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世紀過去了，薄酒萊的名聲隨著採收葡萄的

吟唱傳遍全世界。不僅因為這裡的葡萄酒，更

因為許多藝術家、作家，如法國浪漫詩人拉馬

丁(Lamartine)所描述的景色，走近隆河谷地的

丘陵和美酒，探索為何吸引藝術創作者的地

方。

薄酒萊是一塊傳奇之地，起源於兩個字「beau」

(即漂亮的)、「joli」(即美好的)，城堡、農莊

和教堂散落在優美的河谷和丘陵、葡萄園，

而從17世紀就作為建築材料的黃金石

頭，將這個地區染上了如托斯卡尼

的光彩和鄉村情調。

薄酒萊紅酒(Beaujolais)的怡人果

香、香醇口感，使它成為法國最

受歡迎、銷售量最多的高級紅酒。

而在每年11月的第3個星期四，全球同

步上市的薄酒萊新酒

( B e a u j o l a i s

Nouveau)，也在台灣同

步開瓶，更是讓薄酒萊的名

號享譽國際。

具有豔麗的紫紅色澤的薄酒萊新酒

採用浸泡方式來釀造，利用葡萄本

身的重量壓力和發酵所產生熱能，

以保存更多果味，並且減少丹寧酸

的吸收。

而薄酒萊新酒的產地「薄酒萊」

(Beaujolais)位於里昂北方，屬勃

根地產區的南端。薄酒萊紅酒依葡萄園的位

置，劃分為三個等級：Beaujolais薄酒萊、

Beaujolais Villages優 等 薄 酒 萊 酒 莊 、

Beaujolais Crus優等薄酒萊。

薄酒萊等級的葡萄園位於南部廣大平原，沿著

美麗的酒鄉之路，共有39個法定酒莊與1000個

一般酒莊，但這些酒莊個別名氣不大，故在標

籤上無標示所屬酒莊名稱。

而在北部被稱為Haut-Beaujolais山坡上的10個

酒莊，所釀造的薄酒萊紅酒比一般酒莊級果香

更濃郁，因此使用其酒莊作法定產區。10個優

等薄酒萊酒莊分別是：Brouilly、Côte de

Brouilly、Chénas、Chiroubles、Fleury and

Juliénas、Morgon、Moulin-à-vent、

Saint-Amour、Régnié。

薄酒萊地區的居民散發出好客和

淳樸的氣息，不論是種葡萄、釀

葡萄的人、工匠、小旅館主

人，隨時隨地都願意敞開大門，

歡迎你加入薄酒萊歡樂的行列。

朱里耶納
Juliénas

這裡的新酒可以在瓶中儲藏幾年後再飲用，以

紅酒燜雞著稱，本村的葡萄酒在教堂、城堡與

迪姆大宅(Maison de la Dîme)中貯藏及販售。因

為地質為黏土，孕育出桃子、櫻桃和草苺的香

味，這種特別的個性造就高品質的酒，有深紅

色的色澤和強烈的口感。

富勒喜Fleury
由於土壤肥沃，喝起來如絲般柔順的口

感、優雅的氣息、充滿花和水果的芬

芳，讓此地充滿誘惑的魅力。此區所

產的酒呈胭脂紅的色澤，由於地區的傳

統是要由當地的處女來看守，使它成為薄

酒萊酒莊最女性化的酒。

維耶-摩貢Villié-Morgon
是一個充滿風化岩石、崩碎岩

片的地區，空氣中瀰漫著清新

的氣息，因而孕育出濃郁醇厚

的酒，酒的色澤為深石榴色，散

發出櫻桃、桃、杏、李的香味，必

須儲藏幾年才能飲用。在村莊中央的18世

紀城堡酒窖中可品嚐葡萄酒。

布胡依Brouilly
位於布胡依山(Mont Brouilly)山

腳下，是薄酒萊地區產量最豐富

的所在。這裡產的酒散發出如同

深紅寶石般的色澤，散發出淡

淡的果香。薄酒萊葡萄酒

節 (Festival du

Beaujolais)約在每

年6月中旬至7月中

旬舉辦，歡樂慶豐收

的氣氛，值得前

往一探究竟。

薄酒萊酒鄉
薄酒萊旅遊局Maison du Tourisme

電話：+33 (0)4 74 07 27 50

傳真：+33 (0)4 74 07 27 59

網址：www.beaujolais.com

電郵：paysbeaujolais@beaujolais.net

如 何 前 往

欲前往薄酒萊酒鄉可向里昂旅遊局詢問相關旅遊行程，或洽Great Chauffeur 

交通旅遊公司，該公司提供個人交通與個人旅遊行程規劃等專業服務。

詳細資訊請查詢www.greatchauffeur.com 或洽 contact@greatchauffeur.com。

隆河-阿爾卑斯山

省(Rhône-Alpes)

