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露營暨露營車協會 
88 屆 FICC 法國世界露營大會 活動報名資料 

 

班機時間: 

7 月 25 日(四) 台北/巴黎 BR 087 23:40/07:30+1 

    7 月 26 日(五) 抵達巴黎 

    8 月 12 日(一) 巴黎/台北 BR 088 11:20/06:30+1 

    8 月 13 日(二) 抵達台北 

世界露營大會期間(含南法之旅):108 年 7月 25 日至 8月 13 日，共二十天 

費用:NT$ 198,000-(滿 16 人出團) 

1. 露營大會報名費，露營期間住露營車四人一車,(未滿四人費用另計) 

2. 大會旅遊五場及大會部份晚餐四餐 

         (露營期間早餐自理) 

       3. 台北來回經濟艙團體機票  

       4. 當地司機導遊小費 

       5.五百萬履約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 不包含護照,會員費,旅遊期間房間小費及個人費用,會後旅遊中餐自理,會後旅遊 

          單人房補價差 NT25,000-)  

 報名截止日期 ；108 年 4月 20 日 

 

報名表: (麻煩連同護照影本一併繳回 感謝您) 

姓名  護照英文名  性   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  出生年月日  CCI號碼  

行動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機上餐食 □無 □全素 □奶蛋素 □機上水果餐 □兒童餐 □其他                     

行程餐食 □無 □全素 □奶蛋素 □不吃牛 □不吃羊 □不吃豬 □其他                            

分房/房型 與             同房，需求: □ 雙人床(不一定大床) □ 兩小床 

緊急聯絡人 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 ) 

 

主辦單位：新北市露營暨露營車協會                    承辦單位：典華旅行社 

聯絡地址：台北市通河街 123 號二樓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01 號 3 樓 

TEL：02-28861440                                    TEL：02-25062677  FAX：02-25062678 

聯絡人：張光杰  0932017707 aahui302@yahoo.com.tw    聯絡人：陳鈺洵  0979125351 

        劉慧娟  0928852720 jeanliuh@yahoo.com.tw            elainechen@luxetravel.com.tw   

   



    

88 屆 FICC 法國露營大會 營地活動資訊 
 

7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8 點：開放歡迎參與者報到,營地自由活動 

早餐:機上餐 午餐: 西式套餐 晚餐: 自理 

 

7 月 27 日星期六 

認識營地 

下午 2 點：在 Châteaubriant 市開幕式前遊行。 

下午 5 點：大會開幕式。 

早餐:自理 午餐: 自理 晚餐: 

ChâteaudelaFerrière

酒店的晚餐 

 

7 月 28 日星期日 參加大會旅遊~~~~~~南特 

參觀南特的機械島。 

布列塔尼公爵城堡，南特市 

早餐:自理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7 月 29 日星期一 參加大會旅遊~~~~~~鹽田 

參觀 Guérande 和 la Baule，著名的鹽田和中世紀城堡。 

早餐:自理 午餐:旅遊提供 晚餐:海鮮晚餐 

 

7 月 30 日星期二 參加大會旅遊~~~~~~聖米歇爾山 

與自然嚮導穿越海灣，參觀聖米歇爾山修道院。 

品嚐 Pommeau 和 Calvados 在波伏瓦。 

早餐:自理 午餐:旅遊提供 晚餐: 自理 

 

7 月 31 日星期三 台灣酒會(營地自由活動) 

晚餐（布列塔尼產品, 布列塔尼的海產品或特色菜） 

早餐:自理 午餐: 自理 晚餐: 布列塔尼特色菜 

 

8 月 1 日星期四 參加大會旅遊~~~~~~Puy du Fou 狂人國  

Puy du Fou 狂人國號稱是全法國最棒的遊樂園 

早餐:自理 午餐: 自理 晚餐: 自理 

 

8 月 2 日星期五 參加大會旅遊~~~~~~雷恩 

參觀雷恩市,聖彼得大教堂，布列塔尼議會。。 

早餐:自理 午餐:旅遊提供 晚餐: Castelbriantais

晚餐 



    

南法 山城 蒙地卡羅 普羅旺斯 20 天之旅 

 
 

每日精彩景點: 

 

8/3 香濃頌堡 8/4 多敦涅河谷 8/5 鶴卡曼都 

   
8/6 嘉德水道橋 8/7亞維農 8/8 勾禾德 

   
8/9 英國人散步大道 8/10 羅浮宮 8/11 凡爾賽宮 

   

 



    

第 一 天 7/25  台北/巴黎   BR 087 23:40/07:30+1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航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的歐洲 

