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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法国人偏爱驾驶手动挡车辆，且柴油车占很大的比例，租车时请确
认所租车辆类型及燃油类型，油箱盖上一般也会标明。法国加油站
全部为自助式，绿色油枪标着Essence或SP95 / SP98为汽油，而
黄色或黑色油枪标有Diesel 或Gazole / Gasoil为柴油。

★ 法国交规规定乘客必须系安全带(包括后排乘客)，婴儿篮需用安全
带固定，幼儿必须使用与其年龄身高相对应的儿童座椅并系安全
带，这些附件需要在租车前跟租车公司确认预订。

★ 如交通灯无明确方向标示，红灯时即使是右转车辆也需要停车等待。

★ 路上遇到特种车辆(如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拉响警报从后方驶来，
需立即将车尽量靠边以便其通过，等特种车辆通过后再恢复正常驾驶。

★ 法国行车遵循让右原则，无论有无红绿灯，都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
人，千万不要催促或对行人按喇叭。

★ 市区内道路普遍狭窄，且单行线众多，不要盲目跟随GPS指示，随
时注意交通指示牌。另外写有BUS的车道为公交车/TAXI专用道，
一般车辆禁止使用。  

★ 在治安不好的地区停车时，最好将车内有价值的东西全部带走，包
括GPS支架，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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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自驾速写
作为西欧大陆这款拼图里的一块六边形，法国以其自由浪漫、热情奔
放的传统形象，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旅行爱好者。虽然欧洲发达
的高铁系统，完全可以满足旅行者们在高卢人的热土上来一场食色观
光的饕餮盛宴，但是对于那些享受在路上探寻、邂逅、发现的人们，
自驾法兰西，绝对不失为一种深度体验这个国家的方式。北至人文自
然合为一体的布列塔尼-诺曼底西海岸；南至清新文艺、风情万种的
南法小镇和蔚蓝海岸；中有如珍珠散落在卢瓦尔河谷两岸的古老城堡
群；东有酒王勃艮第、光城里昂和接近瑞士的边境小镇安纳西。在自
如掌握走走停停的自驾途中，旅行者将会有不少惊喜，那些传闻中鲜
为人知的美景，也是铁路所带你不到的，等待着你去发掘。

法国总体气候宜人，东北部属欧洲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
寒冷干燥；西北部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润多雨；南部则属地中
海气候，冬季温暖湿润，夏季炎热干燥，因而4月到10月是法国的旅
游旺季。众所周知，法国人享有世界上最多的假期，每年夏天7、8
月是全国的度假季(Vacances)，所有人蜂拥而至西部和南部的海
岸，享受阳光的沐浴，放松工作一年的疲惫身心；而12月到次年3月
则是法国人的滑雪季，尤为适合热爱冬季运动的朋友。除此之外，另
有音乐节(6月21日，全国各地都将会有类型各异的音乐会)，国庆节
(7月14日，烟火表演，香榭丽舍大街的阅兵式)，圣诞节(12月24日
前后至新年，在各地的地标广场都会有圣诞市场，贩卖各种圣诞食物
和用品，各地市政府也会组织各种节目以庆佳节)等。

插座：      电压：230V-240V  频率：50Hz 
电话区号： 0084-8  急救电话：15  匪警：17  火警：18

货币汇率：1欧元 ≈ 8.13人民币元(2013年3月)

★ 所有推荐路线的建议行程，只考虑了景点游览的时间，请大家做
旅行计划时记得算上景点之间的路程时间。另外喜欢购物和淘小店
的旅行者，需要额外预留较多的购物时间。

语言帮助
★ 常用驾驶词汇
以法国人的性格，他们几乎不会在公路上用英文给你提供任何有用的
信息。所以以下列出一些可能用到的法语单词

我们还有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paris/
http://guide.qyer.com/paris/
http://guide.qyer.com/paris-sweet/
http://guide.qyer.com/paris-sweet/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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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 Service - 加油站
Aire  - 高速公路休息区
Accès / Entrée - 入口
Sortie - 出口
Travaux - 施工
Verglas - 结冰
Neige - 下雪
Salage - 防止结冰撒盐

Chaîne Neige - 雪链
Déchaînement - 解除雪链
Prudence - 当心
Fermer - 关闭
Ralentir - 减速
Rue Barrée - 此路不通
Liquide de Lave Glace - 洗玻璃水
Circulation Alternée - 单线双向交替行驶

这里推荐一个网站www.rentalcars.com，可以帮助旅行者们同时搜
索并比较几家租车公司价格的网站，十分实用。登入网站之后，即
可在首页搜索租车信息，选择你需要租车的国家城市，以及取车还
车的时间地点。

日行千里，要选好马匹。法国比较大的几家租车公司有:
Hertz
网点多，服务好，但价格稍贵。
www.hertz.fr

Europcar
法国本国最大也是最流行的租车公司，低价，
车型全。网点众多。
www.europcar.fr

AVIS
据说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租车公司，在法国也是
很常见的一家。价格适中。
www.avis.com

Alamo
价格亲民，但车型的选择范围较窄。网点不算
很多。
www.alamo.com

租车指南
★ 租车公司的选择
自驾首先要解决的是座驾问题。法国人做事大多喜欢提前预约，所以
如果你的航班时间已经定下来的话，完全可以提前在网上预订租车
公司，这样一来可以早早把心仪的车型挑好，免得到了柜台发现选
择的余地很小；二来提前预订会为大家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哦。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Payant - 收费的
Gratuit - 免费的
Fluide - 道路通畅
Bouché - 道路堵塞
Péage - 高速公路收费处
Gendarmerie - 宪兵队
S.A.M.U - 急救车
Huile de Moteur - 机油
Essence - 汽油
Gazole - 柴油
Pneu - 轮胎
Caisse - 收银台
Boutique - 商店
Déviation - 绕行道路
Liquide de refroissement - 冷却液

http://WWW.RENTALCARS.FR
http://WWW.RENTALCARS.FR
http://www.hertz.fr
http://www.hertz.fr
http://www.europcar.fr
http://www.europcar.fr
http://www.avis.com
http://www.avis.com
http://www.alamo.com
http://www.alam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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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准备
★ 车辆检查
上路之前，要对车子的状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轮胎的状态是
否良好，各种液体是否足够。因为有些车子对雨刷，车灯等部分的
设计比较独特，所以在上路前务必熟悉这些开关的使用。

★ 自助加油/轮胎充气
法国的加油站全部为自助加油式，绿色油枪标着ESSENCE或
SP95 / SP98为汽油，而黄色或黑色油枪标有DIESEL或GAZOLE
为柴油，一般付款分为两种方式。

1. 刷银行卡：这种加油站是无人值守的24小时自助加油站，加油机
上设有类似ATM机的装置，先插卡，输入密码，选择所加油料类型
后自助加油，油一旦加满会自动跳枪，然后把油枪挂回原处，机器
自动把票据打印出来。

2. 收银台结账：这种加油站比较常见，先加油，然后去加油站的商
店里的收银台(CAISSE)，把加油机的号码报给收银台，人工结账。
加完油千万记得拧好油箱盖，不是在开玩笑！

加油站一般都配有给轮胎充气的设备，只要把车停到充气机附近，
把轮胎上的气帽拧开，把充气管接好，就可以按“+”键或
者“-”键进行充气或放气。充气机旁边一般都配有一张巨大的提示
牌，列有主流车型的轮胎的对应气压值。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交通标识
在法国开车要时刻小心路边的各式各样的交通标识，并时刻遵守，
不光是为了躲开警察的罚单和不必要的麻烦，更是为了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安全着想。(图片来源：www.passetoncode.fr)