是法國特殊景觀的

縮影，也是法國最

豐富多彩的地區，

再也沒有任何一個

地方可以看到這麼

多變的景觀：阿爾

卑斯山、法國最大

的湖泊、著名的葡

萄園、迷人的城市

和滑雪渡假勝地、

種滿薰衣草和橄欖

樹的山區、以及漂亮的城堡與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評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隆河-阿爾卑斯山省地處法、義、瑞

三國的邊界，是往來於巴黎和

蔚藍海岸(Riviera)間的重要

轉運點，主要是由法國境

內的阿爾卑斯山和隆河河

谷地所構成的一塊區域，也

是北歐和南歐往來的交通樞

紐。

這裡是法國第二受歡迎的旅遊勝地，僅次於蔚

藍海岸(Riviera)，每年約有3千萬旅客前往旅

行，舒適怡人的氣候，全年度都適合旅遊。

隆河-阿爾卑斯山省有境內有數個機場，其中里

昂 機 場 ( Aéroport

Lyon St-Exupéry) 為

國際機場。從台灣

前往巴黎，再

從 巴 黎 直

接轉搭法

國航空班

機到里昂

（Lyon），飛

行時間約1小

時。或是搭乘

TGV(高速子彈列

車)，從巴黎到里昂也只要2個小時，隆河-阿爾

卑 斯 山 省 的 其 它 大 城 市 ， 如 安 錫

（Annecy）、格爾諾伯勒（Grenoble）、

瓦隆斯（Valence），從巴黎也有TGV

可直達；欲前往其它城市或滑雪渡假

勝地，則可先從巴黎搭乘TGV在轉搭

當地的火車即可快速到達。

阿爾卑斯山
擁有歐洲屋脊之稱的阿爾卑斯山（Alpes），造

就了許多人想挑戰的高峰峭壁，歐洲最高峰白

朗峰（Mont-Blanc），就在隆河阿爾卑斯山

省，也有奇特的冰河景觀。積雪融化後也形成

了眾多面積廣大的湖泊，如布爾杰湖（Lac du

Bourget）和安錫湖（Lac d'Annecy）、雷夢

湖(Lac Léman)。得天獨厚的

地理環境，讓旅客在這個地

區可終年不間斷地從事各

種運動，如滑雪、健行、

登山、自行車、攀岩、游

泳、划船、釣魚、獨木舟等

等，所以這裡成了法國第二受歡迎

的渡假勝地。

里昂乾紅腸
里昂道地的佳餚中，有一種著名的里

昂乾紅腸(Rosette de Lyon)，做法為

在腸衣中灌

入豬腿肉，然後

再切片食用，是

不可錯過的法式料

理。而另一道里昂料理──

搭 配 炒 洋 蔥 的 里 昂 內 臟 腸

(Andouillettessàsla Lyonnaise)，

則是用在腸衣中灌入小牛肝和絞碎

的豬腳，值得一試。

乳酪
本區的乳酪種類多達100種以上，

居全法國之冠，其中著名的有赫伯

羅頌 (Reblochon)、伯佛(Beaufort)、薩

瓦乾酪(Tommes de Savoie)、聖馬

賽林(St Marcellin)、豐盛乳酪

(Abondance)、畢勾東(Picodon)、

薩 瑟 納 日 藍 乳 酪 (Bleu de

Sassenage)、加葡萄乾的薩瓦乾酪

(Tomme au raisin)、哈克雷特乾酪

(Raclette)等等，乳酪的材料有的是牛奶、有的

是羊奶，加上發酵的時間不同，因而產生截然

不同的口感，除了直接切片來吃，或是將融化

的乳酪加入酒混合，也可以搭配冷肉、馬鈴

薯、醃菜，是補充體力的聖品，還可以當火鍋

鍋底，薩瓦地區的著名起士火鍋，如薩瓦起士

火鍋 (Fondue Savoyarde)、塔提菲葉德

(Tartiflette)、哈克雷特等等，就

這樣上桌了！

小王子Le Petit Prince
已經發行百餘種版本、風靡全球

的知名童話「小王子」，是身兼作

家及飛行員的聖修伯利(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的著作，安東

尼出生於里昂，天性熱愛冒險又

富赤子之心，在這裡可以買到各

種小王子的紀念商品。

Rhône-AlpesBeaujolais

台北辦事處

台北市復興北路167號13樓

電話：(+886 2) 2714-8987

傳真：(+886 2) 2718-8203

香港辦事處

香港德輔道中199號，維德廣場18號1805室

電話：(+852) 2815-5877

傳真：(+852) 2536-9087

北京辦事處

北京市朝外大街乙12號昆泰大廈1612A室，郵編100020

電話：(+86 10) 5879-7850

傳真：(+86 10) 5879-7670

隆河．阿爾卑斯山省Rhône-Al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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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城市卡」是探索里昂最好的選擇。持卡除了

