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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重量級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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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美學主廚
Armand Arnal 

知名畫家＆策旅人
Pierre Jaccaud 

巴黎文學企業冢
Josefa  

國際建築師
Philippe Jonathan 

米其林主廚家族
Nadia & Reine 

Sammut 

獨家

風格

成人

遊學

● 僅此一家，獨家long stay成人遊學旅程。

● 安排旅人無法自行進入的莊園隱境，受邀企業藝術人文宅邸作客共餐。

● 旅程以村落美學為主軸，旅人已去過的城市，也會享有不同見學設計。

● 隨旅點山林地景、人文美學特質，安排見學隱居藝術大師、工匠職人。

● 從產地到餐桌「綠里程」飲食，見證農人漁夫耕作捕捉自然人性農法。

● 就地取材歐洲美學隨處不在。

● 人文生態、樂音畫作、山林藝術觀賞、聆聽手作。

● 至少三處藝術人文雅士親自接待教學共餐。

● 旅程盡量少換飯店，8夜最多不超過3旅宿。

一小時半內。● 除了跨城市，每日拉車單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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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

旅程

居遊

體驗

● 取經巴黎文學女企業家，娓娓道來亞法交流35年間的故事。

● 驚豔安藤忠雄打造La coste藝術中心，普立茲獎世界名家光影藝廊。

● 歐洲最大的國家保護濕地，見識500多個物種如何呈現生態平衡。

● 緊跟訓練有素的松露狗前往山城尋香，見證出土松露。

● 乘坐舒適TGV前往普羅旺斯，一路綠毯綿延，令人不忍闔眼小憩。

● 呂貝隆村莊戶外寫生，畫一幅創意無限、意義重大的個作。

● 跟著普羅旺斯人來打一場南法全民運動-法式滾球。

● 品鑑有機葡萄酒、了解種植釀造及其獨特風味。

塞尚曾經這麼告訴梵谷：

去普羅旺斯吧！

那兒的陽光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暖和而清爽，

你可以在那兒見到前所未有的光線和鮮艷的色彩，

我也準備在那兒long Stay。

法國企業家的山居歲月201905.indd   2 2019/1/30   下午 04:39:25



3

職人

山居

產地

餐桌

● 古堡主人親自接待並為我們導覽古堡設計及名家藝品收藏。

● 受邀前訪南法指標國際建築師中世紀山穴地層景觀節能建築。

● 香草園主教作辦識香草特質及如何料理其芬芳滋味及盤飾。

● 學會品鑑真假橄欖油，立嚐年度評鑑95分冷壓初榨極品。

● 在安藤忠雄漂浮美術館－Lacoste有機葡萄莊園享用餐宴。

● 隨主廚家族上市場分辨自然有機食材及養份不流失的料理技法。

● 花園烹飪教室學作季節午宴與自然發酵無麩質麵包。

● 松露家族為我們料理南法家宴，如：松露奶油、起司及燉飯。

獨家

設計

● 預約客製從產地到餐桌料理，飲食全程把關。

● 開啟知性人文五感，美學素養就地潛移默化。

● 每日去取經傑出好鄰居宛如Long Stay遊學去。

● 親近農場土地、觀看水源生態、食農教育大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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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首日的空中旅程，一早抵達巴黎，於飯店享用完早點後，首站將拜訪法國文學企業家-

Josefa女士，Josefa女士不僅從事亞法交流超過35年，更鑽研東方文學，隻身前來台灣大學

台灣深造，獲得博士學位，跟隨Josefa女士，我們一探東西文化交流璀璨的火花。

中午，已為您預約保留美好時代風華的Blue Train藍火車餐廳，當您走進餐廳，映入眼簾的

鑲金框牆面柱廊、大圓拱型落地長窗、璀璨水晶吊燈與穹頂上巨型油畫彩繪，彷彿搭上穿越時

空的列車，回到百年前巴黎萬國博覽會的富麗堂皇與奢華。

下午乘坐高速舒適TGV前往普羅旺斯，一路綠毯綿延高低有致，讓人不忍闔眼小憩。約莫下午

抵達古城艾維儂。

DAY 1

午餐：Le Train Blue 晚餐：法式家鄉料理

住宿：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台北飛巴黎 - 取經巴黎文學女企業家 - 百年風華法式午宴 - 普羅旺斯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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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前往位於亞維儂與亞耳，一座極具意義的歷史山城採石場，遺址洞窟經知名博物館打造