★ 停车标识
一般出现此图标地面也会有相应的实线，多在丁字路口
或十字路口。必须将车完全停在实线内，观察左右俩边
是否安全无车辆，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

★  禁止通行

此图标常出现在街道的入口，表示此路禁止车辆
通行。

★  禁止驶入

此图标表示此入口禁止一切车辆驶入。一般设置在单行
线的出口。

★  限速标识

表示从出现该图标开始，直至限速解除标识出现为止，
车速必须低于该标示所示数值。

         SIXT
      车型高档(有BENZ，BMW甚至是PORCHE
哦)，缺点是价格稍高，但偶尔会以很心动的
价格推出促销套餐。
www.sixt.com

★ Tips：租车注意事项
1. 在选择取车还车的时间地点时，市区还/取车要比机场便宜。与此
同时，还会问到你的年龄，一般低于25岁的年轻驾驶者，会有一笔
不小的额外费用，但还是如实填写吧。

2. 在车型介绍的页面里，通常都会标出几门车、自动/手动、有无空
调、乘坐人数等等信息，完全可以对照自己的旅行要求选择适合的
车型。

3. 关于租车时间，长租(大于1个星期)往往会比短租(2-5天)要便
宜，旅行淡季(12-次年2月)也会比旺季(7-9月)要便宜。

4.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法国租车公司都会有里
程数限制，一天250公里左右，所以在规划你的行程的同时，千万
要留意里程数是否够用。虽然偶尔有促销活动，会有超长里程数或
者不限里程数的套餐，但一般情况下超过了规定的公里数的话会支
付每公里0.5欧元左右的额外费用，所以一定要小心啦。

5. 说到额外费用，租车的时候，GPS、额外的驾驶员名额、儿童座
椅等选项也都是选购项目，需要额外付钱。除此之外，异地还车也
是需要额外支付的一笔费用。

★ 保险的问题
出门在外，要做好万全之策，因此汽车保险的问题也尤为重要。在
租车的时候一般是含带了普通保险(可能包含盗窃险和碰撞险)的，但
是这种保险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它只保650欧元-2500欧元这个区
间的费用，低于650欧元或者超过2500欧元范围都需要自理。如果
怕出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购买全险，也就是低于或超出范围的钱也
是由租车公司赔付。

在取车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租车公司的雇员陪同，并对车子的外
观、所剩油量等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车子在
你租来之前就有了划痕等外伤的话，最好监督租车公司人员把这些
全部写入租车合同里，保险起见，最好当着他的面给伤痕局部拍几
张照片留作证据，以防交车时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 证照准备

法国的汽车多以手动车为主，所以如果国内的朋友需要租自动档的
话，最好提前在网上预订好心仪的车款，不然极有可能到了店门口
发现没有自动档可以租。上路还有一样必备，驾照。一般在法国租
车只需要国内驾照原件、驾照公证件(中法双语)及驾照翻译件(中法
双语)这三样即可，还是十分方便的。当然，如果朋友你手持国际驾
照，这些翻译件、公证件都可以视为浮云啦。

最后当你自由驰骋，饱览法兰西大好河山之后，还是要保留足够的
时间去准时还车，如果超时的话费用加的可不是一点点哦。

http://www.passetoncode.fr
http://www.passetoncode.fr
http://www.sixt.com
http://www.sixt.com


P 4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 限速解除
        从此图标开始，表示限制速度路段结束。此标识设
在限制车辆速度路段的终点。

★ 会车让行 
常出现在狭窄路段或者因为施工等原因只能单车通行的
路段。表示如对面来车，应先让对方先行。

★ 禁止超车

表示该标识至前方解除禁止超车(灰色有斜杠)标识的路
段内，不准超车。此标识设在禁止超车的起点。

★ 减速让行
该标识长出现在支路进入主干路的入口，标示支路车辆
需要减速，保证主干路车辆的优先通过，确认安全后再
汇入主干路。

★ 小心野生动物出现

该标识多出现在高速公路上，表示该路段可能有野生动
物出现，请驾驶员提高警惕。

★ 下陡坡

该标识出现在下陡坡的起点，百分比数值为坡度。提醒
驾驶员注意坡度，适当减速。拖车或房车需要减速至标
牌规定值。

★ 容易打滑

该标识多出现在冬天或雨天容易结冰积水的路段。提醒
驾驶员当心湿滑路面，减速慢行。

★ 当心侧风

该标识出现标示前方易出现很强的侧风，提醒驾驶员小
心驾驶。

★ 环形转盘

该标识设置在进入转盘前的路段，提醒驾驶员前方为转
盘，提前减速并确认转盘内车辆优先通过后再进入
转盘。

★ 小心儿童

该标识多设置在学校，幼儿园等儿童频繁出入的场所入
口附近。

★ 高速入口
该标识设置在进入高速(环城)路的匝道入口，表示从此
处可进入高速公路。

★ 此路不通

该标识设置在死胡同的入口，该路段没有出口。

★ 限制时间的免费停车处

该标识表示此处可以免费停车，但限制时长，并且需要
购买可以显示到达时间的停车牌 ( D i s q u e d e 
Stationnement)并将其放置在挡风玻璃处以便管理人员
检查。

★ 收费停车处

该标识表示此处可以收费停车，但需要去附近的自动投
币计时器打印收据并将收据条放在前挡风玻璃处以便管
理人员核实。

★ 信息中心

该标识表示前方有旅游信息中心，游客可以根据指示找
到信息中心获得工作人员的帮助。

★ 宿营地

即使你开着房车或者带着帐篷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
随意停车宿营的，必须在标有宿营地标志的地方才能宿
营。宿营地往往会提供水，电等必需品或者其他服务。

★ 拼车标识

此标识多出现在高速公路的收费处附近，经常会有背包
客需要搭车去远方，如果顺路方便的话，就伸出你的援
手吧。

★ 安装雪链

此标识表示由此开始，所有车辆必须安装雪链才能通
过。如果冬天去雪山自驾的话，一定要确认自己的车子
上备有雪链哦，不然可要花高价临时买了。

★ 打开灯光

此标识一般出现在隧道的入口处，要求驾驶员在进入隧
道的时候请及时打开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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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信号灯
由于大多数的城市规模都较小，所以除了一些车流量的大街，小路上
很少有国内那种悬在正上方的红绿灯，除了高处有一组较大的之外，
在轿车的平行视线处还有一组。方便小车司机观察。

红绿灯设置皆为左右车道各一组。红灯时，无论是否右转都要停车。
红绿灯不配有倒计时数秒，黄灯变红灯前不会预先闪烁，直接切换。
法国的黄灯规则与国内新交规一样，只要黄灯亮起，车辆就应该停
止，但比较人性的是如果黄灯突然亮起，但后方紧跟其他车辆或者已
经来不及停下来的话是允许通过的，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建议您以安全
为先，千万不要故意加速闯黄灯，罚款90欧哟。

黄灯持续闪烁的话，说明通行时注意瞭望，确认安全后才可通过。如
交通灯上标示了方向的话，当有方向指示的绿灯亮起时，只有该方向
的车可以通过，其他车辆需继续等待。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法国道路系统简介
★ 法国道路的三个级别
高速公路(Autoroute)：以字母A打头，附以数字，
一般是双向四车道以上的封闭线路。法国高速公路系
统非常发达，全长将近9000公里，其中包括非特许
经营高速公路1100公里，非特许高速公路为免费的，而特许经营高
速公路交由APRR等私营公司收费。法国的高速公路承担着公路网将
近50%的车流量。