可以參觀多數里昂知名的博物館、美術館、古羅馬

大教堂外，還可以自由搭乘市內的巴士、地鐵和電

車等大眾交通工具，4月-10月還可以乘坐遊船一覽

頌恩河美景。「里昂城市卡」依使用天數分為1

日、2日3日卡，並有針對未滿18歲的青少年設計

的「青少年卡」Lyon City Card Junior。正確價格

及使用詳細資訊請查詢里昂旅遊局網站。

里昂
里昂旅遊局

Office du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u Grand Lyon 

電話：+33 (0)4 72 77 69 69

傳真：+33 (0)4 78 42 04 32

網址：www.lyon-france.com

電郵：info@lyon-france.com

如 何 前 往

從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Aéroport Charles de Gaulle）或奧里機場（Aéroport d'Orly）搭法國航空班機到里昂，每天分別有7個以上航班，飛行時間約

1小時。搭乘TGV也是另一個選擇，從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或巴黎里昂車站（Paris Gare de Lyon）開出，每天約30個班次，只要2個小時即可抵達。

走進里昂市區，每

每為這個城市的多

變風貌感到讚嘆。

這裡巧妙地融合了

古典與現代之美，

古羅馬時代的遺

跡、文藝復興時期

的教堂、絲綢時代

的 公 共 通 道

(Traboules)......，

身為法國第二大城

市，它見證了歷史

的光華，也承載了耀眼的成就。

漫步里昂，2000年的歷史，隨著每座建築在眼

前浮現，也是因為這麼豐富的古蹟遺產，使得

里昂在1998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中最

大的一塊文化遺跡，佔地1200公頃。隨處可見

的中世紀教堂與劇院，讓人仿如置

身文藝復興的榮景裡，而穿梭在舊

城鎮裡像迷宮一樣狹窄封頂的小

巷，則可以想像當年運輸絲織品的

盛況。

位居歐洲心

臟 的 里

昂，是隆

河-阿爾

卑 斯 山

省 的 省

會，因為

地理位置特

殊，一直是歐洲

史上極為重要的

貿易重地。羅馬

時代，是軍事重

鎮。文藝復興時

期，免稅政策吸

引了許多商人、

銀行家到此定

居。15世紀，

成為全歐洲印刷

中 心 。 1 6 世

紀，因絲綢成為

法國紡織中心，

知名的愛馬仕

（Hermès）就是

發跡於此。直到

今日，里昂的光

彩絲毫不減，一直是法國舉足輕重的經濟金融

重鎮。

里昂市中心位於頌恩河(Saône)與隆河(Rhône)
的沖積扇上，舊城區(Vieux Lyon)橫跨了頌恩

河，城市北邊是舊製絲區，隨處都可以墜入歷

史的回憶之中，而隆河東岸則是現代化的里昂

新市區，裝飾簡約卻又不失亮麗的櫥窗裡，引

領著法國的時尚流行趨勢。里昂就是這樣一個

走在時代尖端，又充滿迷人內涵的都市。

里昂另一個迷人之處在於美食，豐富的食材、

細緻的烹調、多樣化的料理，除了道地的里昂

菜，眾多知名的大廚師，如：保羅柏克斯(Paul

BOCUSE)、 尚 保 羅 拉 宮 貝 (Jean Paul

LACOMBE)、皮耶歐希(Pierre ORSI)、克里

斯提永岱德鐸(Christian TÊTEDOIE)以及菲力

浦沙馮(Philippe CHAVENT)所精心烹煮的各

類法式料理，使得里昂被冠為法國美食首府，

而在里昂也有許多米其林評選

的優等餐廳。

到頌恩河畔一遊，會發現里昂

俯拾皆美的情調，除了遊船、

河邊的藝術、蔬果市集，還有

許多建築物的牆壁上畫著幾可

亂真的圖案：有的是商店、

書櫃，有的是歷史名人，

創意的彩繪為里昂增添了

驚奇的樂趣。

里昂的夜生活，從欣賞大

型建築物的絢麗燈光開始，

小酒館、電影院、劇場、音樂

會等，更是將里昂的夜點綴得繽紛

多彩。從1992年開始，里昂國際雙年舞蹈節，

已變成里昂地區居民的一項大型街頭活動。

推薦景點

古羅馬劇場Théâtres Romains de Fourvière／

富維耶聖母教堂Basil ique Notre-Dame de

Fourvière／貝勒庫廣場Place Bellecour／高盧-

羅馬博物館Musée Gallo-Romain de Lyon

Fourvière／Cathédrale St Jean-Baptiste 大教

堂／里昂美術博物館Musée des Beaux Arts de

Lyon／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布料博物館Musée des Tissus／印

刷博物館Musée de l'Imprimerie

Lyon

里昂城市卡Lyon City Card

-Cette ville aux beaux silences.里昂散發沉靜之美∼聖修伯利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小王子”作者