，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第 二 天 7/26  巴黎→Châteaubriant 營地 

今日專車前往 Châteaubriant 營地。 

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自理 

住宿：營地 

 

第三～九天 7/27～8/02 Châteaubriant 營地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營地 

第十天 8/3 Châteaubriant 營地－杜爾 Tours－香濃頌堡 Château de Chenonceau－杜爾 

 位於羅亞爾河左岸的杜爾，是羅亞爾河流域旅遊的中心地，散發著人文古典氣息的古城漫步在老城

中，可以細細品味半木石砌屋、羅馬式屋舍、哥德式教堂等精彩建築，位於市區的聖馬丁大教堂更是

吸引無數朝聖的信徒。而舊城中心的廣場是有 15 世紀樸素半木條屋的布羅姆羅廣場，廣場周圍特色

餐廳、小酒吧及露天咖啡座林立，熱鬧氣氛可持續到深夜。午餐後前往香濃頌堡 Chateau Chenonceau 

，見證法國宮廷史上充滿愛怨情仇的故事。隨著羅亞爾河上潺潺河水，喃喃低訴“六個女人”浪漫愛

情及波旁王朝歷史興起。根據統計訪客數為全法排名第二僅次凡爾賽宮。 

〈下車參觀景點〉聖馬丁大教堂、布羅姆羅廣場、香濃頌堡。 

《含門票參觀景點》香濃頌堡 

香濃頌堡 

被稱為“女人城堡”城堡坐落於羅亞爾河支流謝爾河上，16 世紀維法國大臣妻子所擁有，1547

年亨利二世將城堡送給情婦，國王去世後城堡成為法國皇后凱薩琳所有，之後經歷路易斯王妃

等。 

早餐：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旅館內法式料理  

住宿：Novotel Tours-Centre Gare 或四星同級。 

第十一天 8/4 杜爾+++TGV 火車+++波爾多【葡萄酒之都、世界遺產】-石甲村【多敦涅河谷 最美的 

            鄉村小鎮】-莎拉小鎮（SARLAT LA-CANEDA） 

早晨搭乘 TGV 火車前往葡萄酒之都-波爾多。波爾多葡萄酒首府，波爾多市區 18 世紀的古典建築群

呈現最和諧的佈局。建築群中不乏保持完善的壯麗建築，大部分都已列入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名錄。

節慶的氣氛、高品質的生活環境、頂級葡萄酒、美食、文化與精品購物等等，所有觀光的元素，都

可以在這裡找到。法國多敦涅河谷旁最美的鄉村小鎮。石甲村就是一個建築在石壁中，是一個美麗

的崖壁懸村...走一趟這個崖壁懸村，發現它的美麗....。多敦涅河谷一賞西南原鄉的質美；而安排

於自然風景優美的多敦涅河區搭乘木造仿古遊船，一賞絕佳美景！ 

〈下車參觀景點〉月亮港 

《含門票參觀景點》TGV 杜爾++波爾多、多敦涅河谷仿古遊船。 

多敦涅河谷 

法國以田園風光聞名的地方相當多，而多敦涅河河谷更是其中翹楚。沿著河岸邊，有許多田園鄉

鎮被保留下來，森林覆蓋的大地，與一群群保有古風城壁的小巧村莊，時光在這地區彷彿靜止。

交通的不便，更是讓此區域的風貌，更加純樸美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旅館內法式風味餐  

住宿：Hostellerie du Passeur - Les Eyzies 或四星同級。 



    

第十二天 8/5 莎拉小鎮-鶴卡曼都-卡爾卡頌 

來到由兩個中世紀小城莎爾拉和卡內達結合而成的莎拉小鎮。此地於中世紀為重要的南北貨集散中

心。法國列為法國最美的小城鎮，漫步於莎拉古城，購買此地最著名的鵝肝醬及鴨肝醬，當然不能忘

身邊的美景。隨後前往鶴卡曼都是法中朝聖者的天堂，此城之壯麗，遠觀如一幅立體鑲嵌畫，是法國

境內不可多得之地；漫步於風格獨特的古朝聖城，探訪黑色聖母堂及古堡區，感受懷古之幽情。 

PS.晚餐因卡爾卡頌地區聞名的卡書雷特（白豆燜肉）料理，是為當地的特色料理。但因為料理的方

式通常旅客較不喜愛，所以我們不安排為主食；但會讓貴賓淺嚐一下！ 

〈下車參觀景點〉莎拉小鎮、鶴卡曼都 

鶴卡曼都 

一座沿著阿爾祖峽谷建造的山城，自十二世紀起就是遠近馳名的朝聖地。因為有超過一百二十次

神蹟顯現，傳說連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也在朝聖者之列。山城的靈魂中心黑色聖母像、耶穌苦路