国道(Route National)：以字母N打头，附以数
字，多为环城公路或城郊连接于城市与高速公路之间
的免费快速路。不同与高速公路的是，国道为开放
式，中间不设置隔离带且经常穿成而过，所以在国道上驾驶要小心
岔路可能出现的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车速。

省道(Route Départementale)：以字母D打头，附
以数字，多为城市内主干道以及连接小城镇之间的普
通道路。但偶尔离开高速公路，走走国道省道倒是会有更多不一样
的风景。

高速及市区驾驶
★ 高速
进入高速公路的标识，高速公路的限速一般晴天为130
公里/小时，雨雪天110公里/小时，特殊路段根据限速
标志提示可能有所降低。

这是测速雷达的标识，一般设置在固定测速雷达前500米
到1000米处，提醒司机注意车速。当然，警察也有可能
采用其他方式在随机的地点测速，所以即使没有固定测速
雷达也不要掉以轻心哦，还是严格遵守规定速度驾驶才是
上上策。另外法国是严禁使用电子狗的(主动式反测速雷
达装置)。

车辆在进入高速入口处取票，最终离开高速公路时在收费站付款，
根据付款方式不同，分成不同的收费窗口，一般分为:

Télépéage：电子自动收费窗口，一般是给经常使用高速
公路的司机用的，一般游客应该避开此类收费口，因为自
动收费需要给车子配备相应的电子接收器。

CARTE：银行卡收费口，接受Visa、Master等类型国际
信用卡，插卡即扣费，无需输入密码，中国银联卡应该不可
以使用。

另外如果交通灯上额外标了BUS或者自行车标志的话，当BUS或者 
自行车专用绿灯亮的时候，一般车辆是不允许通过的，直到普通绿灯
亮起才可以通过。

         ★ 观景台
       Point de Vue，就是观景台的意思。标识附近有
观景台可供游客欣赏风景。如果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标
识，如果不急着赶路的话，还是去看看吧，说不定会有
意外的惊喜。

★ 徒步路线起点

此标识出现表示此处为徒步旅行的路线的起点。但具体
路线需要参考当地旅游信息中心的指示或风景区地图的
提示。

★ 经常性停靠

此标识多出现在扫地车、邮局或快递车辆尾部，表示
该车经常性的停车，后方的车辆要注意。

★ 道路中断

此标识表示前方300米处由于施工等原因造成道路的中
断，请另寻其他路线通过。

★ 卡车出入

此标识表示前方为施工地的卡车进出入口，请驾驶员提
高警惕，减速慢行。

★ 临时停车

此标识多出现在火车站或机场的上下客处，车辆可以短
时间停靠，下客或上客后需立即离开，不可长时间逗
留。

★ 禁止停车

该标识出现至解除禁止停车标示的路段内，严禁长时间
或临时停靠。禁止的时间和范围可有辅助的图示表示。



P 6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人工值守柜台
         刷卡或现金付款皆可。

★ Tips：高速公路驾驶注意事项
1. 超车需全程打转向灯，不可长时间占用超车道，超车完毕需立即
返回原车道。有雾地段需开启雾灯，但不可打远光灯。

2. 夜间如前方和反向车道皆无车辆的时候可以打开远光灯，但反向
车道出现车辆或有其他车辆超过本车的时候需改为近光灯。

3. 高速公路最右边车道为紧急车道，不可在紧急车道上驾驶或超
车，如车辆出现故障等情况，请将车停在紧急车道内，并打开双闪
灯，车上人员全部下车离开高速公路车道，驾驶员需穿上荧光马甲
并将警示三角架在车尾后方100至200米处。提醒后方车辆绕行。
免费紧急电话亭每隔2公里左右设有一个。

4. 加油站(Station Service)或休息区(Aire)一般每隔30公里左右就
有一座。但还是尽量不要在油快用完的时候才去加，有些偏远地区
加油站数量不多。

5.  夜间更要注意可能有野生动物出没。

6.  请勿疲劳驾驶，每连续驾驶3小时休息15分钟。

★ 市区
法国的市区，尤其是老城内的道路一般比较狭窄，并且单行线较
多，在这些老城内驾驶需要特别注意，GPS有时也会因为楼房的阻
挡失去信号。市区内限速如无特别标注的话一般为50公里/小时，部
分历史城区可能会更低到30公里/小时，要时刻注意周围的指示牌。

市区路面如标有BUS字样的车道为公交专用线，任何时候普通车辆
都不可占用。公交车打左方向灯表示需要汇入主车道时，后方车辆
需礼让公交车先行。

路口处如无交通标示，需放慢速度，遵循右车优先原则，小心通
过；路口处如画有白色实线并配有STOP标志，标示驾驶者必须将车
完全停下，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后通过；路口处如画有白色虚线，
驾驶者需要减速，如左右方向有车通过，需避让。确认安全后通过。

进入转盘前需减速或停车，礼让已在转盘内的车辆通过，确认安全
后进入转盘。出转盘前需打转向灯提示。

★ Tips：泊车注意事项
一般车辆只能停在白色线框内，如无收费标示(PAYANT)标示的话
即免费。黄色线框只能给特种车辆停靠，标有(GIC-GIG)并配有残疾
人标志的停车位只能给残疾人车辆停靠。人行道旁(路肩)标有黄白相
间虚线的地段只可临时停靠供上下客用，不可长时间停靠。

收费停车位一般需要去附近的收费机器上打印小票，并将小票放在
前挡风玻璃处以供检查。城市内收费停车位一般最多只能停留2小
时，每15分钟停车费0.5欧左右，室内停车场收费要更高些，但是可
以停整晚。

★ 违章停车的后果
1. 如果只是停在收费停车位却未交费或超时的话，ASVP(公共道路
督察员)会给你开一张17欧元(最近可能要涨到35欧元)的罚单，夹在
你的挡风玻璃上。

2. 如果你长时间停在不可以停靠的地方，可不是简单的17欧就能搞
定了。ASVP或警察很有可能会叫拖车来把车拖走(扣车查询电话:
3699)。如果是打开双闪灯驾驶员在车内，临时停靠在一些不可以
停靠的地方的话，ASVP或警察一般会先口头警告你，请你离开，等
他转一圈回来你还在原地的话，那就对不起咯，罚单送上。

3. 违章停车罚单的缴纳:一般收到的罚单是一式两份，可以去附近的
Tabac(卖烟的小卖部)购买Timbre Fiscal(印花税票)和普通邮票各
一张，罚单右上角有一大一小俩个格子，大格子用来帖印花税票，
小格子用来贴普通邮票。贴好直接寄出去就好了。另外记得保存印
花税票和罚单的存根，以证明你已经缴纳罚单。

饮食和住宿
★ 饮食
高速公路上几乎每个加油站都有配套的小超市，内有意式浓缩咖
啡、红牛之类的提神饮品。超市内还会配有可免费使用的微波炉，
如果想随便应付一顿的话，也可以买一个微波食品，方便快捷。本
人推荐尝试一下法式三明治，新鲜的长棍面包夹上生菜火腿鸡肉黄
油或者奶酪等食材，美味又耐饿。但是千万别想着多买一个放到第
二天吃，因为隔夜的长棍面包硬的可以当棍子使。

当然如果不是很赶时间的话，完全可以离开高速，去附近的小镇上
随机找一家人气旺的小馆子，这样才能品尝到最地道，最原汁原味
的食物。若是到到达了目的地，自然不用这么委屈自己，打开Trip 
Advisor，把本地的好餐厅都搜出来，一一消灭他们吧。