Annecy3h45
5

Grenoble

Valence

Beaujoulais
●

●Chamonix-

Mt Blanc

● Lac Léman

●Lyon
里昂

●Grenoble
格爾諾伯勒

●Valence
瓦隆斯

●

Suze la Rousse

●Romans
羅芒

Lac Léman 雷夢湖
●Evian埃維雍●

Yvoire
依芙

Divonne●
迪馮

●
Courchevel

●
Val d'lsère

Tignes●

霞慕尼
Chamonix-

Mont-Blanc ●

●Nyons

●Grignan

l
e

s
 

A
l

p
e

s

R
h

ô
n

e

R
h

ô

e

Saint-Etienne●

2h
30 Lyon

2h45
5

2h11
11

Time from 
Paris

number of
trains

Swiss

Italy

隆
河
谷
地
酒
區

●
Thonon
多儂

●Aix-les-Bains

●Hauterives
歐德里夫

●Montélimar

▲維禾寇山公園
Parc Régional 
du Vercors

▲
沙特禾茲山公園
Parc Régional de la
Chartreuse

V
ig

no
bl

e 
C

ôt
es

 d
u 

R
hô

ne
V

ig
no

bl
e 

B
ea

uj
ol

ai
s 薄

酒
萊
酒
鄉 ●安錫湖

Lac d'Annecy 
n

Lac du Bourget 
布爾杰湖

▲
Les gorges 
de l'Ardèche

里昂絲©CRT RHONE-ALPES/IMAGE DE MARC 古羅馬劇場©CRT RHONE-ALPES/C.DELPAL 攝影

幾可亂真的壁畫©OT LYON/TRISTAN DESCHAMP 攝影 Dôme Hôtel Dieu©OT LYON/TRISTAN DESCHAMP 攝影

市府廣場夜景©OT LYON/TRISTAN DESCHAMP 攝影 聖約翰教堂附近街道©OT LYON/TRISTAN DESCHAMP 攝影

富維耶聖母教堂 ©MOOK/戴鎂珍攝影

里昂夜色©OT LYON/TRISTAN DESCHAMP 攝影

頌恩河畔壁畫©MOOK/戴鎂珍攝影

迷人的頌恩河畔©OT LYON/TRISTAN DESCHAMP 攝影

©MOOK/戴鎂珍攝影

酒鄉美景©CRT RHONE-ALPES/Didier BRANDELET攝影

酒窖品酒©CRT RHONE-ALPES/MOOK/戴鎂珍攝影

薄酒萊美酒與美食©CRT RHONE-ALPES/Aline PERIER 攝影

©MOOK/戴鎂珍攝影

薄酒萊酒莊陳列室©MOOK/戴鎂珍攝影

薄酒萊酒莊陳列©MOOK/戴鎂珍攝影

©MOOK/戴鎂珍攝影

©MOOK/戴鎂珍攝影

圖片提供 CRT RHONE-ALPES ■ MAISON DE LA FRANCE

安錫湖©CRT RHONE-ALPES

鄰近瓦隆斯的隆河谷地©CRT RHONE-ALPES/Aline PERIER攝影

頌恩河畔©OT LYON/Tristan DESCHAMP攝影

阿爾卑斯美食

©CRT RHONE-ALPES/Aline PERIER 攝影

©MOOK/戴鎂珍攝影

Cour des Voraces

©OT LYON/Tristan DESCHAMP攝影

Ô temps, suspends ton vol! et vous, heures propices, suspendez votre cours!
時間哪！請暫時收起你的羽翼！而慈悲的光陰啊，請暫停流動吧！∼拉馬丁Lamartine，19世紀法國詩人。

