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天法國南部私人包團の旅 

🌟帶您走進藝術之地法國南部之旅，尋找大師的足跡！ 

法國南部 ~ 這一片蔚藍的海岸, 吸引了無數藝術大師的到訪：塞尚、梵高、馬蒂斯、畢加索…… 

究竟它有什麼魅力呢？傲遊天地帶大家一起感受這片洋溢著藝術靈魂之地！ 

D01: 出發地 - 尼斯藍色海岸機場 – 機場接機 - 英國人大道(La Promenade des Anglais ) 及其 7 公

里長的海灘 - 美國海濱大道(Quai des Etats-Unis) & 尼斯港(Nice Port)(堪稱法國最大的古玩店聚集區

之一) - 城堡山丘(Colline du Chateau) (可在此飽覽天使灣(Baie des Anges)的日落景色) – 入住市內酒

店 

Hotel: Aparthotel Adagio Nice Promenade des Anglais, 4* 或同級  

Website: https://goo.gl/FUEWJM  

Room Type: Studio City View, with breakfasts  

英國人大道(La Promenade des Anglais ) 

https://goo.gl/FUEWJM


尼斯港(Nice Port) 

城堡山丘(Colline du Chateau) 



D02: 酒店早餐 – 莎萊雅市集( MARCHÉ AUX FLEURS COURS SALEYA)( 每週二～日開放) & 尼斯舊城

區(Vieux Nice) - 馬蒂斯美術館 (Musée Matisse)(欣賞野獸派大師的畫作)(OP: 11:00 – 17:30, WED – 

MON) – 夏卡爾美術館(Musée Chagall) (欣賞超現實主義派大師的作品)(OP: 10:00 – 18:00, WED ~ 

MON) – 梅德桑大街(Avenue Jean Médecin)(購物街) - 尼斯聖母聖殿（Basilique Notre-Dame de Nice）

- 馬賽納廣場 (Place Massena) - 入住市內酒店

Hotel: same as above 

莎萊雅市集( MARCHÉ AUX FLEURS COURS SALEYA) 



尼斯舊城區(Vieux Nice) 



馬蒂斯美術館 (Musée Matisse) 

夏卡爾美術館(Musée Chagall) 



梅德桑大街(Avenue Jean Médecin) 



馬賽納廣場 (Place Massena) 

D03: 酒店早餐 – (30mins, 13km)埃茲(Eze)(登上山城, 鳥瞰蔚藍籃色的海景) – (20mins, 10km)卡弗爾

拉海角 (Cape Ferrat) -  羅斯柴爾德花園別墅(Villa & Jardins Ephrussi de Rothschild) (別墅內自費品嚐

午餐) -  摩納哥 (Monaco) (蒙地卡羅 (Monte Carlo) & 親王宮(Palais Princier) & 聖母無染原罪主教座

堂(Cathédrale Notre-Dame-Immaculée de Monaco) – (35mins, 21km)尼斯 – 入住市內酒店  

Hotel: same as above  



埃茲(Eze) 

卡弗爾拉海角 (Cape Ferrat) 



羅斯柴爾德花園別墅(Villa & Jardins Ephrussi de Rothschild) 

摩納哥 (Monaco) 



D04: 酒店早餐 – (25mins, 14km)卡涅 (Cagnes Sur Mer) & 雷諾瓦博物館(Musee Renoir)(印象派大師

的故居) -  (15mins, 9km)旺斯(Vence)(山間小城) & 羅塞爾教堂( Chapelle du Rosaire de Vence) (由馬蒂

斯 (Matisse) 晚年設計的教堂) – 聖保羅旺斯(Saint Paul de Vence) (文藝山城, 可體驗當地傳統的滾鐵

球遊戲 – petanque) - 聖保羅梅格基金會博物館( Fondation Maeght) – (35mins, 20 km)尼斯 – 入住市

內酒店  

Hotel: same as above  

卡涅 (Cagnes Sur Mer) 



雷諾瓦博物館(Musee Renoir) 



旺斯(Vence) 

D05: 酒店早餐 – (1hr, 44km)格拉斯(Grasse) (香水小鎮) – 花宮娜美術館(Villa Musée Jean-Honoré 

Fragonard) - 花宮娜香水博物館(Grasse Fragonard Museum) – (40mins, 28km) 昂蒂布 (Antibes) & 老

