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決定是否參加用餐、景點或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但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遊及司機小費共7 歐元。景
點票價僅供參考，票價以官方景點現場為准。進城遊覽稅、住宿稅等必需徵收，請按價交現金給導遊，否則旅客不得乘巴士進城遊覽，大小同價; The optional price list functio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your 
expenses during your trip. All prices shown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ubject to the current price on spot. Customers can decide to purchase excursion tickets or meal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posed 
excursion program is not mandatory. However, each person must pay the tour guide and driver a gratuity of € 7 per day. Tourist tax, accommodation tax, must also be collected. Please pay these expenses in cash to the tour guide. Otherwise, 
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bus to the city for sightseeing.

( 橙綫）普羅旺斯7天
Orange line 7 days Provence

 

GET INTER Europe

 

(可根据客人情况安排收费接机/接酒店/团前住宿 Pick-up from airport or hotel and pre-accommo-
dation can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guests' circumstances)早上起程從巴黎出發，傍晚時份進入普
羅旺斯的心臟地區阿維農；普羅旺斯極富變化，擁有魅力萬種的風情，時而暖風和煦、時而海風狂野
，地勢跌宕起伏、平原廣闊、峰嶺險峻，蜿蜓的山脈和活潑的都會，全在這片法國大地上演繹；而最
令人神怡是它的空氣中總是充滿了薰衣草、百里香、松樹等香氣，這種獨特的自然香氣是別處無法體
驗。住宿：阿維農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Avignon or city nearby

早上起程前往著名的聖母朝聖地露德小鎮，據說150年前聖母瑪利亞在此顯現，此後發生的醫療神蹟
不可勝數，每年都有超過500萬人次的朝聖者造訪露德。此鎮被群山環繞，自然景觀也是相當迷人。
啟程前往世界葡萄酒中心波爾多。來到這葡萄酒鄉參觀酒莊是不容錯過的體驗，行程安排前往著名酒
莊(Winery)參觀，一望無際的葡萄園，展示出波爾多在國際上釀酒的地位，對葡萄酒有濃厚興趣的團
友更可以在酒莊品嚐及選購。隨後進入波爾多市中心，參觀波爾多劇院及梅花廣場(The Quinconces 

橙缐「普羅旺斯」• 消費指南ORENGE LINE – OPTIONALS LIST

早上起程前往遊覽阿維農市內，阿維農被古城牆包圍，是一座保存完整的舊城。不可錯過的就是教皇
宮(Papal Palace)和斷橋(Pont Saint-Bénézet) (聖貝內澤橋)，十四世紀時羅馬教庭曾在法王支持下遷
都至此，阿維農順理成章地成了第二教都。教皇宮建於1334年，是歐洲最大及最重要的中世紀哥德式
建築；沿城牆走即可看到聖貝內澤斷橋，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橋樑。午後前往梅爾《山居歲月》
中令人嚮往的葛德城，此城又名石頭城。葛德意思為「高懸的村子」，因像懸掛在天空又得名「天空
之城」，是法國最美的村鎮之一，整座岩石山城的建築物都是建於中世紀，皆由石灰岩乾板石疊砌建
而成。遊畢前往塞南克修道院(Sénanque Abbey)，修道院前的薰衣草花田雖不是普羅旺斯地區最大的
，但也是《山居歲月》一書的故事背景，更是普羅旺斯地標性的景點。住宿﹕阿維農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Avignon or city nearby（特別說明：普羅旺斯每年的薰衣草季節一般是在六月中旬
至八月上旬，受氣候及地勢影響，薰衣草的生長及收割期各區有所不同，為了令團友欣賞到最美的景
色，不排除會略為調整行程配合觀景。薰衣草花海是季節性自然景觀，非薰衣草季節，是無法欣賞到
紫海花田的景色，行程將改往參觀薰衣草博物館。）

早上起程前往驅車北上前往世界知名的旅遊景區盧瓦爾河谷(Loire Valley)。盧瓦爾河被稱為法國的母
親河，是法國最長的河流，流程1020公里。河谷兩岸有聞名世界的盧瓦爾城堡群，隨處可見壯麗華美
的城堡，約午後抵達有「堡王」稱譽的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自費)，此堡是法國國王弗朗
索瓦一世為炫耀皇權及國勢在1519年下令興建的狩獵行宮，他從意大利請來了藝術大師達文西等人，
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輝煌藝術和建築風格移植到法國，為法蘭西的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香波堡
被法國人視為國寶，198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遊畢朝巴黎方向進發，約於晚上七時許抵達花
都巴黎。住宿：巴黎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Paris or city nearby(可付费送往机场或酒店 
Transfer to airport or hotel at your own expense(Pre-book only))

Square)。梅花廣場是歐洲第二大廣場，為波爾多的城市中心坐標，因廣場兩側樹木種值呈梅花形 
狀而得名，中心高聳的紀念碑(Monument Aux Girondins)則是追憶在恐怖統治時期受害的吉倫特派
成員。於繁華的市中心自由活動，晚餐後送回酒店休息。住宿︰波爾多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Bordeaux or city nearby （特別說明：波爾多大部份酒莊於每年八月份或遇上節日期間是暫停
對遊客開放，期間行程將取消參觀酒莊，敬請理解及注意。團友可以在波爾多市區的酒坊購買或品
嚐葡萄酒。）