隆河-阿爾卑斯山省
隆河-阿爾卑斯山省觀光局Rhône-Alpes Tourisme  

電話：+33 (0)4 72 59 21 59

傳真：+33 (0)4 72 59 21 60

網址：www.rhonealpes-tourisme.com

©MOOK/戴鎂珍攝影

恬靜的住所©CRT RHONE-ALPES/Didier BRANDELET 攝影

酒鄉一隅

©MOOK/戴鎂珍攝影

法國觀光局

●
Megève
梅傑夫

Annecy
安錫

法國觀光局

電話：+33 (0)4 72 27 54 73，傳真：+33 (0)4 72 27 54 85



第一眼見到阿爾卑斯山，就被它的壯麗浩翰所

震撼，而位於法瑞邊境的法國小鎮霞慕

尼，更像置身於童話故事中的畫面，尖

塔屋頂上堆著可能飄落的雪花，整個小

鎮裡穿梭著滑雪客，而商店裡除了滑雪

器具、登山用品，更多的是帶有阿爾卑

斯山風格的商品，如瑞士刀、咕咕鐘、

聖伯納犬玩偶，事實上，霞慕尼距離瑞

士開車僅需20分鐘左右，而只要一過

白 朗 峰 隧 道 （ Tunnel du Mont

Blanc），便是義大利國境，是阿爾卑

斯山系的樞紐

城鎮。

終年白雪皚皚的

阿爾卑斯山所

圍繞的的霞慕

尼，是攀登白

朗峰(Mon t -

B l a n c ) 的 起

點，也是國際知

名的滑雪勝地，不

但有纜車可以直達冰河，更可以從

事雪地健行，近距離地接觸阿爾卑

斯山。

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因此遊霞慕

尼四季皆宜，冬天是觀光客最多的季節，從12

月到3月，到處都是滑雪客，在這裡從事各項戶

外活動，如飛行傘、泛舟、

單車、健行、直升

機、纜車、登山

火車等。即使

是6到9月的夏

天，各種豐富

的活動，如：

攀 岩 、 音 樂

會，吸引了眾多避

暑遊客，讓霞慕尼的魅

力終年不減，難怪長久以來即為歐洲人最喜愛

的渡假勝地。

每個到霞慕尼的人，第一目標是搭纜車登上位

於海拔3842公尺高的南針峰(Aiguille du

Midi)，因為可由南針峰眺望氣勢雄偉的阿爾卑

斯山最高峰白朗峰(Mont Blanc)。由針鋒高地

(Plan d'Aiguille)也可眺望阿爾卑斯山諸峰。

另一樣吸引人的便是阿爾卑斯山壯麗的冰河景

觀。遊客可搭乘冰河列車緩緩穿越阿爾卑斯山

峰，欣賞歐洲最大的冰河勝景，拜訪阿爾卑斯

山 博 物

館，了解

阿爾卑斯

山動植物

的群落生

態 或 是

參觀冰

洞中的水晶藝廊與冰雕，最後在蒙東維爾飯

店（Hôtel du Montenvers）餐廳內享受當地

的風味餐，飯後在冰河咖啡廳的露天咖啡座上

品嚐宜人的咖啡香。

除了登山、滑雪、健行等體育戶外活動之外，

在霞慕尼有超過200家的商店、100多家餐館、

3間電影院、數家夜總會、迪斯可酒吧，甚至還

有一家賭場，讓遊客在寧靜的山谷小鎮，也能

享有多采多姿的渡假時光。

推薦景點

阿爾卑斯博物館Musée Alpin/ 南針峰Aiguille

du Midi/ 針峰高地Plan d'Aiguille /冰河景觀

Mer de Glace

真實的梅傑夫，美麗的梅傑夫，

獨一無二與永遠的梅傑夫！

梅傑夫是雪與陽光匯集的地方，充滿著魔幻魅

力，不只是法國的鄰近國家，梅傑夫已準備好

要向世界各地的人，發出最誠摯的邀請。

除此之外，這個道地的阿爾卑斯

山小鎮將要籌辦一個令人驚豔的

國際季節，這個活動標記著梅傑

夫將正式成為世界最尊榮的滑雪

度假俱樂部的一員，事實上，一個世紀以來，

這裡的雪與白色魔力，使得梅傑夫一直被視為

高級滑雪區。

世界盃滑雪比賽、「阿爾卑斯之最」的國際標

誌都只是曾在梅傑夫舉辦過的節慶與體育活動

的著名例子，這些實例更突出梅傑夫登上最高

峰的潛力，也是滑雪、度假與旅遊最佳品質保

證。

滑雪區
高度：海拔1.113~2.350公尺

特色：滑雪區是呈半圓形劇場的開放空間，白

朗峰上綿延幾英畝的松樹林透著沉靜的氣氛，

各式滑雪道交錯期間，令人迫不及待地想去探

索。順著松樹林與滑雪道，成群的度假小木屋

與餐廳點綴著這個靜謐的滑雪區。

如果梅傑夫的夏日美景長留該多美好? 高聳的

白朗峰山巔永遠披覆著白雪皚皚，樹林中或山

脊上蜿蜒的小徑，穿過柔軟的樹叢綠地直達七

月的晴空，勾勒出簡潔的美麗圖畫。純淨的水

從瀑布飛瀉而出的，化成溪流與湧泉，梅傑夫

也因此成為阿爾卑斯山水之首都。音樂與節慶

奏出季節的韻律更讓人振奮。方鎮(Village

Square) 迷人的驛馬車，是一項特別的活動，

也歡迎偶然的過客參與。

任何人都同意，梅傑夫的夏日將會很美好，不

論是在高爾夫球道上，或在河岸邊；在梅傑夫

的鄉間或在鵝卵石路上。現在是大家規劃個人

完美行程的時候了！梅傑夫的夏天將帶給您天

堂般的平和與喜悅。

瓦隆斯矗立在隆河河岸，風光秀麗，是喜愛優

雅生活的人仕一定要造訪的城市。

許多知名的作家都曾描寫在隆河度過的閒適時

光，進入瓦隆斯，你也可以用更輕鬆的方式發

現隆河之美。國際知名的航海會議就在這裡的

港口舉行、TGV地中海線從這裡經過。瓦隆斯

市中心為繁忙的商業城，四周被林蔭大道和充

滿綠意的住宅區所包圍。整個舊的市區則被規

劃成行人徒步區，所以遊客可以從容地走在這

裡，欣賞許多歷史久遠的美麗建築。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瓦隆斯成為觀光和各

類活動的勝地，同時也是往北前往里昂或往南

到 普 羅 旺 斯

(Provence)必經

之地。對法國人

而言，瓦隆斯是南

法的起點，因為瓦隆

斯所屬的德弘區（Drôme）

以南與普羅旺斯接壤，所以也能觀賞到令世人

傾心的薰衣草與向日葵花田。

瓦隆斯以2000年的歷史文化和在15世紀成立的

大學城聞名於世，即使到現在，成就依然耀

眼，在科學、文學、法律、藝術、科技上，孕

育了許多人才。這裡的博物館收藏有羅馬時期

的素描粉筆畫，也會不定期地展出豐富的考古

學展覽、收藏古典和現代繪畫。並且以前衛劇

場自豪。

瓦隆斯附近的羅芒(Romans)，是法國鞋業首

府，在這裡有一座鞋類博物館。附近也能夠買

到 便 宜 的 鞋 類 商

品。另外在附近

的 歐 德 里 夫

(Hau t e r i v e s )

