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me City Description Link for redirection

普羅旺斯地區艾

克斯旅遊局

Office de 

tourisme d'Aix en 

Provence

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 Aix en 

Provence 艾克斯城市觀光通行證：13歐元（正價15歐元）。

http://en.aixenprovencetourism.com/ 

昂布瓦斯旅遊局

Office de 

Tourisme Val 

d'Amboise 昂布瓦斯 Amboise

參觀昂布瓦斯城堡和克洛呂斯城堡，節省1歐元：成人 

22.2歐元、兒童（7至18歲）15.5歐元；昂布瓦斯三大景點

——參觀昂布瓦斯城堡、克洛呂斯城堡和尚特魯塔，節省

1.5歐元：成人 

30.6歐元、兒童（7至15歲）22.4歐元；昂布瓦斯三大城堡

通行證——參觀昂布瓦斯城堡、克洛呂斯城堡和盧瓦爾河

畔肖蒙城堡，節省3歐：成人 

30.2歐元、兒童（7至11歲）19.5歐元、兒童（12至18歲）

21.5歐元。

http://www.amboise-valdeloire.com/en 

博熱城堡

Château de Baugé 昂熱 Angers 購買博熱城堡門票可享2歐元減免優惠。 http://www.chateau-bauge.fr/

阿爾卡雄旅遊局

Office de 阿爾卡雄 Arcachon 參加導賞團，可享買一送一優惠。
http://www.arcachon.com/default.asp?langue=2&IDPA

GE=1&part=home尼特雷城堡

Le château de 

謝河畔阿泰埃 ATHÉE-SUR-

CHER 購買門票可享買一送一優惠。 http://www.visit-chateau.com/

Via Mokis 酒店 博訥

入住酒店，每間房間可享10%折扣優惠，含早餐；在餐廳

點叫餐食可享10%折扣優惠（飲料除外）。 http://www.viamokis.com
比亞里茨海岸通

行證
比亞里茨 Biarritz 購買比亞里茨海岸通行證可享半價優惠。 http://envi2bio.com/2011/07/14/projet-biarritz-ocean/

威樂薩瓦城堡 布盧瓦 Blois 購買威樂薩瓦城堡門票可享30%折扣優惠。 http://www.chateau-de-villesavin.com/
香波爾城堡

Château de 

Chambord

布盧瓦 Blois 優惠門票：購買城堡門票只需9歐元（正價11歐元）。 http://chambord.org/en/

布盧瓦城堡

Château de Blois
布盧瓦 Blois 購買門票參觀城堡、欣賞光影表演和參觀魔術博物館可

享1.5歐元至5歐元優惠。 http://www.chateaudeblois.fr/?lang=en

Le Pavillon des 

Boulevards 餐廳 波爾多 Bordeaux 在餐廳購買餐食可享免費飲料。

http://www.cartesurtables.com/bordeaux/restaurant_le-

pavillon-des-boulevards-555.htm&lng=fr&stndln=true

波爾多旅遊局

Office de 

Tourisme de 波爾多 Bordeaux

參加波爾多「Châteaux et Terroirs et les grands Vignobles du 

Bordelais」導賞團可享15%折扣優惠。
http://www.bordeaux-tourisme.com/index_uk.html 

水上樂園

Aqualud

濱海布洛涅 Boulogne sur 

Mer 購買水上樂園門票可享2歐元減免優惠。 http://www.aqualud.com/卡昂和平紀念館

Le Mémorial de 卡昂 Caen

成人門票：每人14歐元（正價19歐元）。10至18歲兒童或

青年：每人7.5歐元（正價16.5歐元）。 http://normandy.memorial-caen.com/未來世界動感主

題樂園

沙瑟納伊迪普瓦圖 

Chasseneuil-du-Poitou 購買樂園門票可享25%折扣優惠。 http://www.futuroscope.com

麗芙城堡

Château du rivau 希農 Chinon 購買麗芙城堡門票可享15%折扣優惠。 http://www.chateaudurivau.com/fr/index.php

蒙特索羅城堡

Château de 

montsoreau 希農 Chinon 購買蒙特索羅城堡門票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chateau-montsoreau.com/

