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
相约欧赏夏季普罗旺斯
花田之行 ...

路线一：薰衣草 向日葵（花开时节）
陶瓷小镇及欧洲最著名大峡谷之旅
6月1号到8月30号。游览位于海拔600米，美丽的瓦朗
索勒高原自然景区的薰衣草风景，一望无际的薰衣草
花田让人留连忘返；沿途成片的向日葵让人仿佛置身

Explore the amazing sights in Provence

童话世界；参观法国最美乡村之一陶瓷小镇，体验慢
生活；驻足欧洲最著名
的大峡谷，感受大自然

欧赏夏季法国

的魅力！最后将在薰衣

“普罗旺斯-蓝色海岸”

草制品工厂和普罗旺斯

浪漫寻梦之行

欧舒丹工厂停留，让游

深入葡萄酒庄免费品尝法国葡萄酒
TOUR 2:VILLAGES AND WINERIES
(Gordes/ Abbaye de Sénanque /Bonnieux/
Roussillon Lourmarin/ Ansouis / Wineries)
A whole day to discover 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s of
France. Travel to all the different places whose colors and
smells and tastes awaken the imagination in a magical
blend of unparalleled sensations. Admire the panorama of
hilltop village such as Gordes and Roussillon with its

客更好了解薰衣草文化，包括生长，加工等环节。

薰衣草,向日葵，
大峡谷,碧蓝海湾...
无边无际，任您畅游。

TOUR(1):LANDSCAPE
OF
LAVENDER
(FLOWER
SEASONS)
AND
GRANDE
CANYON
Travel in the country of the lavender on the plateau of
Valensole. Situated in 600 meters of height in a
magnificent natural setting, you
discover the fields of lavenders
which extend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Inhale the perfume of
lavenders in this bluish scenery.
Meet a producer who will make
you discover this culture. Visit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s of France-Moustiers
Saint Marie, and then we will go to see the Grand
Canyon “Gorge du Verdon”, Finish you excursion by
discovering the museum and the store of L‟Occitane
(except Sunday) and you will benefit special price on
their products.

AUX CHAMPS SARL
法国欧赏有限公司
TEL：+33(0)6 70 90 17 43
www.auxchamps.cn

出发时间：每天早上9点-下午18点 每人每天：105欧
TIME: EVERY DAY 9 :00 – 18 :00,
Excursions by Minibus

105€/PERS

路线二：游览法国最美乡村，参观塞南克修道院，

cliffs of ochre. Photo stops in front of the most famous
Abbey “Abbaye de Senanques”, then we will visit another
three villages, Bonnieux, Lourmarin and Ansouis,
For the final destination, we will go to the Provence
wineries to taste authentic French wine.
出发时间每周一,三,五,六,日9点-18点，每人105欧
TIME:MON,TUE,WED,FRI,SAT 9:00-18:00,
105€/PERS

游览法国南部最美的乡村
石头城（Gordes, 又名天空之城，法国最美小镇之一，
小镇里的大部分建筑建于中世纪时代，整个小镇的房
屋都是由山上的花岗岩累积而成，呈梯形盘踞在一起，
远处看上去犹如一座空中的房子。其独特的建筑风格
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座普罗旺斯小镇呈现出一
种独特的韵味。石头城是法国房地产最贵的地方，前
总统密特朗有间私人别墅在里头）

塞南克修道院（Abbaye de Sénanque, 位于石头城小镇
北方2公里处, 它是由Mazan修道院的僧侣们修建于
1148年，修道院隐藏在宁静的山谷中，也是《山居岁
月》一书的故事背景。这里被称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
谷”之一，大部分明信片都取景于此）
红土城（Roussillon，音译为鲁西永城。法国最美小镇
之一，镇上建筑皆就地取材，使用当地的红土、红石
为原料建造。当地居民则使用不同的色彩点缀自家的
外墙，无论是各种颜色的门、窗，或是 窗口边上的

盆栽、墙壁上的装饰等等，色彩缤纷且风格各异的房
屋，使这个小镇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息。为了保持和
延续红土城别具一格的特色，各家各户盖新房都 必需
刷上当地红粉，放眼望去，这座小山城始终是红红一
片，在绿树绿草的装点下，分外妖娆。也因此被大家
冠上了“最适合拍摄写真”的小城的美誉）
奔牛村(Bonnieux是吕贝隆Luberon山区的一座小镇，
至今为止只有不到2000人长期住在这里,虽然人口很
少，但是挡不住其辉煌的历
史光辉。在其城內有的建筑
最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
紀。得益于彼得梅尔在《普
罗旺斯的一年书》
（A Year in
Provence），奔牛村被勾勒成为那个悠然自得的山居
岁月所在世外桃源。后来因为这本书的畅销也使得奔
牛村成为普罗旺斯的热门景点，很多读者来到这里，
追随着书中的足迹游览这个小村庄，流连忘返。)
卢尔马兰（Lourmarin，淡粉色的墙壁、娇艳的玫瑰
花、天一般蓝的百叶门构成了Loumarin迷人的景致。

小村看上去浑然天成，细看之后会发现，每个角落都
被精心装饰过，说不定哪儿就会给你带来惊喜。和其
他的小镇一样，广场上有许多咖啡店和餐馆，还有一
些售卖香草、肥皂、亚麻布制品的杂货店。

线路（三）：游览地中海小城CASSIS，Calanques
TOUR (3): CASSIS AND THE CALANQUE
出发时间：每周二 周四 早上9:00-14 :00
下午14 :30-19 :30，每人60欧
TIME: TUE,THU,9:00-14:00 or 14:30-19:30
60€/PERS

在法国著名小说家阿尔贝•卡缪（Albert Camus）晚年
隐居的岁月里，Lourmarin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村落。
卡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1942年因发表
《异乡人》而成名。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经在
巴黎文坛备受争议，即使如此，卡缪依旧内心平静地
在这里继续着他的写作事业，最终按照他的遗愿落葬
于这里。）
昂苏（Ansouis是法国最美的村庄之一，被大片的葡萄
田包围着，春天的时候，虞美人花盛开，把村子装点
得犹如仙境。过去领主的住宅依旧威风凛凛地矗立

地中海，神之所就的地方，这里的生活简单而美好。
Cassis位于 Canaille 海角 Calanques 海角之间 , 是一
座由由古罗马圆形剧场逐渐发展起来的渔港 , 多次出
现在诸如 Derain 、 Vlaminck 、 Matisse 及 Dufy 等
著名画家的画笔之下。这里沿海岸线点缀着不少宁静
的小海湾（Calanques），海水碧蓝而清澈见底，在这
里潜水无疑是最佳选择。
CASSIS is situated east of Marseille 20 kms, famous for its
cliffs and the sheltered inlets called „calanques‟,which are
meaning „inlets‟. The most fantastic calanques along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are situated between Marseille and Cassis.
The wonderful scenes will make you have a very good time
there.
.

除了以上常规线路，我们还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满足您的需求：
包括火车站和机场接送，租车及包车服务以及根据您的需求

在村庄里，12世纪时，这幢建筑曾经改建过，内部展
示的都是中世纪城主们的生活用品。其中有一个名叫
“乐园”的文艺复兴式庭院，非常豪华。看到它，就令
我们不禁想象：中世纪的城主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
画般的风景，该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
最后一站：普罗旺斯葡萄酒庄品尝正宗法国葡萄酒。

定制私人游览路线，请联系我们了解详情。
We also provide the private tours to adapt your needs, as well the
airport and train station transfer service for your convenience.
Please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AUX CHAMPS SARL 法国欧赏有限公司
法国工商局注册号：791 408 339 R.C.S.MARSEI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