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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 VOYAGE

LUXURY 
EUROPE RIVER CR  UISES

搭乘宮廷風豪華河輪，緩緩穿行於過往文人畫家曾描繪過的景致中，

深入尋訪各河岸城鎮景點，感受悠遊於歷史與藝術間的南法之旅。

Text_Lilias Lee      
Photo_ Uniworld River Cruise、www.arlestourisme.com、www.macon-tourism.com、www.lyon-france.com（ONLYLYON Tourisme et Congrès）Wiki Commons

慢速奢華
──隆河星空下的河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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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成為旅遊行程中最令人期待的目的地之一。在歐洲各豪華河輪中，又

以Uniworld River Cruises所推出的Super Ship系列最獨具特色。採擷歐洲歷

史人文風采、展現宮廷風設計的Uniworld Super Ship，自2011年第一艘S.S. 

Antoinette首航，至今已有5艘Super Ship加入歐洲河道航行，包含航行於隆

河、同時也是目前南法最豪華的河輪S.S. Catherine。

作為Uniworld的第二艘Super Ship，S.S. Catherine自然也沿襲了Super 

Ship特有的宮廷風設計，並且特別從義大利威尼斯的Murano訂製了一座水晶

玻璃馬與水晶吊燈，來做為大廳的主要裝飾。在S.S. Catherine的套房內，除

了配備有以純手工打造的高級英國床、埃及棉床單，也設計有賞景陽台與乾

濕分離大理石衛浴。Super Ship的每一艘河輪也都會採用不同的主色調，來

妝點船艙，像是S.S. Catherine便以綠色系為主要用色，搭配上叢林花豹的藝

術雕塑、壁面裝飾，以及豹紋座椅面料的使用，讓整個船艙更帶有維多利亞

時代的獵遊冒險情調。

除了重返維多利亞時代的設計風格，同時以諸多名畫佈置各空間，

Uniworld 旗下的河輪也幾乎都以歐洲皇室名人為名，像是法國史上最奢侈也

曾
讓梵谷創作出《隆河星空下》的隆河，除了是梵谷黃金創作時期主要

的靈感泉源，流經里昂、亞維儂、亞爾等著名觀光城市的隆河，也是

串連起南法普羅旺斯與勃艮第酒鄉之路的重要觀光河道，而隆河河谷本身也

是法國最早的葡萄酒產區。每年4到10月間是歐洲河輪旅遊的最佳時節，到

了夏季，隆河沿岸除了有繽紛的普羅旺斯花海相伴，全世界最盛大的亞維儂

藝術節也會在7月份登場，加上如詩如畫的河谷風光、一望無際的葡萄園，

以及曾讓梵谷、塞尚等畫家描繪過的南法景致，都讓隆河成為歐洲最具藝術

氣息的河輪旅遊路線首選。

宮廷風豪華河輪

早在大航海時期，歐洲貴族便已習於乘坐河輪悠然出行，盡情享受揮

灑時光的慢速奢華。近年來，越來越多豪華河輪加入歐洲河道的航行，光

是2017年便有約14艘新河輪加入歐洲河道的航線服務中。不論是更加寬敞

的客房空間、手工寢具、訂製家具、賞景落地窗、客房陽台、SPA水療到管

家服務等，都讓河輪旅遊升級到了另一個更加奢華的度假層次，也讓河輪



1.  S.S. Catherine大廳裡擺設了從威尼斯Murano訂製的水晶玻璃馬與
水晶吊燈。

2.房間裡就可以欣賞到迷人景致，讓人心生嚮往 。
3.  除了採用各式高級訂製家具，S.S. Catherine也在各空間皆佈置有名
家畫作。

4.  展現維多利亞時代風情的LOUNGE空間。
5.  華麗的床頭布幔設計讓客房空間更顯宮廷風範。
6.  梵谷的代表畫作《隆河星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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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爭議的皇后－Marie Antoinette、奧地利最有權勢的女王Maria 