Promenades en 

Barques 科爾馬 Colmar 憑藉法國火車通行證可享優惠：每人只需5歐元。
http://www.sweetnarcisse.com/

布西耶爾城堡

Château de la 

Bussière 第戎 Dijon 購買布西耶爾城堡門票可享1.5歐元減免優惠。 http://www.chateau-labussiere.com

Les Oenophiles 

餐廳 第戎 Dijon

可免費享用餐廳自製飲料。 http://www.restaurant-lesoenophiles.com/

埃佩爾奈旅遊局

Office de 

Tourisme 

d'Epernay 埃佩爾奈 Epernay 全日租用Twizy電動摩托車可享免費香檳一瓶！ http://www.ot-epernay.fr/

Citadines 

公寓式酒店 法國 France

入住Citadines 

Apart'hotels公寓式酒店可享10%折扣優惠：，提供酒店式

服務，觀迎短期或長期入住（建議提前預訂，需出示法國

鐵路火車通行證）。 http://www.citadines.com/en/index.html

Logis Hotels 酒店 法國 France

入住Logis Hotels酒店可享住宿優惠。Logis 

Hotels為歐洲領先的連鎖獨立式酒店，分店遍佈2,600座城

鎮。 http://www.logishotels.com/en/

古萊訥城堡

Château de 

Goulaine 

歐特古萊訥 HAUTE 

GOULAINE 購買古萊訥城堡門票可享16.67%折扣優惠。 http://www.chateaudegoulaine.fr/

Abeille 

Parachutisme 

高空跳傘運動 勒阿弗爾 Le Havre 參加高空雙人跳傘運動（教練陪同）可享50歐元優惠。
http://abeilleparachutisme.fr/content/9-DZ-France-

sauts-parachute

Abeille 

Parachutisme 

高空跳傘運動 勒瓦聖佩爾 Le Val Saint Père 參加高空雙人跳傘運動（教練陪同）可享50歐元優惠。
http://abeilleparachutisme.fr/content/9-DZ-France-

sauts-parach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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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城市觀光卡

Lyon City Card
里昂 Lyon 購買1天、2天或3天成人里昂城市觀光卡可享半價優惠。

http://www.en.lyon-france.com/Lyon-City-Card/Order-

your-Lyon-City-Card

La Mère Poulard 

酒店

聖米歇爾山 Mont Saint 

Michel 入住酒店每間房間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merepoulard.com

蒙馬特高地博物

館

Musée de 

Montmartre 蒙馬特高地 Montmartre 購買博物館門票可享15%折扣優惠。 http://www.museedemontmartre.fr/

蒙特彼埃旅遊局

Office de 

Tourisme de 

Montpellier 蒙特彼埃 Montpellier 購買蒙特彼埃城市觀光卡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ot-montpellier.fr

南特城市觀光通

行證

Pass Nantes 南特 Nantes 購買24小時南特城市觀光通行證（正價）可享半價優惠。 http://en.nantes-tourisme.com/city-card-3098.html

歐班堡城堡

Château de la 

Ferté Saint Aubin 奧爾良 Orleans 購買歐班堡城堡門票可享半價優惠。 http://www.chateau-ferte-st-aubin.com/

4 roues sous 1 

parapluie 

公司觀光服務 巴黎 Paris 乘坐2CV老爺車和參加紅酒導賞團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4roues-sous-1parapluie.com

Abeille 

Parachutisme 

高空跳傘運動 巴黎 Paris 參加高空雙人跳傘運動（教練陪同）可享50歐元優惠。
http://abeilleparachutisme.fr/content/9-DZ-France-

sauts-parachute

De Vinis Illustribus 

葡萄酒專賣店 巴黎 Paris

「Moments autour du vin」：45歐元（正價50歐元） / 

「Déjeuners-

dégustation」法國葡萄園之旅：品嚐四款葡萄酒，佐以巴

黎名廚精心烹製的法式美食。價格為95歐元（正價105歐

元）。 www.devinis.fr

法國微型景觀公

園

France Miniature 巴黎 Paris 購買法國微型景觀公園門票可享15%折扣優惠。 http://www.franceminiature.fr/en