一些大型加油站还会配有餐厅，比如Auto-Grill，价格并不会比市区
内贵很多，但是味道却差强人意。不过一些大型的连锁快餐品牌还
是不错的，给大家推荐几家平价连锁餐厅:

Flunch
法国本土半自助餐厅。连锁店相当多，主菜单点后蔬菜和薯条是无
限自助的。 
www.flunch.fr

Quick
法国本地汉堡餐厅品牌。价格亲民味道还行。
www.quick.fr

小河马餐厅 Hippopotamus
小河马连锁餐厅是法国本土品牌，和Buffalo-Grill一样是专门吃牛排
的，薯条和蔬菜也是免费自助的。巴黎市区和附近的高速公路有不
少家，食肉动物们可不要错过了哟。
www.hippopotamus.fr

http://www.tripadvisor.com
http://www.tripadvisor.com
http://www.tripadvisor.com
http://www.tripadvisor.com
http://www.flunch.fr
http://www.flunch.fr
http://www.quick.fr
http://www.quick.fr
http://www.buffalo-grill.fr
http://www.buffalo-grill.fr
http://www.hippopotamus.fr
http://www.hippopotamus.fr


P 7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 住宿
         一般自驾游虽然行程相对宽松，但还是要提前预订好旅店，随
走随停的方式还是有点不靠谱；不过如果行程有变，临时出现状况
的话也不用太着急。比如高速公路或者城郊都有不少低价连锁酒店
(Ibis，F1等)，双人间大概40到50欧左右。

预订酒店的同时，要注意酒店是否有私人停车场，是否收费，是否
需要提前预订车位。如果没有私人停车场，周围是否有安全的公共
停车场。一些坐落于古城市中心的酒店，车位往往是相当紧张的。

另外，Camping营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价格便宜，设施齐全，
有30欧一晚的6人移动屋，车位，厨房一应俱全。虽然移动屋往往
都位于农村，但是对于自驾者来说交通并不是一个问题，有些高档
的Camping设施甚至比星级酒店还好。

安全防范
法国大多数城市的治安还是值得信赖的，尤其是中小城市，人情味
浓厚，民风淳朴。但是个别地方的偷抢扒拿，坑蒙拐骗，却是世界
闻名的，比如巴黎、马赛等治安不太好的大城市。因此城市内行
车，防盗防抢，主要还是针对大城市而言。一般来说，是不建议在
巴黎自驾的，巴黎有着发达的地铁交通系统，乘地铁游览景点往往
比开车更紧凑方便，如果愿意游览景点的同时感受一下当地人文风
光，或者只是为了看看巴黎的寻常街道，左岸书报，闻一缕咖啡香
和面包烘焙的味道，在你有足够脚力的前提下，暴走也是不错的选
择，当然巴黎的景点还是相对集中的。

★ 城市内停车注意事项
各位旅行者出门之前大多还是会做好功课，因此在选择停车的位置
时，也要注意搜罗信息以便得知所停区域是否有比较严重的治安问
题。尽量不要把车子停在贫民区，小心停车位附近是否有可疑的闲
杂人员。如果你的车比较高档却与一堆破车停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小
心咯。

把车停好后最好把GPS收起来带走，不要留在车上，手套箱里不要
留贵重物品，尽量清空手套箱和储物格并打开手套箱盖，等于告诉
贼人“我已经把所有贵重物品清空了，不要费劲砸我的玻璃了”。

如果所住的酒店有私人停车场最好将车停在酒店内，或者酒店附近
有大型的室内停车场也是较好的选择；但如果所住酒店位于治安不
好的地段，可以问问前台有没有类似“我的车上没有贵重物品，请
勿砸车”标语的挂牌(在欧洲一些国家地区的酒店向入住旅客提供此
类挂牌，尤其是在治安不好的地段)，挂在车内后视镜上会比较安心。 

★ 高速休息站及无人地区的注意事项

高速公路上的安全系数比较高，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

在高速路的出入口处，经常会有背包客竖起大拇指搭车，当然能够
帮助真正的背包客“搭车去柏林”，结识不一样的旅途人生，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不过，我们也不排除有不法之徒利用旅行者的
善良趁机作恶，在此提醒各位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挑选正
确的搭车伙伴。

在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休息或加油的时候，尽量不要将车子停在人
少的休息站做长时间的休息。而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如果被可疑的
车辆跟踪的话，不要停车，将车开到附近的城镇或加油站等有人的
地方，如对方做出试图犯罪的行为，及时打电话报警，告诉警察你
的具体方位和对方的车牌号。说到报警，在此提醒各位，法国的匪
警电话是17，救护车是15，而火警是12。

★ 常见偷盗手段

1. 一人故意敲窗，引你打开车窗，随即跟你说话分散你注意力，与
此同时其同伙便趁机偷偷打开副驾驶侧门或后排门甚至后备箱偷走
财物，被发现后就明抢并快速逃走。

2. 骑摩托车的双人团伙把摩托停在你的车侧，骚扰你，试图激怒你
乘机偷抢或用锁链等硬物砸开玻璃抢走财物或背包。

3.  乞讨，等你打开车窗，拿出钱包时将整个钱包抢走。

4. 手提水桶、海绵等洗车物品，强行给你前车窗喷清洗剂，随意糊
弄两下就找你要钱；或者敲窗，等你开窗后就强行塞给你商品，找
你要钱。

5. 开一辆小破车突然窜到你的车子前方并急煞车，发生擦碰后下车
与前车司机理论时小偷同伙从后面打开车门偷东西。

★ Tips：防偷盗小办法
1. 上车后，如果车子本身没有自动落锁装置的话，最好主动用中控
锁把车门锁上。

2. 不要把手提包或手机随手放在副驾驶座，行李等也最好放在后备
箱并锁上。名牌包包放在副驾驶座简直就是在告诉贼人，你已经随
时准备被偷抢了。

3. 停在红灯前如果有可疑的人上前敲窗，先确认其目的，不要随意
打开车窗。

4. 如遇强行乞讨、洗玻璃等行为可以不予理睬，并给予警告(不一定
要会讲法语，有的时候说话所体现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也能够
很好的向对方表达你的立场)。

5. 发生擦碰，下车查看的时候，请立即把车门锁好，以防给贼人可
乘之机。

6. 被骑摩托的不法分子砸玻璃抢劫，要立即记下他的车牌号并即刻
报警，一来说不定被抢的财物有可能被追回，二来有报警记录也好
向保险公司提出被砸玻璃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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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意外和警察临检
★ 交通意外
如果发生车与车之间的碰擦，不要慌张，先确认有没有人受伤，如
有立即拨打救护车电话15，警察电话 17。

如果只是车辆的小型碰擦，若责任方明显，请双方将车停到附近路
边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再下车商议；若责任方不明显，请先把车子
情况拍照(要求一张照片上要同时显示两辆汽车的方位)，再停到路
边，立即打电话给租车公司通知发生车祸。同时车内应该会配有一
式两份的Constat(事故合同)，双方就现场的情况如实填写并画示意图。

如果附近有人目睹了车祸过程，可以请求对方做证人，留下电话号
码等联系方式，一并填到Constat上。如果事故严重的话，可以当
场叫警察来调查事故现场。签Constat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对方
钻你不熟悉交规的漏洞而误导你填了对你不利的选项。签名前要仔
细核对双方内容，然后互相交换，并留下对方的各种联系方式。