Theresa，以及政治手腕高明卻殘酷的Catherine de Médicis王后

等，都被選為Super Ship的船名與設計靈感。

而今搭乘豪華河輪遊歷歐洲，除了能穿越時空體驗到19世紀王

室貴族最鍾愛的河道漂流旅行，各河輪公司也規劃有深入各河岸城

鎮的旅遊行程，包含步行導覽、單車巡禮、在地美食饗宴等，讓遊

客不僅能在舒適豪華的河輪上享受貴族般的移動與住宿體驗，更能

在每日的探訪行程中，領略最在地的深度旅遊。

梵谷最重要的創作地

鄰近地中海與阿爾卑斯山的南法普羅旺斯地區，不僅是法國陽光

最燦爛的所在，擁有花海、葡萄園，以及美麗山城、田園風光和諸

多歷史遺跡的普羅旺斯，一直以來都是歐洲最著名的度假勝地，在

19、20世紀時，美好的普羅旺斯更曾吸引梵谷、塞尚、莫內、畢卡

索、雷諾瓦等知名畫家來此旅居創作，於此誕生的畫作與影響後世

久遠的畫風，也讓普羅旺斯成為影響現代繪畫發展的靈感泉源地。

而隆河河輪之旅的第一站便是被稱為「梵谷小鎮」的亞爾

（Arles）。年僅37歲便過世的梵谷，在其離去前，曾旅居亞爾15個

月，這段被普羅旺斯繽紛景色與溫暖氣候照料的時期，也是梵谷一

生創作量最豐富的階段，光是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他便創作了多

達200幅畫作，包含著名的《隆河星空下》、《向日葵》、《夜晚

的露天咖啡座》、《亞爾醫院的庭院》、《黃色小屋》與《亞爾吊

1.  LOUNGE裡的豹紋面料沙發，展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獵遊
冒險情調。

2.  船上的高級餐廳每天都以產自當地的新鮮食材為遊客烹調
美味料理。

3.  綠色系的優雅客房，躺在床上便能欣賞美麗的河岸風光。
4.  梵谷的代表畫作《黃色小屋》。
5.  亞爾市區的共和廣場與方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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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等都是以亞爾景物為靈感所描繪的畫作。如今來到亞爾這座充滿藝文

氣息的小鎮，隨意漫步便能行經曾經出現在梵谷畫作中的實景，像是當年

的露天咖啡座，如今改名為梵谷咖啡館，而亞爾醫院則被改建為當地的藝

術文化中心。除了遊覽畫中實景，若想好好欣賞梵谷的畫作，則可以前往

當地的梵谷基金會博物館（Fondation Vincent Van Gogh Arles），在這座

占地千坪的博物館藝廊裡，除了展示有梵谷的名畫，也收藏有後世受梵谷

畫作影響的當代作品。

因梵谷而出名的亞爾，其實也是一座保有諸多古羅馬遺跡的歷史古鎮，

包含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羅馬競技場和羅馬浴場、建於12世紀的聖

托菲姆教堂（Eglise Saint-Trophime），以及共和廣場、方尖碑等，都是亞

爾鎮上著名的歷史景點。走入古色古香的亞爾，即使不特意尋訪景點，隨

意漫步，感受古城樸素優雅的巷道風光，也是體驗普羅旺斯悠閒時光的最

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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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里昂最赫赫有名的餐廳L'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
2.   每年12月的里昂燈光節是世界上規模最盛大的光影藝術節慶。
3.  里昂市區美麗的隆河河畔風光。
4.  馬孔鎮上保留自中世紀的古老木造建築。
5.  馬孔周邊的葡萄酒莊園提供有葡萄採收與賞酒體驗。
6.  輕盈優雅的勃艮第葡萄酒是法國最著名的單一葡萄釀造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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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的IN亞維儂，節目大多以在國際有一定知名度的團體為主，OFF亞維儂

的演出節目，則以實驗性、前衛風格強烈和新人團體的演出為主，除了教皇

宮內庭院與亞維儂劇院等主要演出場地，藝術節期間幾乎整個亞維儂都是劇

場舞台，隨便一個城市街角或咖啡館都有街頭藝術家的演出。今年的亞維儂

藝術節也將在7月6日～7月24日舉行，屆時整個亞維儂又將化身為世界上最

熱鬧的劇場舞台，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來此揮灑熱情與才華。

法國美食之都

做為古代絲綢之路西方終點的里昂（Lyon），就位於隆河與索恩河匯流

處，自古以來便因其重要的商貿樞紐位置，而成為歐洲主要的文化與經濟

中心。發展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里昂，依舊保留有諸多的歷史遺跡，

包含富維耶聖母院（Basilica of Notre-Dame de Fourvière）、古羅馬劇場

（Théâtre Antique de Lyon）、里昂主教堂（Cathédrale Saint-Jean-Baptiste 

de Lyon）等，並在1998年時被列入世界遺產城市。除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風