城區 – 畢加索博物館 (Picasso Museum) – (2hr, 163km)普羅旺斯艾克斯 (Aix-en-Provence) (塞尚(Paul 

Cézanne)的故鄉 – 入住市內酒店  

Hotel: Novotel Aix en Provence Beaumanoir Les 3 Sautets, 4* 或同級  

Website: https://goo.gl/MJH6TF  

Room Type: Superior Room, with breakfasts  

https://goo.gl/MJH6TF


格拉斯(Grasse) 

昂蒂布 (Antibes) 



畢加索博物館 (Picasso Museum) 

D06: 酒店早餐 - 米拉波大道（Cours Mirabeau）- 葛哈內美術館(Musée Granet) (OP: 12:00 – 17:30, 

TUE – SUN) / 塞尚畫室(Cezanne's studio) (OP: 12:00 – 17:30, TUE – SUN) – (1hr, 75km) 亞爾 (Arles)(梵

谷(Van Gogh)在這裡畫出他最重要的作品, 尋找梵谷的足跡) – (1hr, 75km)普羅旺斯艾克斯 (Aix-en-

Provence) – 入住市內酒店  

Hotel: same as above  

米拉波大道（Cours Mirabeau） 



亞爾 (Arles) 

亞爾 (Arles) 



D07: 酒店早餐 –(1hr, 70km)拉-索爾居厄河畔利斯勒 (l'isle sur la sorgue , 寧靜的河畔小城) – (30mins, 

20km)戈爾代 (Gordes)(法國最美小鎮之一, 有石頭城的稱譽) -  (20mins, 12km)魯西隆 (Roussillon) 

(欣賞小鎮之建築) – (50mins, 32km)盧爾馬蘭 (Lourmarin) (普羅旺斯風情的小鎮) - (50mins, 41km)普羅

旺斯艾克斯 (Aix-en-Provence) – 入住市內酒店  

Hotel: same as above   

拉-索爾居厄河畔利斯勒 (l'isle sur la sorgue) 

戈爾代 (Gordes) 



魯西隆 (Roussillon) 

盧爾馬蘭 (Lourmarin) 



D08: 酒店早餐 – (1hr, 54km)卡西斯 (Cassis) (南法普羅旺斯色彩繽紛的小漁港) – 酒庄(Château de 

Bellet, Château de Cremat, Château Font du Broc…) – 尼斯(Nice) – 市內酒店  

Hotel: Aparthotel Adagio Nice Promenade des Anglais, 4* 或同級  

Website: https://goo.gl/FUEWJM  

Room Type: Studio City View, with breakfasts   

卡西斯 (Cassis) 

https://goo.gl/FUEWJM


Château Font du Broc 

D09: 酒店早餐 – 自由活動 – 機場接送 – 回程地  

9 天法國南部私人包團の旅參考費用💵 

1. HKD14990 (USD1927)/位 (6 人同行)

2. HKD16390 (USD2107)/位 (5 人同行)

3. HKD18690 (USD2403)/位 (4 人同行)

4. HKD21890 (USD2814)/位 (3 人同行)

5. HKD27890 (USD3585)/位 (2 人同行) 



探索更多行程私人包團👉https://goo.gl/aL41Y7 

出發地👉中,港,澳,台/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加 etc... 

Whatsapp 👉 +852 51488877(香港) /+852 53868495 (中國&世界各地)

微信號 👉blisstravel (香港)/ +85253868495 (中國&世界各地) 

Line ID 👉blisstravel-jp 

☎

香港 👉中環+ 852 3105-3580 / 旺角+852 3175-3888 

中國 👉+86(0)20-8559-5486

日本 👉+81(0)8014461982

獨立包團特色🛩 

1. 行程絕不走馬看花, 專為一家大細及有長者同行而設 👩 👩 👧 👧

2. 私隱度極高，不會跟不認識的人同行

3. 食盡當地最地道的美食 (可安排米芝蓮餐廳)  🍱

4. 可安排住最傳統的高級酒店 🏨

5. 深入歐洲每一個角落，不會跟一般旅行團🐤的普通行程

6. 時間及行程可任意為您度身訂制

7. 絕不是購物團: 不會強迫入購物店，浪費時間

8. 當地導遊貼身為您服務

傲遊天地、ブリス トラベル、BLISS TRAVEL 

Website: www.bliss-travel.com.hk 

https://goo.gl/aL41Y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