已成為極高端的藝術創意科技及名畫最佳展示場所。再造的「光影採石場」利用山地穴形不

但成為聲光視覺藝術的會場，整個展區也突破2D視覺限制，將這些經典雋永的藝術作品，以

動畫方式輪播呈現，搭配精采絕倫的音響配樂，讓聲音和光影做多媒體整合，打造一場聽覺與

視覺的雙重盛宴。開展以來，已有【高更、梵谷，色彩的藝術家】、【莫內、雷諾瓦…夏卡

爾-地中海航行】、（米開朗基羅、達文西、拉斐爾-文藝復興等藝術主題。

傍晚，我們將前訪中世紀時，運用一個簡單的地勢落差，引進水流入市區與灌溉的高智慧水

壩，是具意義的世界遺產，見證雄偉世界建築，一窺老祖先的智慧與感動。

DAY 2
歷史山城 - 洞窟重現名家畫作 - 賞建築名作羅馬橋水壩

法國企業家的山居歲月201905.indd   5 2019/1/30   下午 04:39:26

午餐：田園鄉居午餐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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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養足精神後，我們來到綠意盎然的盧美航（village of Lourmarin），拜訪當地優質餐廳

La Feniere，跟著主廚家族學習辨識有機作物與健康的烹調方式。主廚不但首創將烹飪教室移

到室外花園，更是一位致力於有機創意美食的名廚。這裡同時設有一個有機專賣店，展示來自

當地的農產加工品，如：果醬、起司等等，我們將由陳列的產品，更深入地了解小鎮特色地

產，學會減少食物哩程的概念。也將跟著主廚的親身示範，使用當季鮮蔬與健康肉品烹煮今天

的豐美午餐。

午餐小歇後，讓我們跟著普羅旺斯人來打一場全民滾球運動，你會發現這才是Long Stay的我

們才能有的閒情逸致。

而來到南法絕對不能錯過見證天空之城Gordes的美麗壯闊，我們來到置高點，遠眺山城普羅旺

斯之美，看看這座法國最美的村落何以能成為一生不容錯過的旅行城市，體會英國作家彼得˙

梅爾（Peter Mayle）在山居歲月一書中，為何要如此歌頌這座寧靜的山城，並且流連忘返於

此之間。

DAY 3

午餐：現學現嚐星級午宴 晚餐：地方異國風味餐

住宿：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呂貝隆Luberon村莊 - 主廚帶領共烹共食 - 打場南法人的滾球運動 - 見證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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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瑪格是西歐洲最大的河流三角洲天然濕地，全區佔930公頃，除了農場外還有牧場，濕地潮

夕交會，開車要一個半小時才能走完全區，生態極為豐富，完全顛覆濕地只有蕨類的刻版印

象，保護區內原只有研究人員才可以進入，我們特別入境隨俗，乘坐馬車靜靜的認識屬於南法

濕地的特殊植物、蔬菜，細數動物區的物種，學會保護地球自然生態人類才能生生不息的不變

法則，最後，還要一揭在出生時為黑馬，最後會蛻變為白色神駒的傳奇。

午餐將前往一家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有機香草果園餐廳，星級養成、美學素養極佳的園主會先

為各位上一堂香草課，認識這家落實由產地到餐桌的質感餐廳種了哪些香草及果樹？它們如何

入菜及烹調出最佳口感？又如何化成餐桌上的風景，料理上桌時正是搶答的最佳時間喔！晚餐

時，無論室內與戶外都有絕佳花園美景，完全是南法人的飲食與生活風格。

DAY 4 

晚餐：dinner in a local 
Camargue Farm spanish type

兩千年羅馬古城與梵谷居留小鎮 - 乘坐馬車靜遊國家公園濕地 -

辦識香草入菜與盤飾預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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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有機香草預約餐廳

住宿：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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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位於普羅旺斯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La Coste有機葡萄酒廠莊園及由國際級建築大師