光，作為《小王子》作者聖修伯理故鄉的里昂，也是法國知名的藝術與電影

重鎮，包含每年12月在里昂登場的燈光節，也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盛大的光

中世紀教皇之城

位於隆河左岸的亞維儂（Avignon），則是隆河河輪之旅第二個重點旅遊

城市。14世紀時，由於義大利戰亂不停，使得當時的教皇自羅馬遷居至亞維

儂，並以宏偉的教皇宮（Palais des Papes）為宮殿居所，自此接連有7位教

皇定居於此，讓亞維儂不僅成為中世紀的天主教聖城，更享有「教皇之城」

的美名。而始建於1252年的教皇宮，也是保留至今歐洲最重要、規模最大的

中世紀哥德式建築。除了教皇宮，亞維儂最著名的明信片風光，還有被稱為

亞維儂斷橋的聖貝內澤橋（Pont Saint-Bénezet）。數百年前，牧羊人「貝內

澤」因受到神啟，於是開始傾力向民眾募款，以建造一座橫跨隆河的橋樑。

建於1177年的聖貝內澤橋，原本共有22座拱門孔洞，但17世紀受洪水侵襲

後，如今只剩下4座拱門還留著，不過斷橋上至今都還保留著聖貝內澤小禮

拜堂，以紀念那段最初的神啟傳說。

除了教皇宮、斷橋等世界遺產古蹟，亞維儂最舉世聞名的還是一年一度

的亞維儂藝術節。於1947年開辦的亞維儂藝術節，是法國現存最古老的藝術

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戲劇藝術嘉年華。每年吸引無數遊客前往共襄盛舉

的亞維儂藝術節，分為IN（官方主辦）與OFF（民間發起）兩類演出，官方



以普羅旺斯美景與藝術風光，佐道地法式美酒佳餚，

放慢生活的速度，用最悠閒愜意的奢華漂流，

享受豐盛而美好的歐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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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藝術節慶。

物產豐富的里昂，雖然人口只有約50萬，但卻擁有

近2,000家的餐廳，因此即使在全球旅遊地圖上，巴黎

的名氣遠高過里昂，但在法國人心目中，里昂始終是法

國永遠的美食之都。在2018年的米其林指南中，里昂

共有21家餐廳獲選，雖然里昂的米其林星級餐廳並不

算全球最多，但在米其林三星紀錄保持人「世紀廚神」

Paul Bocuse的加持下，里昂美食的魅力也因而被廣為

流傳。於今年初離世的Paul Bocuse，其在里昂所開設

的L'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餐廳，自1965年獲得

米其林三星肯定後，便年年列名米其林三星餐廳，而他

在里昂所開設的廚藝學校，也被全世界廚師視為廚藝聖

殿。除了米其林餐廳，里昂最著名的還是氣氛輕鬆悠閒

的小酒館（Bouchon）。過去作為絲綢工人食宿據點的

小酒館，現在則是品嚐道地里昂家鄉味的最佳去處。

探索葡萄酒之路

從里昂順著索恩河上行，便會進入著名的勃艮第葡

萄酒產區。因大陸型氣候與石灰岩土質的關係，使得勃

艮第產區特別適合種植黑皮諾和夏多納葡萄，比較特別

的是，隨著不同區塊的種植條件，各區所產出的葡萄也

各自擁有不同的熟成滋味。難以一概論之的多種風味，

也讓勃艮第葡萄酒成為法國最著名的單一葡萄釀造區。

雖然隆河河谷是法國最早的葡萄酒產區，也是目前法國

第二大的葡萄酒產區，不過在國際上，輕盈優雅的勃艮

第葡萄酒依舊有著較高的認知度，因此作為隆河之旅的

延續行程，順遊勃艮第酒鄉最南端的馬孔（Macon）小

鎮，也就成了最後的重頭戲。

勃艮第葡萄酒之路長約500公里，位於索恩河畔旁

的馬孔便是這條葡萄酒之路的南端起點，只要一離開馬

孔鎮上，隨即便能欣賞到連綿的葡萄園風光，河輪公司

也特別安排了馬孔周邊的代表酒莊賞酒行程，讓遊客能

深入探訪勃艮第酒鄉的釀造故事。歷史悠久的馬孔，本

身也是一座美麗的南法小鎮，當地周邊的地標景點包含

了聖勞倫斯石橋（Pont Saint-Laurent）、貝爾賽古堡

（Berzé le-Châtel）和宗教勢力曾影響全歐洲的克呂尼

修道院（Abbaye de Cluny）等。

河輪，是品味歐洲最迷人的一種旅行方式。順著隆

河一路北行，以普羅旺斯美景與藝術風光，佐道地法式

美酒佳餚，放慢生活的速度，用最悠閒愜意的奢華漂

流，享受豐盛而美好的歐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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