★ 警察临检

在路上行驶时有时会碰到警察临时路检，路检的情况要分你所遇到
的警察类型。

Police Nationale(国家警察)：一般是检查酒驾、违章、车辆证
件、驾驶员证件等。

Douane(海关)：一般是抽查是否有走私，假冒商品等行为。多出
现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处。

Gendarmerie(宪兵队)：相当于中国的武警，比一般警察拥有更高
的权利。

法国的警察一般还是比较和气并且礼貌的，在示意你靠边停车后，一
般会要求你出示驾照、车辆行驶证(Carte Grise)、护照等证件，然
后会告诉你为什么让你停下。被临检的时候不要慌张，也不要有过激
的动作，完全按照警察的要求来做，如果他指出你违章，你可以表示
游客身份，表现出好的态度，他很有可能不会给你开罚单的。如果开
具了罚单，请按照要求的时间内去银行缴纳罚款，切不可拖延交款。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跨国自驾
如果你的法国自驾包括出境的话(周边国家如摩纳哥、比利时、德
国、瑞士、意大利等)，在出入境的时候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需要在签租车合同之前就要告知租车公司，得到租车公司的认
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 过境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经过安检，安检大致同警察临检差不多，
会要求出示你的旅行证件(护照、申根签证、租车合同、驾照等)，会
询问你去哪、去多久，旅游还是商务等常规问题。

3. 在荷兰境内购买和携带大麻等软性毒品或许是合法的，但只可以
在荷兰境内使用和携带，在过境回到法国或去比利时的时候，可能
会有缉毒犬搜查车辆，携带毒品的罪名可不小，所以请旅行者们严
格遵守各国法律。另外香烟、酒精类物品也算是管制品，香烟最好
不要一次携带超过2条，酒精饮品也要控制在合理范围。

法国自驾线路推荐
★ 卢瓦尔河谷城堡群 见地图B

巴黎-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180公里，2小时)-布鲁瓦
(Blois)(16公里，20分钟)-雪侬墅(Château de Chenonceau)(45
公里，45分钟)-昂布瓦斯城堡(Château d'Amboise)(13公里，20
分钟)-图尔市(Tours)(25公里，30分钟)。建议行程4天。

香波堡 Château de Chambord 
建议行程：1天
香波堡是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狩猎所建的行宫，这座建于文艺复兴
时期，掩映于森林之中的城堡，气势恢宏凛然，极尽法国王室传统
建筑艺术之魅力。内有弗朗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的寝宫和生活起居
室等展览，最为著名的当属传说由达芬奇设计的双舷梯，两组独立
的楼梯，使得两个人同时上下却始终不能相遇，只能透过中间的天
井遥遥相望。据说是为了避免王后与国王的情妇相遇而发生纠纷。

城堡开放时间：每天开放，1月1日、 1月31日、 12月25日除外。
10月至次年3月10:00-17:00，4月至9月9:00-18:00。
票价：成人票价11欧元，优惠价9欧元(18至25岁青年，20人以上
的团队)，随家长一起参观的18岁以下少儿免票。

布鲁瓦市 Blois
建议行程：1天
布鲁瓦位于奥尔良和图尔之间，是卢瓦尔河谷城堡群游览的必经城

市。著名的布鲁瓦皇家城堡(Château Royal de Blois)位于市中
心，法国历史上10个王后、7个国王都在此居住过，四个风格各异
的侧翼是其一大亮点，吕克贝松的电影《圣女贞德》里贞德被审判
的场景就是在此取景。城堡内有个美术馆，收藏着14到16世纪的绘
画和雕塑作品。

开放时间：1月-3月及11月4日-12月9:00-12:30、13:00-17:30，
4月-6月及9月9:00-18:30，7月-8月9:00-19:00，10月-11月3日
9:00-18:00。
门票价格：成人9.5欧元，减价票7.5欧元(针对欧盟学生、老师及家
庭团)，6-17岁青少年4欧元，6岁以下少儿免费。

雪侬墅 Château de Chenonceau
建议行程：半天
又称舍农索城堡，花名“夫人们的城堡”，因为这里前后历经了7位
女主人，均是历代国王的宠妃，因此号称是卢瓦尔河谷上最精致的
城堡。穿过林荫大道和瑰丽的花园，就能看到一座从童话里走出来
的城堡端坐在路的尽头，而背面则是依水而建，水波倒映着湖心
岛，影姿绰约。城堡内依然是历朝历代王妃们的生活起居室的装饰
展览，雍容华贵。

开放时间：城堡全年开放，11月12日-次年3月31日9:30-17:00，
4月-6月及9月9:00-19:00，7、8月9:00-20:00，10月-11月11日
9:00-18:00，周末及节假日9:00-19:30。
票价：成人票价11欧元，7到18岁的青少年票价8.5欧元，大学生票
价(需出示欧盟学生证)8.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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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布瓦斯城堡 Château d'Amboise
建议行程：半天
昂布瓦斯城堡就建在昂布瓦斯小镇里，城堡仍是法王弗朗索瓦一世
所建的行宫，依山傍水。这座城堡最负盛名的，却不是城堡的主
人，而是与城堡主人惺惺相惜的文艺三杰之一达芬奇。因受法王邀
请，达芬奇晚年在此度过，传说最后是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怀中去
世，死后被葬在城堡旁边的圣于贝尔礼拜堂里，吸引了众多游人前
去瞻仰先灵。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1月1日和12月25日不开放。1月
9:00-12:30、14:00-16:45，2月9:00-12:30、13:30-17:00，3
月及11月2日-11月15日，4月及6月9:00-18:30，7月及8月
9:00-17:00，9月-11月1日9:00-18:00。
票价：成人票价10.5欧元，学生票价9欧元，7-18岁青少年票价7.2
欧元。

图尔市 Tours
建议行程：1天
图尔市是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省会，也是一座古老的法国城市。
据说这里的人说着最纯正、最没有口音的法语。图尔市内的几个花
园都是有名的景点，比如法兰西花园(le Jardin de la France)，中
央花园(le Jardin Public Central)。还有以彩绘玻璃出名的圣加迪
安哥特式大教堂，以及市中心的让若莱广场(la Place Jean 
Jaurès)。除此之外，图尔城的郊外也散落着几座城堡，维朗德里城

堡(Château de Villandry)、烛光城堡(Château d'Azay-le-
Rideau )、昂热城堡(Château de Langeais)，有时间又有兴趣的
话，也不妨走走，为此次城堡群之行划上圆满的句号。

★ 诺曼底–布列塔尼西海岸 见地图C

巴黎-埃特勒塔(Etretat)象鼻山(215公里，2.5小时)-圣米歇尔山
(Mont Saint Michel)(240公里，2.5小时)-圣马洛(Saint Malo)(57
公里，50分钟)-玫瑰海岸(Perros-Guirec)-赫兹角(la Pointe du 
Raz)(170公里，2小时40分钟)-坎佩尔(Quimper)(60公里，1小
时)-卡纳克巨石阵(Carnac)(110公里，1小时15分钟)-雷恩
(Rennes)(142公里，1小时40分钟)。建议行程5-6天。