Day 7【每週六】波爾多Bordeaux→香波堡Chambord→巴黎 Paris（59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因梵高而聞名的小城亞耳。亞耳從古羅馬時期開始就被列為重點城市，也因此到現在還
留有不少古羅馬遺跡，而這座小城又因梵高而增添了幾分色彩。雖然梵高在此地的療養院(Espace 
Van Gogh)只居住了短短一年 (1888~1889年)，但那一年是他創作的高峰期，約創作了200多幅油畫，
最有名的當屬「朗盧橋和洗衣婦」及「星空下的咖啡館」。趕緊追著梵高的足跡，到朗盧橋(The 
Langlois Bridge at Arles)及咖啡館感受梵高畫中的亞耳吧！遊罷旅遊車沿地中海穿過西南法，進入法
國西班牙交界，過境後朝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府著名海岸城市巴塞隆拿方向進發。住宿︰巴塞隆拿或
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Barcelona or city nearby

Day 3【每週二】阿維農Avignon→亞耳Arles→巴塞隆拿Barcelona （500公里）

早上起程遊覽熱情迷人的巴塞隆拿，景點包括哥倫布紀念塔(Barcelona Columbus Monument)及藍布
拉斯大道(Las Ramblas)，繼往巴塞隆拿最有代表性的聖家教堂(Sagrada Família Church,自費)參觀，
此教堂乃有「建築詩人」之稱的建築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隨後往魯營球場(Camp Nou)外觀拍照留
念及購買紀念品。遊畢轉赴蒙朱伊克山丘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場(Olympic Stadium)參觀，1992年奧林
匹克運動會曾在此舉行，從山丘上更可俯瞰市區全景。餘下時間到繁華熱鬧的加泰隆尼廣場(Plaza 
Catalunya)，這裡商店林立，團友可在此區逛街購物，自由活動。或可自費加遊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住宿︰巴塞隆拿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Barcelona or city nearby (旺季期間聖家教堂由於管制人
流及排隊人群超多，建議自行在網上預訂門票，https://sagradafamilia.org/en/home 預訂參觀時間：
下午13:00-13:30之間)

Day 4【每週三】巴塞隆拿Barcelona

Day 1【每週日】巴黎Paris→阿維農Avignon （690公里）

Day 2【每週一】阿維農Avignon→葛德Gordes→塞南克修道院Abbaye de Sénanque
→阿維農 Avignon（20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安道爾大公國。此袖珍小國位於法國和西班牙交界處，坐落庇利牛斯山脈之間，總面積
為468平方公里，境內高山環繞，地形崎嶇，國土平均處於海拔1996米，首都安道爾城有歐洲海拔最
高首都的稱號。這個一般亞洲旅客不太關注的小國，卻是風景秀麗，更是歐洲人的滑雪渡假勝地，而
站在人民廣場(Plaça del Poble)可以欣賞周邊壯麗的山谷和山峰。也因為免稅的關係，是遊客最愛血
拼的天堂。午後沿著庇里牛斯山脈(Mt. Pyrenees range)進入法國，朝著名的聖母朝聖地露德小鎮方向
進發。住宿︰露德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Lourdes or city nearby

Day 5【每週四】巴塞隆拿Barcelona→安道爾Andorra→露德 Lourdes （480公里）

Day 6【每週五】露德Lourdes→波爾多Bordeaux （2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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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團費: $ (       )每人每天的團費
含車/住宿/導遊

團費按天算,玩幾天,算幾天,可全程參團,亦可部分參
團,更可轉綫 Fixed day price, tours can be 
combined or jointly joined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12 April - 3 Oct）

景點票價
Entrance fee

額外自費節目
Optionals

自費項目OPTIONALS（團上支付）

10

17

65

65

聖家教堂
SagradaFamília Church

香波堡 
Chateau de Chambord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接送 
Monestir de Montserrat with Transfer

世界文化遺產古羅馬嘉德水道橋 +接送 
Pont du Gard with Transfer

價格 (€)

費用說明 Fee

每人團費 Tour Fee per person
(雙人房 twin share)

129/天*7天=903

85/晚*6晚=510

68

170

115/天*7天=805
11岁以下小童不佔床
Children without bed

單人房差Single Supplement
（每人每晚 per person per night）

額外接送機服務:Extra transfer services
(每人每程,2人起,per personper way,min.2pax)

額外參團前後住宿Pre and post hotel
（双人房/晚 Twin share room per night）

團費包括
TOUR FEE INCLUDE

團費不包括
DOES NOT INCLUDE

澳币AUD

小費（7歐元/人/天）
Compulsory tipping:€7

per person per day

旅游车Coach、导游Tour Guide、

三、四星級酒店或以上,含歐陸式早餐
3-4 star hotel with continental breakfast

午餐及晚餐 Lunch or dinner

城市税City tax

景點門券 Entrances, any op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