安藤忠雄所打造的建築藝術中心，大師試圖創造一個充滿水的空間，並讓美術館宛如漂浮在水

上。基地同時也是當代藝術之父塞尚的故鄉，酒廠中有許多建築名家的作品，包括由解構主

義建築師法蘭克‧蓋里(Frank Gehry)所設計的音樂廳，傑‧努維爾(Jean Nouvel)設計的酒

窖，整個藝術村佈滿了名家的藝術作品，其它還有日本藝術家杉本博司、Louise Bourgeois、 

Alexander Calder等人的作品，是前來普羅旺斯不可錯過的藝術養份。

我們將先由專人帶領欣賞這充滿藝術氛圍的莊園，接著品鑑有機葡萄酒如何種植釀造並保有其

獨特風味。午餐後將由藝術中心專人導覽展場藝術與鑑賞名作，稍晚則前往艾克斯市中心感受

藝術古城的魅力風情。

DAY 5

晚餐：艾克斯鄉村風味餐午餐：Lacoste Fondation

住宿：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普羅旺斯艾克斯 - 有機葡萄園品鑑學習 - 在藝術中心上一堂安藤忠雄的美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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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梵谷一樣沈浸在熱情的普羅旺斯時便畫作靈感全湧，居遊在南法的大家被潛移默化的美學

鑑賞與藝術品味也會大大的提升，今天，正統學派兼策展人的知名畫家Pierre Jaccaud將帶著

我們前去夢境幻村莊作戶外寫生，畫一幅完全不需要技法，屬於你心目中的普羅旺斯，無論你

要名師指導，解析畫風心境，或送給同行旅人還是你此行的紀念品，意義之重大都將是無法計

價。

下午，我們要去拜訪松露之家，跟著訓練有素的松露狗前往山區尋找山中金礦，最後並由松露

家族為我們料理鄉村松露家常風味餐，包括松露奶油、cheese、燉飯…等。

DAY 6
一探梵谷創作泉源 - 呂貝隆村莊戶外寫生 - 跟著松露犬尋味 -  品鄉村家傳松露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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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南法地方景觀畫餐 晚餐：鄉村家傳松露風味餐

住宿：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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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受邀另一位指標性的國際級建築師的中世紀山穴家中午餐，餐後建築師將親自導覽，在

這座既原始又摩登的「穴居」裡，有臥室、浴室、書房和大面積的開放空間；客廳中的大吊燈

來自緬甸，是室內少數氣派的裝飾品；內部的隔間，是依當年採石灰岩時所遺留下來的，粗壯

的支撐柱上還保留著鏈臂鋸的刮削痕跡。建築師用混凝土在內部搭建起兩層樓的空間，滿足了

臥室、工作室等不同功能的需求。

我們一探建築師如何選擇住在石場穴居，如何遵循綠建築中的友善環境及節省能源建材讓居家

融於山居，同時也分享普羅旺斯的建築風格與美學。建築師邀請旅人一同在穴居享用地中海鄉

村料理，是身為主人最真誠款待。

DAY 7

 晚餐：普羅旺斯惜別夜午餐：建築師家傳遞中海鄉村料理 

住宿：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親導穴居友善節省能材建築風格與美學 - 建築師家傳遞中海鄉村料理 - 

入座咖啡廣場享受天堂村落向海洋掬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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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們將乘坐高速舒適的TGV回到巴黎，並再次沈澱回味綿延綠毯及前幾日在普羅

旺斯的居遊歲月。下午我們將入住市區飯店，大家可自由選擇旅店早憩或城市閒逛。隔

天品味完歐陸早餐，抵達機場後，隨即要配合法國人的慢活節奏提前作入關手續準備，

搭乘11:20的班機直飛台北回到甜蜜的家。

DAY 8&9

晚餐：自由用餐

返回時尚巴黎－塞納河散策＆靜賞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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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到台北 - 回到甜蜜的家

午餐：家鄉異國風味餐

住宿：Residhome Paris Opera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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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戈爾德 Gordes

呂貝隆 Luberon

盧瑪宏 Lourmarin

艾克斯 Aix

馬賽 Marseille

亞維儂 Avignon

蒙特夫蘭 Montfrin

阿爾勒 Arles

法國 France

台北

普羅旺斯 
Prov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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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說明