鎮，有一座造型

奇特的宮殿Palais du

Facteur Cheval。此外值得一

提的是，瓦隆斯一帶也是隆河山坡（Côtes du
Rhône）優質葡萄酒的集中地。

推薦景點

人頭屋Maison des Têtes／Maison Dupré

Latour／克雷克廣場Place des Clercs／聖阿波

利內爾大教堂Cathédrale St-Apollinaire／美術

館Musée des Beaux Arts／茱維公園Parc

Jouvet／克呂索堡Château de Crussol／

Université du Vin à Suze la Rousse旭茲拉如

思葡萄酒大學

格爾諾伯勒位於里昂東南方，德拉克河（Le

Drac）和伊澤爾河（L'Isère）的會流處。北有

省立沙特禾茲山公園（Parc Régional de la

Chartreuse），西南有省立維禾寇山公園（Parc

Régional du Vercors），東南有貝勒東山脈

（Massif de Belledonne），早在西元3世紀便由

高盧羅馬人建立，是歷史悠遠的城市。西元18

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格爾諾伯勒是法國最早起

義的城市之一。19世紀在這裡誕生了一位文

壇巨星司丹達爾（Stendhal），他的不朽著作

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對後世的文

學創作影響深遠。1968年冬季奧運選在此地

舉辦，也是現今法國化學、電子工業和核子

研究中心，因此聚集了眾多學者、研究人員

與學生。不論是歷史或在學術上，格爾諾伯

勒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探索格爾諾伯勒可先搭乘纜車登高250公尺展

望旖旎風光，之後再以徒步的方式穿梭在雜

沓的街巷間。想逛街或享受露天咖啡座的悠

閒時光，可以到維多雨果廣場（Place Victor

Hugo）、格禾涅廣場（Place Grenette）一帶。

這裡是學生以及當地人打發時間最常去的地

方。或是沿著盧梭街（Rue Jean Jacques

Rousseau）探尋文豪司丹達爾（Stendhal）的

足跡。喜愛藝術繪畫的朋友，千萬別錯過創建

於18世紀的格爾諾伯勒博物館（Musée de

Grenoble），館內收藏有法蘭德斯時期德拉圖

（De la Tour）、盧本斯（Rubens）、德拉克華

（Delacroix）與近代畫家高更（Gauguin）、馬

蒂斯（Matisse）、畢卡索（Picasso）等人的精

彩作品，總計超過4500幅，另外有400件的雕

塑，以及令人驚艷的古埃及文物，可說是歐洲

境內屬一屬二的大館。

推薦景點

多菲內博物館Musée Dauphinois/格爾諾伯勒

美術館Musée de Grenoble/聖母大教堂

Cathédrale Notre-Dame/聖 安 德 雷 教 堂

Collégiale St-André/巴士底要塞Fort de la

Bastille/司法院Palais de Justice/聖羅蘭教堂考

古遺址Site Archéologique de l'Eglise St-

Laurent/王儲花園Jardin des Dauphins/維吉勒

法國大革命博物館Musé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à Vizille

Megève 瓦隆斯
瓦隆斯旅遊局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e Valence

電話：+33 (0)8 92 70 70 99

傳真：+33 (0)4 75 44 90 41

網址：www.valencetourisme.com

電郵：info@valencetourisme.com

如 何 前 往

從巴黎里昂車站（Paris Gare de Lyon）搭TGV