埃特勒塔象鼻山 Etretat
建议行程：半天
这个紧贴英吉利海峡的地方，如果没有大气磅礴的象鼻山，也许就
只能是一座修葺精巧的无名小镇了。也正是随了象鼻山的缘，埃特
勒塔也与中国桂林结为姊妹城市。象鼻山有三座，看上去像一家三
口，山顶较平，海景壮阔，身后是一座高尔夫球场，是放松度假的
胜地。从此处去圣米歇尔山的路上，会经过巴约(Bayeux，卡昂以
西30公里)，这里有当年诺曼底登陆的美军无名烈士墓和登陆博物
馆，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顺道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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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米歇尔山 Mont Saint Michel
建议行程：1天
圣米歇尔山坐落在距芒什省海岸线两公里的一座圆锥形孤岛上，由
花岗岩堆砌而成，其孤岛仙山的形象也许早就深入人心了，传说是
大天使圣米歇尔托梦给红衣主教要求修建以彰显其伟大。在英法百
年战争中，圣米歇尔山曾作为坚固的堡垒抗击英军，最终成为当地
唯一没有沦陷的地方。石板路蜿蜒盘旋，一路绕山而行，城附于
山，山中有城，其顶端的教堂和修道院都经过建筑师精妙的设计，
并结合了罗马式与哥特式两种建筑风格，是一处宁静安详的朝圣之
地。距圣米歇尔山50公里，前往圣马洛的路上，途经康卡勒
(Cancale)，此处以养殖生蚝闻名，有布列塔尼特色海鲜拼盘，钟意
海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圣米歇尔山不能开车进去，所有车辆都
会集中停在附近的停车场，然后走路或乘坐摆渡车进入。

开放时间：山顶的修道院全年开放，5-8月9:00-19:00，9-4月
9:30-18:00，1月1日、12月25日及5月1日闭馆。
门票价格：全票9欧元，减价票5.5欧元，20人以上的成人团7欧
元，18岁以下的青少年、18-25岁的欧盟学生和居民、残疾人及其
陪同均免费。

圣马洛 Saint Malo
建议行程：半天-1天
中世纪古城，也是著名的海盗城，更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世界上潮
水最高的地方，游客大可在眼皮底下感受潮汐的涨落和痕迹。曾经
抵御外侵的城墙依旧包围着古城，是圣马洛最有特色的地方。航海
家加迪亚从这里出发到达北美，发现了加拿大。二战时被炸成废墟
的圣马洛，随后按照18世纪的建筑风格重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
到的的圣马洛。来到布列塔尼，也别忘记尝尝当地特色的黄油酥饼
糕(Kouign Amann)，沿街的面包房蛋糕店都有出售，也可以作为
正餐之后的甜点。

玫瑰海岸 Perros-Guirec
建议行程：半天
因海岸布满砖红色的花岗岩而得名，海岸线总长1100公里，常年受
海水侵蚀，也应着潮起潮落的变化，构成了形态各异的岩礁，使得
这条海岸线有着别具一格的风味。碧海蓝天，青草红岩，加上各种
让人浮想联翩的岩石，绝对不失为一个浪漫指数极高的海岸。

赫兹角 La Pointe du Raz
建议行程：半天
天涯海角觅知音，赫兹角即是那一角天涯。作为法国六边形版图里
的其中一角，赫兹角的确不负盛名。在荒草从间，兜兜转转，眼前
越来越开阔，白色的海浪，蔚蓝的海面，碎石嶙峋，青草遍野，仿
佛一幅巨大的油画，惟余风声呼啸。赫兹角有专门的接待大厅，以
及停车场。全年开放，免费进入。

坎佩尔 Quimper
建议行程：半天
坎佩尔也是一座百年古城，以陶瓷，蕾丝闻名，街头巷尾都有很多
陶瓷和蕾丝小店，还可以参观陶瓷的制作工艺。这里也是法国国民
点心可丽饼(Crêpe / Galette)的发源地，每走几步就会有一家吃可
丽饼的餐厅，各种风味，甜咸具备，在搭配用欧蕾杯品尝的布列塔
尼特色苹果酒(Cidre)，一定让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卡纳克巨石阵 Carnac
建议行程：半天
这一片石器时代的遗址，是世界上最大的史前石阵，由各种石阵，
支石墓和独石构成，笔直排列，显得庄重神秘。传说这些石阵都是
巫师梅林石化了的罗马军队。对于今天来说，虽然这些石阵仍不乏
往日传说的神秘色彩，却更有考古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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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全年开放，1月1日、5月1日及12月25日关闭，5月-6
月9 : 0 0 - 1 8 : 0 0，7月 - 8月9 : 3 0 - 1 9 : 3 0，9月 -次年4月
10:00-17:00。
门票价格：全价票6欧元，减价票5元，18岁以下免费。团票需预
定，1-15人55欧元，16-30人100欧元，30-45人155欧元。

雷恩 Rennes
建议行程：1天
作为布列塔尼大区的首府城市，雷恩也是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
心。曾被一场大火烧到几近焚毁，之后涅槃重生，雷恩的景点虽然
不多，但都烙印着时代的印记，例如15世纪抵御外敌的莫尔雷斯城
门(Porte de Mordelaises)，布列塔尼议会宫，圣皮埃尔大教堂
(Cathédrale Saint-Pierre)，和雷恩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 
Arts)。

雷恩美术馆开放时间：周三-周日10:00-12:00、14:00-18:00，周
二10:00-18:00，周一及节假日闭馆。
门票价格：全价票4.85欧元，10人以上的成人团3欧元，减价票(针
对欧盟学生，家庭团等)2.45欧元，18岁以下免费。

★ 光影食色之旅-酒乡光城小威尼斯 见地图D
巴黎-特鲁瓦(Troyes)(180公里，2小时)-第戎(Dijon)(185公里，2
小时)-特级酒之路(Route des Grands crus)-博讷(Beaune)(40公
里，50分钟)-里昂(Lyon)(160公里，1.5小时)-安纳西(Annecy)
(150公里，1.5小时)。建议行程7-8天。

特鲁瓦 Troyes
建议行程：1天
如果你钟情于名牌奢侈品，或者有计划趁来法之机淘点便宜货，特
鲁瓦也许是比巴黎还不可错过的购物之地。此地俗称“打折村”，
法国每年的冬(1-2月)夏(6-7月)打折季时，都会有来自各地的淘宝者
到此处“捡个便宜”。打折村分Marques Avenue和Pont St 
Marie两个购物区，分别出售不一样的品牌，前者多为平价品牌，后
者高档品牌居多。

第戎 Dijon
建议行程: 1天
第戎市是勃艮第大区的首府城市，也是15世纪权倾一时的勃艮第公
国的公爵府所在地，同时还是连接法国南北，东去瑞士的交通要
地。其市中心依然保留了许多旧时贵族的壮丽的宫殿和遗迹，另有
教堂、歌剧院和美术博物馆，是座满载文化遗产的艺术古城。与此
同时，第戎还是一座美食之都，以特色芥末和蜗牛菜闻名于世，当
然最出名的当属勃艮第葡萄酒，话说法国葡萄酒北有勃艮第，南有
波尔多，酒王勃艮第尤为受到欧美地区人们的喜爱。印在人行道上
的独特的猫头鹰路线，穿越整个第戎市中心著名的景点，可以带你
领略这座历史名城的风华，将你带到圣母院的猫头鹰那里，摸摸它
据说能交好运，也能为你实现许下的愿望。

特级葡萄酒之路 La Route des Grands crus
建议行程：半天
出第戎城南下，去博讷(Beaune)的方向，不走高速公路A31，而改

为走国道D974，途经Marsannay-la-Côte、Côte de Nuits、
Côte de Beaune，一路上都是勃艮第产区特级酒的大酒庄，爱好
葡萄酒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参观酒窖，品尝葡萄酒。勃艮第不同于波
尔多，是单一葡萄品种所酿制的葡萄酒，力道浑厚坚韧，品种以霞
多丽(Chardonnay)和黑皮诺(Pinot noir)著称，名噪四方的罗曼尼
康帝(Romanée-Conti)即是勃艮第出品。

