼地登陸時, 瑟堡是美軍的第一個目標. 可見其重要. 接著道格蘭維

爾( Granville ), 一個當時為保衛聖米雪爾山( Mont St. Michel )而建立的城市與要塞. 

午餐, 晚餐, 夜宿格蘭維爾. 

         

9 月 20 日   早餐後, 前往參觀聖米歇爾山（ Mont St-Michel ). 此山事實上是飄浮在一片沙

地上的島嶼。在中世紀時就已經蓋好的修道院，本來是與陸地相連的。在一次突來的海嘯

冲擊下，這座修道院小山就變成了與陸地分離的小島。島與陸地的連結就只有一道堤防。

漲潮與落潮的潮差可以達到十幾公尺。堅固的外觀，使它看來更像是城堡。此教堂內部之

裝潢，混合了中世紀之建築方式，別有特色。接著前往聖馬羅（ St - Malo ); 一座堅固的城

堡，是以前海盜的根據地。現在是通往英格蘭的渡輪港口。據說這個城市是海對岸過來的

威爾斯聖人-馬羅所建造的. 一個小時的船程就能抵達英國領土的澤西島（ Jersey Island ). 接

著繼續前往布烈塔尼地區（ Bretagne )位於法國最西端的雷恩（ Rennes ). 雷恩也是布烈塔尼

地區最大的城市。古色古香的木造房屋，博物館及蘋果泡沫酒的香氣，展現出布烈塔尼地

區的特色。市中心的共和廣場及舊市區裡的咖啡店及法國捲餅店各有特殊的造型，值得遛

覽。 

午餐, 晚餐, 夜宿雷恩. 

         
9 月 21 日   早餐後, 前往法國布列塔尼地區裡, 馬勒河( River Marle) 與 溫馨河( River Vincin) 

交會的城市 - 瓦納（ Vannes ). 此城由於地處要地, 自古即為軍事要地, 建有城牆, 蓋有大

教堂. 這裡也是參觀史前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巨石群的起點. 接著先參觀卡納克（ Carnac ) 的

巨石群（ Alignements du Menec, Alignement de Kermario )在寛 100 公尺，長約 1.2 公里的道路

兩旁，共有 1099 個，據推測，可能是西元前 5 世紀到西元前 2 世紀之間豎立的巨石。此謎



至今未能解答。接著參觀在卡納克以東 13 公里的羅克馬利阿克爾（ Loc Mariaquer ) 有 布

烈塔尼最大的巨石群，高度約 20 公尺，約有近 3000 個巨石散佈各處。也同樣是未解之

謎。接著前往曾經是革命或戰場, 現在已經修復, 呈現出 18 世紀風貌的城市 - 南特

（ Nantes ).1598 年 8 月 13 日所頒佈的「南特赦令」就是在此地頒佈的。亨利四世為了鎮 壓

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所引起的宗教戰爭，特別頒佈了該赦令。該赦令雖然是個充滿限制

的法令，但却是承認新教徒有信仰自由的法令。也因該法令之頒佈而結束了長達四十年的

宗教戰爭。參觀聖皮耶&聖保羅教堂。 

午餐, 晚餐, 夜宿南特. 

         

9 月 22 日   早餐後, 離開布列塔尼地區, 轉向有"法國庭園"的法國中部及法國最長的羅亞

爾河流域. 此區域是法國裡最為典型法國的區域。從大西洋吹來的海風，帶给這區域穩定的

氣候，使域這個區域成為葡萄酒的產地。羅亞爾河流域到處是古城與城堡及王公貴族居住的

別館。遊覽此亞爾河流域最佳的起點是圖爾（ Tours ). 圖爾的舊市區，到處有古老的木屋，也

有新立的美術館，中古世紀的聖格提安教堂（ Cathedrale St - Gatineau ), 是愜意漫行的好地方。

下一個遊覽的是安博斯（ Amboise ). 直徑 21 公尺的圓塔-米尼姆茲塔（ Tour des Minimes ) 及

與其接連的城堡構成安博斯城之主體。城堡中央，國王居住的二樓的會議大廳，其內圓柱上

刻著百合花及白貂皮模樣的雕刻是查理八世的王妃安布烈塔尼的徽章。聖胡貝爾禮拜堂

（ Chapelle St - Hubert )內的雕刻裝飾非常精美細緻。 

午餐, 晚餐, 夜宿安博斯. 

         

9 月 23 日  早餐後, 前往亞爾河北岸的布盧瓦城（Blois ). 參觀布盧瓦城堡. 此城堡中央的樓梯,

基本上是屬哥德式的風格. 但是在細布裝飾上則具有很濃厚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 

此城堡除了在建築設計上有其獨特之處外, 還有多件情愛與王為爭奪廝殺等事件發生. 接

著參觀一座花了當時的國王弗郎梭瓦一世一生的時間去蓋成的尚博堡( Chambord ). 在城堡

的瞭望台中央的樓梯, 做成雙重圍繞著圓筒周圍的螺旋型設計, 讓上下樓的人不會有交錯

的機會.據說此設計可能來自達文西之手, 值得一看. 接著前往羅亞爾省的重要城市 - 奧爾

良( Orleans ). 此城在兩千多年來, 飽受戰爭之傷害. 英法百年戰爭的末期,聖女貞德即是在此



城被英軍包圍的. 此城還有聖女貞德出生的房子與博物館. 接著前往法國的穀倉-博跟第

( Bourgogne )的首府 - 第戎( Dijon ). 參觀此以芥末聞名於世的城市. 

    午餐,晚餐, 夜宿第戎. 

         

9 月 24 日  早餐後, 前往建於海拔 1300 公尺的巨岩上, 在歷史上即為兵家必爭之地, 也是歐洲最高

的城市 - 布里昂松( Briancon ). 17 世紀末, 此城曾遭受攻擊, 全城幾乎全毀. 後由路易

十世派遣當時著名的軍事設計師-沃邦( Vauban )重新規劃此要塞. 一直沿用至今. 由城

裡戰時廣場旁的皮涅侯門( Porte Pignerol )進城, 參觀建於 18 世紀的聖尼古拉教堂( La 

Collegiale Norte Dame et St. Nicolas ). 接著前往法德邊界萊茵河畔的柯爾瑪( Colmar ). 此

城為少數未受戰火波及, 仍留有很多古老房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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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夜宿柯爾瑪. 

         

9 月 25 日 早餐後, 前往歐盟議會所在地 - 使特拉斯堡. 此城的舊市區為伊爾河的主流與支流所

圍繞. 擁有 142 公尺高尖塔的大教堂( Cathedrale )內有一大時鐘,每在中午時,有耶穌和門

徒們從時鐘中出現. 午餐後, 就直接往法蘭克福的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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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祝大家旅

途愉快,順利回抵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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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