，每日約有11班次，約2小時即可抵達瓦隆斯火

車站，再轉搭當地巴士或火車即可抵達市區。

格爾諾伯勒
格爾諾伯勒旅遊局 Office de Tourisme de Grenoble

電話：+33 (0)4 76 42 41 41

傳真：+33 (0)4 76 00 18 98

網址：www.grenoble-isere.info

電郵：info@grenoble-isere-tourisme.com

如 何 前 往

從巴黎里昂車站（Paris Gare de Lyon）出發，

每日約有5班TGV，約3小時即可直達，或是由里

昂市轉搭當地的火車，也相當便利。

Grenoble
安錫是薩瓦高地區（Haute-Savoie）的首府，

被列為法國最美麗城市之一，安錫的美麗，讓

她贏得了「阿爾卑斯山珍珠」的美譽。

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可以像安錫一樣，散發出既

慵懶又充滿活力的氣息，喜歡安靜的人可以沿

著湖邊散步，或是坐船遊湖，愛好戶外活動的

人同樣可以在精彩的活動中得到滿足：划船、

風帆、獨木舟，而圍繞在安錫湖的山

脈，則是草原和野花的天堂，探訪

這個城市，你會發現人為和自然

的和諧。

走進安錫，遠處的阿爾卑斯山

倒映在安錫湖中，周遭的恬淡景

色和清新空氣，讓人的呼吸和腳

步都變得輕盈，不自由主地放鬆

心情。也因為如此，吸引著眾多

遊客前來渡假，穿梭在湖畔的草地，或是中世

紀的舊城區中，消磨閒適時光。

安錫以它高品質的生活及湖光山色聞名於世，

安錫湖的湖水藉著堤鄔運河(Le Canal du

Thiou) 穿流在舊市區之間，加上夏天時河岸兩

旁花團錦簇的露天餐廳、咖啡館，讓它贏得

「阿爾卑斯山威尼斯」的美譽。

安錫的傳統市集位於運河兩旁，散發著迷人的

氣氛，既熱鬧又色香味俱全，各式各樣的攤

位，擺著五顏六色的蔬菜、水果，光是阿爾卑

斯盛產的乳酪就有數百種之多，而街頭畫家及

賣舊物的攤位，更是叫人流

連忘返。

安錫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小島宮(Palais de l'Isle)，是

一間矗立在兩條運河的交會

處的石造三角錐形屋，原本

是12世紀的監獄，現在則成

為展示館。如果想一覽安錫

的全景，則可以前往舊城鎮

頂端的安錫堡。每個月的最

後一個星期六，早上9點到

晚上7點，在舊城區的古董

市集總會吸引大批人潮。聖

克蕾兒廣場（Place Ste

Claire）與周邊街道、埃維

榭（Quai de l'Evéché）河堤、摩宏橋（Pont

Morens）、共和街（Rue de la République）

甚至是小島街（Rue de l'Isle）都可見古董商

的身影。除了古董市集，同時還有藝術市場

（Marché de l'Art），當地的藝術家往往趁著這

個時候展示他們的作品。

不論是夏季或冬季，安錫總有

許許多多的活動，如：城堡

音樂之夜、6月的動畫電影

節等，其中一項歐洲知名

的精采的活動，那就是夏

天的安錫湖煙火節（Fête

du Lac）。這個節慶始於1860

年。七彩火光與悠揚樂聲配合得天

衣無縫，扣人心弦，而且每年都會推出

不同主題，所以在節慶當天的日落時分，安錫

湖邊便會聚集數以千計的群眾，等待著令人屏

息的畫面。

隆河阿爾卑斯山的大湖：

雷 夢 湖 Lac Léman、 安 錫 湖 Lac
d'Annecy、布爾杰湖Lac du Bourget

在令人屏息的山巒色中心，大自然鬼斧神工造

就了一個有幾個大湖泊分布的地區，這些湖泊

分別為雷夢湖、安錫湖以及布爾杰湖，而且是

法國最大的湖泊。

每座湖泊都有壯麗的阿爾卑斯山環伺著，湖水

如水晶般澄澈，各自散發著獨有的氣質。不論

只是單純地在這個地區休憩、乘坐游船，甚至

是在清澈的湖中游泳，華麗的湖光山色，令人

宛若置身天堂。

雷夢湖(亦即日內瓦湖)，這座歐洲最大的湖泊

坐落在瑞士日內瓦與法國隆河阿爾卑斯山省的

埃維雍鎮(Evian)之間。埃維雍不僅出產世界知

名的礦泉水，這兒更是歐洲的溫泉水療(SPA)