博讷 Beaune
建议行程：半天
芳香四溢的酒乡，随处可见各种酒商酒窖。博讷主公医院，作为此
处的一大景点，其屋顶是勃艮第地区琉璃瓦的代表，溢彩流光。法
国名片《虎口脱险》也曾在这里取景。

主公医院开放时间：1月1日-3月22日及11月18日-12月31日
9:00-11:00、14:00-17:30，3月23日-11月17日9:00-18:30。
门票价格：全价票7欧元，欧盟学生及家庭团5.3欧元，10-18岁青
少年3欧元，10人以上成人团6欧元，10人以上10-18岁青少年团
2.3欧元。

里昂 Lyon
建议行程：2天
金狮里昂，法国第三大城市，电影的发源地，汇集各种艺术工业历
史博物馆和著名高校，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城，也是现代都市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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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V i e u x L y o n )的完美结合之城。这里有圣让大教堂
(Cathédrale Saint Jean)，圣母院(Basilique Notre-Dame)，金
头公园，红土铺成的白莱果广场(Bellecour)等等。最负盛名的要数
每年12月份，为感恩圣母玛利亚而举办的里昂灯光节，五光十色的
灯光背后隐藏着各式各样的故事，像被一只幻影魔术手投射到各种
建筑上，显现出形态各异又变化万千的动态光与影，届时不仅万人
空巷，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观光者到此捧场。

安纳西 Annecy 
建议行程： 1天半-2天
有“小威尼斯”之称的安纳西是靠近瑞士的法国边陲小镇，她背倚
阿尔卑斯山，头枕安纳西湖，绿水环城，鲜花簇拥，有彩叶翩翩，
也有雪山青草。城内一派祥和，连时光都仿佛静静流过，生怕惊惹
了这份安宁。城中的中皇岛(Palais de l'Isle)，安纳西城堡，还有爱
情桥(Pont d'Amour)，历经岁月洗礼与此城此景融为一体。无论你
选择泛舟湖上，或者绕湖环山，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这座城的美
丽。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描述自己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美的一段
时光。安纳西也是2018年冬奥会候选城市之一。

★ 南法蔚蓝海岸 见地图E

阿维尼翁(Avignon)-尼姆(Nime)(45公里，45分钟)-蒙彼利埃
(Montpellier)(60公里，50分钟)-阿尔勒(Arles)(80公里，1小时)-
马赛(Marseil le)(95公里，1小时)-艾克斯-普罗旺斯(Aix-en-
Provence)(32公里，30分钟)-瓦朗索勒花田(Valensole)(70公里，
50分钟)-穆思捷-圣玛丽(Moustiers Sainte Marie)(90公里，1小时
20分钟)-戛纳(Cannes)(130公里，2小时)-尼斯(Nice)(30公里，
30分钟)-摩纳哥(Monaco)(31.6公里，32分钟)。建议行程10-12天。

如果是从巴黎出发的话，建议直接从巴黎坐火车到阿维尼翁，当然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完全可以从巴黎开车一路边走边玩，最后到达
阿维尼翁，也是不错的选择。

阿维尼翁 Avignon
建议行程：1天
阿维尼翁是座宗教文艺气息浓厚的小城，14世纪时罗马教廷曾在法
王支持下迁都至此，阿维尼翁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二教都。同时期建
筑的城墙，如今还在守卫着这座宁静的南法小镇，坚实却也沧桑，
更添了一笔时代感。城内偶有画在墙壁上的假窗，据说是以前按开
窗数征税，所以有人家画了假窗在墙上装饰。城中的教皇宫(le 
Palais du Pape)，古朴肃穆，大气凛然。而罗讷河上的圣贝内泽桥
(le Pont St-bénezet)，虽然经过百年洪水冲刷，大桥已断，桥拱也
由最初的22个，剩下现如今的4个，但却丝毫不影响它坚毅挺拔的
气质。从桥上回望整座城，宛临圣地。

开放时间：9月-10月及4月-6月9:00-19:00，11月-次年2月
9:30 -17 :45，3月9:00 -18 :30，7月9:00 -20 :00，8月
9:00-20:30。教皇宫和圣贝内泽桥的门票可以一起在教皇宫内购买。

教皇宫 圣贝内泽桥
教皇宫+圣
贝内泽桥

全价票 10.5欧元 4.5欧元 13欧元

减价票(针对欧盟大学

生，8-17岁青少年，

60岁以上老人，家庭

团等)

8.5欧元 3.5欧元 10欧元

学生票 5欧元 3欧元 6.5欧元

免费票                      残疾人及8岁以下儿童等残疾人及8岁以下儿童等残疾人及8岁以下儿童等

尼姆 Nime
建议行程：1天
同样是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古城，尼姆汇集了太多古罗马人令人惊叹
的智慧结晶：建于公元1世纪的高架渠桥加尔桥(le Pont du     
Gard)，堪称一大建筑奇迹；保存完好的古罗马竞技场；古迹庭院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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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公园(le Jardin de la Fontaine)，像在暗示尼姆即是一座
       以泉为生的暖城；还有丘陵上的古罗马瞭望塔马涅塔(la Tour 
de Magne)，登高远望，可将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每年春夏，尼姆
人还会迎来盛大的奔牛节和斗牛节，场面十分壮观。

古罗马斗兽场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冬令时9:30-17:00，夏令时9:00-19:00。
门票价格：全价票8.5欧元，减价票6.5欧元。

古罗马瞭望塔马涅塔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冬令时9:30-16:30，夏令时9:00-19:00。
门票价格：全价票3欧元，减价票2.5欧元。

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建议行程：1天
蒙彼利埃(Montpellier)是著名的南法城市，也是典型的悠闲又不乏
活力的地中海城市，漫步在遍布罗马遗迹的城市里，有琳琅的现代
商铺，也有沉淀出老旧味道的石板古巷，去戏剧广场(la Place de la 
Comédie)上看看美惠三女神(Trois Graces)的喷泉，也可以去最古
老的植物园(le Jard in des P lantes)和皇家散步场所(la 
Promenade Royale)放松心情，享受阳光。去参观罗马式的圣皮埃
尔天主教堂(Cathédrale Saint-Pierre)，看看具有新古典风格的安
提港街区(Antigone)，还能走一走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建筑灵感的
现代休闲场所奥德赛馆(Odysseum)，顿觉生活不在别处，正在
此地。

阿尔勒 Arles
建议行程：半天-1天
阿尔勒也是一座有古罗马遗迹的老城，有废墟的戏剧院、古罗马斗
兽场和礼拜堂，除此之外，这里也是荷兰画家梵高曾经作画并且度
过人生最后时光的地方。在阿尔勒漫步，就像是人在画中游，黄墙
彩窗，心清意惬。梵高的名画《星空下的咖啡馆》正是在这里所
作，如今那家咖啡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一睹画中风采，谁曾想当
年梵高手中的画笔，真将一瞬刹那变为永恒。

古代戏剧院开放时间：5月-9月9:00-19:00，3月-4月和10月
9:00-12:00、14:00-18:00，11月-次年2月10:00-12:00、
14:00-17:00。1月1日、5月1日、11月1日和12月25日关闭。
价格：3欧元(与其它景点的联票为12欧元)。

古罗马斗兽场开放时间：5月至9月9:00-19:00，3月至4月和10月
9:00-18:00，11月至次年2月10:00-17:00。9月第二个周末、复
活节周末、1月1日、5月1日、11月1日和12月25日关闭。
价格：4欧元(与其它景点的联票12欧元)。