14 站，還有那把插在岩壁上的-羅蘭之劍，都讓此城充滿了更多的魅力與想像。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旅館內卡書雷特(白豆燜肉)特色料理 

住宿：Hôtel Ibis Styles Carcassonne La Cité 或四星同級。 

 

第十三天 8/6 卡爾卡頌-嘉德水道橋-亞維農 

早餐後參觀，保留著 700 年前風貌的中世紀小城及歐洲維護最完整的古城卡爾卡頌，此地明顯感受到

一股與巴黎的喧囂繁華迥異的小鎮氣息，以保有歐洲最大的城堡而馳名，擁有雙層城牆的城堡，固若

金湯予人一種無法翻越的感覺，漫遊於古城牆間、蜿蜒的古街道及街邊引人注意的商店或可愛有趣的

小博物館，來自世界各地觀光客為城內帶來熱鬧氣氛。午餐後專車前往近郊同為古羅馬建築遺跡的嘉

德水道橋，此為兩千年前古羅馬人宏偉的水利工程，也是人類共同文化財產，親臨其上更見偉大，除

遊覽美麗的嘉德河谷風光外，更讚嘆古羅馬人建築技藝之精湛。 

〈下車參觀景點〉卡爾卡頌、嘉德水道橋。 

嘉德水道橋 

羅馬人的勢力橫跨歐亞非，凡走過，必留下重要的古遺跡。浴池、競技場、劇院、水道橋等等。

普羅旺斯，可說是欣賞古羅馬遺跡，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甚至有人說，在普羅旺斯所看到的古羅

馬遺跡，比在義大利境內更為精彩豐富，包含這座世界文化遺產—嘉德水道橋。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旅館內法式油封鴨 

住宿：MERCURE ORANGE CENTRE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第十四天 8/7 亞維農-亞爾-亞維農 

早餐後前往亞爾展開市區觀光。首先我們先前往梵谷紀念館，這是由他曾住過的療養院改建而成，庭

園中央種滿五彩繽紛的花朵，跟他的畫作頗為相似。另外，我們途經古羅馬競技場，然後朝向梵谷夜

間咖啡館的實景地走去（畫還是比較美）。下午展開中世紀風貌及歷史宗教名城－亞維農的市區觀光，

此地是普羅旺斯最熱鬧的城市，中世紀以來有著不同地位，教皇曾經搬離羅馬而長駐於此，造就此地

特殊的文化背景。來到這裡除了教皇宮外。亞維農斷橋也是不可錯過的景點在亞維農裡隨處走走總會

遇到些驚奇的小店面，很多店內的擺設都十分有特色，除了有賣給觀光客的工藝品店外，還有賣橄欖

油的專賣店…等等。 

〈下車參觀景點〉古羅馬競技場、梵谷夜間咖啡館、教皇宮、亞維農斷橋。 



    

一座充滿藝術與精采宗教故事的古城—亞維農 

亞維農教廷時期（1309 年－1378 年），又稱亞維農之囚，是指天主教教廷遷移到法國亞維農的一

段時期，期間七任教皇和大部份紅衣主教均為法國人。這個時期從克勉五世開始，歷時 69 年，最

後由額我略十一世主動將教廷遷回梵蒂岡，結束了教廷亞維儂時代。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旅館內法式烤田螺+雞排或豬排 

住宿：MERCURE ORANGE CENTRE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第十五天 8/8 亞維農-呂貝宏山區~勾禾德-艾克斯普羅旺斯-尼斯 

您一定要來到電影「美好的一年」拍攝地點－勾禾德，這個石頭堆砌起來的山城曾被票選為法國最美

村莊之一，法文裡 Gordes 這個字就是「高高懸掛在空中的村子」的意思。是一個美麗的山城，層層

疊疊依山而建的屋瓦，散發出一種樸實寧靜的氣息。塞農克修道院建於 1148年，由一個院長及 12 位

修士胼手胝足創建的，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同期的其他教堂比較，呈現出簡約主義的空靈之美，樸

素而不失莊嚴塞農克修道院除了樸素莊嚴之外，令人津津樂道的四週開闊的薰衣草花田，因此也讓它

擠身為，法國最美的修道院之一，平日遊客已絡繹不絕，每逢花季，更是最美的行程之首。粉紫色的

花海將修道院圈在中央與白色修道院交織成一幅”普羅旺斯”最經典的畫面。薰衣草也是修道院的經

濟作物，修道院內的紀念品店裡有專門陳列販賣薰衣草的各類產品，琳瑯滿目，光是散發出來的獨特

芳香，就讓人渾身舒暢。【薰衣草的多寡則必須試氣候的因素，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景點〉塞農克修道院。 