中心，且在國際間享有盛名。來到法國邊界的

湖岸邊，舉目所及有小船停泊的港口、旅館、

漁村以及沙灘等景觀，並且可從事SPA溫泉水

療、高爾夫球以及通宵達旦的賭場活動！

湖岸區的伊芙小鎮(Yvoire)是法國最精緻的中

世紀小鎮之一，鎮上有保存完好的14世紀古堡

以及城牆，在這裡還可以品嚐著名的魚排並拜

訪手工藝術小店。

推薦景點

安錫堡Château d'Annecy／城堡廣場 le

Pâquier／舊市街Le Vieil Annecy／聖馬莫利斯

教堂Eglise St. Maurice／市政廳Hôtel de Ville

／ 小 島宮 Palais de l ' Isle／ 聖皮耶教堂

Cathédrale St. Pierre／帝國飯店Imperial

Palace／情人橋Pont des Amours

安錫
安錫旅遊局Office de Tourisme d'Annecy

電話：+33 (0)4 50 45 00 33

傳真：+33 (0)4 50 51 87 20

網址：www.lac-annecy.com

電郵：info@annecytourisme.com

如 何 前 往

從巴黎里昂車站(Gare de Lyon) 搭TGV，每日約有

5個班次可以直達安錫，車程約3小時30分，或是由

里昂車站(Lyon Part Dieu) 轉搭當地火車。

Annecy

-Ce que j'aime de Grenoble, c'est qu'elle a la physionomie d'une ville et non d'un grand village, avec une montagne 
au bout de chaque rue.格爾諾伯勒令我喜愛，在於儘管有山環伺，卻依然展現出城市而非大村莊的風貌。∼司丹達爾Stendhal，19世紀法國文豪。

Valence-Drôme霞慕尼
霞慕尼旅遊局Office de Tourisme Chamonix Mont-Blanc

電話：+33 (0)4 50 53 00 24

傳真：+33 (0)4 50 53 58 90

網址：www.chamonix.com

電郵：info@chamonix.com

如 何 前 往

可先搭乘TGV至里昂或安錫轉當地火車。由里昂搭乘當地火車，每日約有5個班次，

車程約4小時；從安錫搭火車，每日約有8個班次，

車程約2~3小時，途中必須在St Gervais轉車。

Chamonix    Mont-Blanc

©MOOK/戴鎂珍攝影
©MOOK/戴鎂珍攝影

冰河列車©MOOK/戴鎂珍攝影

©OT Chamonix-Mont-Blanc

享受滑雪樂趣©法國觀光局/ARNAL攝影

撘纜車登上南針峰©OT Chamonix-Mont-Blanc

宛如鏡子的山中湖©OT Chamonix-Mont-Blanc

壯觀的冰河©CRT RHONE-ALPES/Aline PERIER 攝影

冰河列車©CRT RHONE-ALPES/Chastel COURTOIS 攝影 靜謐的山中湖泊©OT Chamonix-Mont-Blanc

©MOOK/戴鎂珍攝影

霞慕尼商店裡可愛的紀念品

©MOOK/戴鎂珍攝影

霞慕尼小鎮©OT Chamonix-Mont-Blanc

©CRT RHONE-ALPES

人頭屋©CRT RHONE-ALPES/Aline PERIER 攝影 ©CRT RHONE-ALPES/ Aline PERIER 攝影

©法國觀光局/SIERPINSKI攝影

壯麗的維禾寇山©CRT RHONE-ALPES/F.DA COSTA 攝影 維禾寇山公園©CRT RHONE-ALPES/F.DA COSTA 攝影

維吉勒城堡©CRT RHONE-ALPES/Jean-Luc RIGAUX 攝影

登高俯瞰格爾諾伯勒©CRT RHONE-ALPES/Jean Luc RIGAUX 攝影

在阿爾卑斯山區瀟灑揮桿©法國觀光局/ARNAL攝影

煙火節©法國觀光局/SIERPINSKI攝影

運河堤岸餐廳©CRT RHONE-ALPES/Aline PERIER 攝影

運河堤岸風景優美©Maison de la France/LEJEUNE 攝影

浪漫情人橋©CRT RHONE-ALPES/Aline PERIER 攝影

產於安錫湖的白鮭魚

©CRT RHONE-ALPES/F. CAVAZZANA攝影

本頁圖片提供/梅傑夫觀光局

梅傑夫
梅傑夫旅遊局Megève Tourisme

電話：+33 (0)4 50 21 27 28

傳真：+33 (0)4 50 93 03 09

網址：www.megeve.com

電郵：megeve@megeve.com

梅傑夫的高山高爾夫

遠眺阿爾卑斯山 梅傑夫全景

梅傑夫冬季雪景 山中的小溪流

梅傑夫市中心夜景 山中的瀑布

在梅傑夫市中心享受夏日的悠閒 在阿爾卑斯山騎馬體驗駕馭的樂趣 俯瞰山谷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