马赛 Marseille
建议行程：1天-1天半
法国第二大城市，也是知名的港口城市。老港(Vieux Port)停泊的繁
密船只，和山顶上光洁的圣母院(Basilique Notre-dame de la 
Garde)上下呼应，像一幅构图精致的画卷，也让老港更显风情。罗
马-拜占庭式的圣母院，内部装饰多有船只，就好像中国渔村的妈祖
庙，守护着出海的渔民们。典雅华丽的玛卓大教堂(Cathédrale St-
Marie Majeure)，以条纹嵌身，十分别致。再就是因大仲马的《基

督山伯爵》而名声大噪的伊夫岛(Château d'If)，书中的主人公当时
就是被囚禁在这个岛上，游人可以从老港搭船上岛。至于美食，虽

然褒贬不一，不过既然来了，还是尝尝这里的马赛鱼汤
(Bouillabaisse)，说不定是你所爱的风味。

艾克斯-普罗旺斯 Aix-en-Provence
建议行程：半天-1天
艾克斯城内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形态各异的喷泉，传说这里的泉水
纯净甘甜还能治病。此地也是大学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
给这座城市更添了一份鲜活的元素。艾克斯-普罗旺斯曾经作为普罗
旺斯大区的首府，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中心的米哈博林荫大道
(Cours Mirabeau)，完全符合达芬奇的美学理论，街宽与两旁建筑
的高度一样，大道西侧就是千泉之城最大的喷泉——圆亭喷泉(la 
Fontaine de la Rotonde)。法国油画家塞尚(Césanne)就是艾克斯
人。橄榄油，葡萄酒，薰衣草，都是这里的特产。

瓦朗索勒花田 Valensole
建议行程：半天
来南法的朋友，一定是不可错过美丽的花田，距艾克斯70公里的地
方就有一片瓦朗索勒花田(Valensole)，每年6-7月，铺天盖地的紫
色薰衣草，和金灿灿的向日葵，一定让你过把花中漫步的浪漫瘾。

穆思捷-圣玛丽 Moustiers Sainte Marie
建议行程：1天
穆思捷-圣玛丽小镇附近，便是南法著名的“天使之泪”圣十字湖
(Lac de St-Croix)和欧洲最大的峡谷凡尔登(Gorges du 
Verdon)，及其峡谷大桥(Pont de l'Artuby)。穆思捷-圣玛丽的入
口处由细铁索在几百米的高空挂了一颗金星，彰示着踏进穆思捷由
此开始，传说是一名十字军骑士在此被俘虏后发狠誓会回到这里悬
挂一颗全世界都看到的星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青山傍碧水本
就是绝配，更何况是如海蓝宝石镶嵌在山窝里的圣十字湖，配上巍
峨秀丽的凡尔登大峡谷，不得不让人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然
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在狭窄山路上的行车安全，谨
防落石。

戛纳 Cannes
建议行程：半天-1天
红瓦蓝海金棕榈，最是一年戛纳时。以其每年5月中旬电影节的号召
力，戛纳早已不需赘言来为他“笼络人心”。无论是苏给老城区(le 
Suquet)，还是海滨大道(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亦或是电
影宫(Palais du Film)，都充满了戛纳自己的味道。每到电影节前
后，街上的流浪艺人弹奏着《教父》的主题曲，所有来戛纳观礼的
人，无论是不是明星，都争奇斗艳，这个时候所有橱窗里平日略显
浮夸和华丽的衣服，统统可以拿出来。

尼斯 Nice
建议行程：1天-1天半
尼斯是蔚蓝海岸的代表性度假胜地，和煦温润的气候，悠闲懒散的
氛围，沿着英国海滨大道(Promenade des Anglais)踱步到美丽的
天使湾(la Baie des Anges)，一眼望去大海是一片沁人心脾的蓝，
独特的鹅卵石滩被晒的滚烫，慵懒的人们以各种姿势靠在海滩上听
海浪摩擦石头的声响。古旧却依然绮丽的老城区(Vieux Nice)售卖
各种当地特色的杂货，新鲜的海产市场甚至还有海鸟与你争食，每
天都会开放的花市，和市中心马塞纳广场(Place de Massena)附近
偶遇的二手旧货市场，现代化的轨迹和传统尼斯风味的延续，水乳
交融。在从尼斯去摩纳哥的路上，途经名为埃兹（Eze）的小村庄，
以鹫巢式的建筑方式闻名，在山顶远眺地中海，景色极佳，有兴趣的
朋友也可以顺道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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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欧洲通用急救电话：112
医疗急救服务SAMU：15
警察救援电话：17
火警消防电话：18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地址：巴黎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电话：01-49-52-19-5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2:00、14:30-17:00
www.amb-chine.fr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
地址：巴黎第八区华盛顿街20号(20, Rue de Washington, 
75008 Paris)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9:30-12:00、14:30-17:00　　　
电话：01-53-75-88-31

中国驻马赛领馆 
地址：16 Boulevard Carmagnole 13008 Marseille France
到达方式：从Saint-Charles火车站乘地铁2号线在Rond-point du 
Prado站下车，出站后沿Prado大街朝海边方向走，约6分钟后左转
即可。

         摩纳哥 Monaco
        建议行程：1天
总是被归为南法一带的摩纳哥，作为一个袖珍国家，早已其富人聚
居和F1方程式赛车而蜚声世界。这是一座依山靠海的城邦，随山势
起伏皆可看到高低不一的别墅立于悬崖之上。同样建于山陵峭壁之
上的还有摩纳哥亲王宫(Palais du Prince)，大有居高临下的王者之
风，山上还有安葬格蕾丝王妃的罗马式天主教堂(Cathédrale 
de Monaco)，以及同样建在悬崖边的摩纳哥海洋馆(Musée 
Océanographique)，下山途中可以欣赏到这里的植物园(le Jardin 
Exotique)。城邦的另一边便是名声大噪的蒙特卡洛大赌场，真就是
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年满21岁方可持护照登记进入并付10欧元门
票。走下赌场，就是以格蕾丝王妃命名的海滨大道，足以见得王妃
在摩纳哥人心中的地位，沿途观光，也有各种停泊着游艇的海港(比
如Fontvieille)，让你一饱眼福。

摩纳哥亲王宫
开放时间：4月10:30-18:00，10月10:00-17:00，5月至9月
9:30-18:30，11月至次年3月关闭。
门票价格：成人票7欧元，儿童8岁到14岁3.5欧元。

海洋馆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4月-9月9:30-19:00，10月-次年3月
10:00-18:00。
门票价格：成人12.5欧元，6-18岁儿童和学生6欧元。

工作时间：周二、周三、周五上午9:15-12:00(节假日放假安排见网
站公告)。
咨询电话：+33(0)491320001(仅限工作时间)。 
领事保护：+33(0)491320267、33(0)671905835
marseille.china-consulate.org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里昂总领馆
地址：里昂市第六区路易·布朗街26号(26，rue Louis Blanc，
69006 Lyon)
到达方式：乘坐地铁B线在Gare Part-Dieu站下车，或乘坐公共汽
车 C3线在Halles Paul Bocuse站下车。
领事保护专用电话：+33(0)785620931 
咨询电话：+33(0)437248305
lyon.consulatchine.org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馆
地址：35，rue Bautain, 67000 Strasbourg, France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30、15:00-18:00 
领馆电话：(00 33) 03 88 45 32 32
consulatchine-strasbourg.org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至：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
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
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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