麗都卡巴萊歌舞

表演

Lido 巴黎 Paris

入場觀賞每日第二場歌舞表演（含半瓶香檳）可享10%折

扣優惠。 // 

入場觀賞每日首場歌舞表演（含半瓶香檳）可享10%折扣

優惠，週五、週六及特別日子除外。 http://www.lido.fr

巴黎葡萄酒博物

館

Musée du Vin 

Paris 巴黎 Paris 購買博物館門票可享買一送一優惠。

http://www.museeduvinparis.com/

巴黎故事電影院

Paris Story 巴黎 Paris

購買電影院門票可享40%折扣優惠（成人：10歐元 / 

兒童：6歐元）；購買巴黎故事電影院DVD可享20%折扣優

惠。 http://www.paris-story.com 

Dans le noir 餐廳 巴黎 Paris

享用驚喜菜單，結帳時可享5%折扣優惠，並可享用雞尾

酒一杯！享用一小時服務（整點計）可享5%折扣優惠，

並可享用熱茶一杯。 http://www.danslenoir.com/accueil_an/accueil_an.php

法國國家科技中

心 - 

科學發明博物館

Universcience - 

Palais de la 

Découverte 巴黎 Paris

優惠門票：博物館門票只需6歐元（正價門票8歐元），不

包含特備展覽。 http://www.palais-decouverte.fr/index.php

Les parfumeries 

Fragonard 

香水博物館 巴黎 Paris 購買化妝品和香水產品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fragonard.com/

吉美國立亞洲藝

術博物館

Musée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巴黎 Paris 博物館門票可享30%折扣優惠。 http://www.guimet.fr/fr/

RER B 巴黎 Paris

可搭乘 RER B 

線往返巴黎戴樂高機場和巴黎北站，並且必須使用火車通

行證1天乘車日。

RER C 巴黎 Paris 法國鐵路火車通行證適用於 RER C 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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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國家科技中

心 - 

法國科學工業城

Universcience -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巴黎 Paris

優惠門票：博物館門票只需6歐元（正價門票8歐元），不

包含特備展覽。 http://www.cite-sciences.fr/en/cite-des-sciences

法國國家科技中

心 - 

科學發明博物館

Universcience - 

Palais de la 

Découverte 巴黎 Paris

優惠門票：科學發明博物館門票只需6歐元（正價門票8歐

元）。
http://www.palais-

decouverte.fr/index.php?id=accueil2&no_cache=1

馬龍神父蘋果白

蘭地酒莊

Père Magloire 主教橋 PONT-L'ÊVEQUE

購買基本門票（3歐元）可享買一送一優惠 // 

購買特選門票（10歐元）可享買一送一優惠。門票包含酒

莊參觀費用、蘋果白蘭地試飲和一個免費袋子。 www.calvados-pere-magloire.com

La Vigneraie 餐廳 蘭斯 Reims 在酒店餐廳購買餐食可享免費香檳一杯。
http://www.vigneraie.com

Le Coq-Gadby 

酒店 雷恩 Rennes 入住酒店，每間房間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lecoq-gadby.com

La coquerie / Le 

coqGabdy 酒店 雷恩 Rennes 在酒店餐廳購買餐食可享免費香檳一杯。

http://www.lecoq-gadby.com

雷恩旅遊局

Office de 

Tourisme de 

Rennes 雷恩 Rennes 購買城市觀光通行證可享買一送一優惠。 http://www.tourisme-rennes.com

史特拉斯堡城市

觀光通行證

Strasbourg-Pass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購買史特拉斯堡城市觀光通行證可享半價優惠。
http://www.otstrasbourg.fr/article.php?id_article=236

&url_ret=rubrique.php?id_rubrique=68&lang=en

Buerehiesel 餐廳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在餐廳購買餐食可享免費飲料。 http://www.buerehiesel.fr

蒙布勃城堡

Château de 

Montpoupon 圖爾 Tours 購買蒙布勃城堡門票可享1歐元減免優惠。 http://www.chateau-loire-montpoupon.com/

克洛吕斯城堡

chateau du clos 

lucé 圖爾 Tours 購買克洛吕斯城堡門票可享1.5歐元減免優惠。 http://www.vinci-closluce.com/

尚特魯城堡

La Pagode de 

Chanteloup 圖爾 Tours 購買尚特魯城堡門票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pagode-chanteloup.com/

瓦爾瑪城堡

Château de 

valmer 圖爾 Tours 購買瓦爾瑪城堡花園門票可享10%折扣優惠。 http://www.chateaudevalmer.com/jardins-index.php

吉澤斯城堡

Château de 

Gizeux

圖爾 Tours 或 索米爾 

Saumur 購買吉澤斯城堡門票可享1.5歐元減免優惠。 http://www.chateaudegizeux.com/accueil.htm

瓦朗塞城堡

Château de 

valencay 維耶爾宗 Vierzon 購買瓦朗塞城堡門票可享1歐元減免優惠。 http://www.chateau-valencay.fr/index.ph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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