勾禾德 

電影「美好的一年」拍攝地點－勾禾德，這個石頭堆砌起來的山城曾被票選為法國最美村莊之一，

法文裡 Gordes 這個字就是「高高懸掛在空中的村子」的意思。是一個美麗的山城，層層疊疊依山而

建的屋瓦，散發出一種樸實寧靜的氣息。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Park Inn par Radisson Nice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第十六天 8/9 尼斯-聖保羅-蒙地卡羅-尼斯 

前往僅次於梵蒂岡為世界第二小國－摩納哥，此地面積僅 1.95 平方公里，通用語為法語，因此很容

易被錯以為是法國城市，此地給人印象是富裕、豪華，大概是因為蒙地卡羅賭場，以及赫赫有名的國

王雷尼爾三世與電影明星葛麗絲凱莉締結金鸞而轟動一時傳為佳話，抵達後展開市區瀏覽，您可於王

宮前攝影留念或自由漫步於紀念品商店林立的街道、摩納哥主教堂（雷尼爾親王及葛莉絲凱莉王妃均

葬於此）、位於懸崖上的賭國心臟－蒙地卡羅賭城，感受一下奢華生活的代表，並可於賭場小試一下

手氣，隨後專車返回尼斯，此地素有〔蔚藍海岸〕之稱，是非常著名的避暑及避寒勝地，氣候溫暖宜

人遊客終年絡繹不絕。延著尼斯海灘旁是一條「英國人散步大道」，尼斯人喜歡在這裡散步、聊天、

騎車、遛狗、戲水、聽著石擊浪濤，說多愜意就有多愜意。 

〈下車參觀景點〉摩納哥教堂、大賭場、摩納哥皇宮、英國人散步大道。 



    

英國人散步大道 

沿著尼斯海灘旁是一條「英國人散步大道」，這是 1820 年尼斯的英國僑民募款所建的步行道，尼斯

人喜歡在這裡散步、聊天、騎車、遛狗、戲水、聽著石擊浪濤，說多愜意就有多愜意。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 旅館內尼斯沙拉+魚肉風味餐 

住宿：Park Inn par Radisson Nice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第十七天 8/10 尼斯/巴黎【羅浮宮＋市區觀光】半天 GUIDE 

今日我們安排前往世上最大的美術館－羅浮宮，內藏無數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收藏從古代東、埃及、

希臘、羅馬的美術品，到義大利、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德國、西班牙等地的繪畫，堪稱世界第一的

博物館，在此您可參觀到羅浮三寶－維納斯雕像、勝利女神像、蒙娜麗莎微笑名畫。接著展開市區觀

光：拿破崙的榮耀‧凱旋門、冰硬的鋼鐵成為柔美的線條，使它本身贏得了「巴黎貴婦」的渾名‧艾

菲爾鐵塔、世界最著名的街道，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街道之一‧香榭里舍大道。 

《含門票參觀景點》尼斯/巴黎內陸線機票、羅浮宮（如遇星期二羅浮宮休館，或遇特別假日休館時

將更改參觀其他博物館，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景點〉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 

羅浮宮 

大概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不只在於他那宏偉的宮殿建築，更有那最豐盛的藝術收藏。貝聿

銘的金字塔玻璃入口設計，更是畫龍點睛。當然更重要的是羅浮宮三寶，尤其是蒙娜麗莎的微

笑，更讓此博物館成為全世界最重的博物館。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MERCURE GRAE DE LYON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第十八天 8/11 巴黎【凡爾賽宮＋市區自由活動】半天 GUIDE 

今日專車前往參觀世界著名路易十四所建－凡爾賽宮。凡爾賽宮為全歐洲最華麗王宮，法王路易十四

為向歐洲各國炫耀其帝國的繁榮富庶特別興建。接著展開自由活動，您可以自由採購名牌精品，或自

行前往採購法國最著名的名牌化妝品和精品，或前往春天或老佛爺百貨公司 Shopping 挑選巴黎人喜

愛的物品。 

《含門票參觀景點》凡爾賽宮。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名人坊海鮮餐  

住宿：MERCURE GRAE DE LYON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第十九天 8/12 巴黎/轉機點  BR 088  1120/0630+1 

早餐之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第二十天 8/13 轉機點/台北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南歐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行程路線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