主要停留點

飛機航線

路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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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Residhome Paris Opera 或 同級

住宿

風格

Day1-Day7

Grand Hotel Roi Rene Aix en Provence 
Centre MGallery by Sofitel 或 同級

法國企業家的山居歲月201905.indd   13 2019/1/30   下午 04:39:32



14

法國企業家的山居歲月201905.indd   14 2019/1/30   下午 04:39:35

14



15

法國企業家的山居歲月201905.indd   15 2019/1/30   下午 04:39:36

报名资讯

邀尋找慢活又有學習性旅程；有別於一般旅程的視野
體驗各種美學手作療癒課程；享受旅程中的驚喜感動

時間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05/31(一 ) 23：40 07：30(+1) 桃園 TPE/ 巴黎 CDG 長榮航空 BR087

06/09(三 ) 11：20 06：30(+1) 巴黎 CDG/ 桃園 TPE 長榮航空 BR088

*貼心提醒：抵臺日期為6月10日早上06:30*
*3月31日前開票的旅人，請事先與專案確認班機*

旅程日期：05/31( 一 ) - 06/10( 四) ，共 11 天 8 夜，含飛行時間
旅程旅程費用 ：台幣 180,000 元，機票另計。
集合地點：法國戴高樂機場，唯一咖啡廳（出關後左側） 
**     10人以上成行，限額 18 席領；隊於海外機場與旅人集合

費用包含
(1)行程中早午晚全程餐食、八夜住宿、交通接駁費用
(2) 行程中職人導覽、文化體驗見習、景點參訪門票等費用
(3) 全程領隊、導遊司機行李小費
(4) 本報價為二人一室適用，若單人一室需另行洽詢報價
(5) 團體旅遊險提高至 500 萬元、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多份保障多份安心

費用不含
(1) 台北 - 法國來回機票、機場及服務稅捐

- 各艙等機票參考費用 ( 以實際開票時價格為準 )
- 經濟艙 28,000 元；豪經艙 50,000 元；商務艙 105,000 元

(2) 新辦護照、國內機場接送機、匯款手續費及其他私人消費
(3) 行程期間因生病衍生之住宿餐飲、醫療救助、特殊照顧及保險自付額等費用

連絡資訊
主辦單位 :                                     
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電話：02-86433926、02-86433543、02-86433581
手機：0956-200-868、0989-689609
傳真：02-8643-3968
信箱：utravel@udngroup.com.tw
網站：http://utravel.udn.com

匯款帳戶
銀行：臺灣銀行 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 004 / 分行代碼 0646）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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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山澗園林宋居
三天兩夜，靜心沉浸於山澗園林宋居

入住獨棟 villa，享受靜謐優雅私人時光

獨家演繹宋代文人四藝雅趣、曲水流觴茶席

三顧茅廬隱居魚池東光的ㄧ代陶藝大師

訪全世界首間當代寫實藝術的私人美術館

● 宜蘭－醫生的四季展美館
主治醫生棄高薪，主人親造用色大膽美術館

資深美術館館長風趣暢談，畫一幅眼見美景

青創獎得主四季青花瓷陶作，看見東方美學底蘊

走入莫內《睡蓮》景觀池 賞水中落羽松與珍珠湧泉

山中珠寶盒建築美術，開啟生命感觸之鑰

● 台東－台灣最後的香格里拉

首代電子元老親築樂齡暖身家園

二代貼心打造智慧型管家與米其林級廚房

總編返鄉致力食農教育 領庸碌人回家生活

跟著建築師，窺探會呼吸的民宅

水產養殖達人帶旅人見證台灣小島軟實力

● 屏東－台灣最後一個桃花源

偉人行館、天堂villa，一次雙覽

４０坪奢華野溪溫泉美人貴妃湯房 

獨訪苗圃探訪偉人書齋，享世界級國家公園景緻

探訪神秘51區國家級戰略組織 

夜幕微醺品酩，綠茵停機坪看星、觀月

年度企業家山居歲月

系列講座及旅程
職人教授。感動學習。身心靈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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