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特色城堡酒店
Vigiers 城堡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Château Des Vigiers Golf & Country Club
维日耶城堡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在当地享有“小凡尔赛”的美称。它位于
Bergerac 附近的乡村，集酒店、高尔夫球场以及乡村俱乐部于一身，占地 450
英亩。设有美食餐厅、酒庄、一流的 Spa 馆以及一座高尔夫球场。
该俱乐部设计风格华丽、不拘一格。闲庭信步，便可以饱览迷人的橡树林，
风景秀丽的湖泊以及“镶嵌”在李子林和葡萄园之间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 27 洞高
尔夫球场。无论是维日耶庄园，附属建筑还是驿站的客房都令人万分陶醉，而且
各具特色，此外，很多客房还将高尔夫球场风光尽收眼底。
可 由 此 动 身 前 往 中 世 纪 的 Sarlat 和 Périgord Noir 古 城 ， 然 后 参 观
Saint Emilion 的酒都以及 Lascaux 世界著名的史前石洞壁画。最后前往多尔多
涅河谷(Dordogne)观赏各种精妙绝伦的庄园。
地址 24240 Monestier, France
电话 05 53 61 50 00

Château D'artigny
阿尔蒂尼城堡酒店
阿尔蒂尼城堡酒店前身是香料商 FranÇois Coty 在美好年代的梦幻城堡。它
耸立于 Indre 河谷之上，占地 65 英亩。其外观为白色，十分引人注目，入口处
有巨大的柱子支撑。其内设有保健和美容中心、富有创意的本地美食城以及藏有
450 箱葡萄酒的地窖。
接待室的设计令人回想起 18 世纪的城堡风格，采用了 trompe l’oeil 壁画，
大理石的雕塑，长笛般的立柱、古董以及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家具。穿过接待室，
通过弧形楼梯就径直来到了精美客房。
保健与美容中心设有桑拿间，土耳其浴室以及按摩浴缸可供客人使用。客人
还可以游览周边的都兰葡萄酒区，从而可以品尝到 Vouvray 和 Chinon 葡萄酒或

寻觅附近的 Azay le Rideau 城堡以及 Villandry 的豪华花园。如果想要来点花样
的话，可以乘坐热气球探寻卢瓦尔河谷。
地址 92 Rue de Monts, 37250 Montbazon
电话 02 47 34 30 30

Château d'Esclimont
艾斯克丽蒙城堡酒店
艾斯克丽蒙城堡酒店不仅是一座气势恢宏的文艺复兴式城堡酒店，而且还曾
经是 La Rochefoucauld 家族的住所。它距离巴黎仅有 1 小时的车程，是一座占
地 150 英亩、非常浪漫的度假胜地，四周为护城河所环绕。其建筑风格令人叹
为观止。风景秀丽、远离尘世喧嚣的环境以及精美的烹饪技术定会让游客不虚此
行。
从城堡、钟楼以及宜人的庭院到装点着鲜花的亮丽客房、配有精致装饰的扶
手的阳台以及城堡下静默的护城河，无处不流露出其真正的浪漫气息，而且都让
人联想到法国的全盛时期。
游客可乘坐热气球或直升机饱览城堡及其周边地区的壮美景色。尽兴之后可
以前往 La Rochefoucauld 饭店就餐，品尝该地区的美食以及各种美酒。
地址

Rue du Parc, 28700 Bleury-Saint-Symphorien

电话

02 37 31 15 15

Château De Divonne
迪沃纳城堡
占地 55 英亩，距离日内瓦仅几分钟车程的迪沃纳城堡美得让人叹为观止。
这座建于 19 世纪的城堡除可以供游客纵览迪沃纳至 Mont-Blanc 城的秀美景色，
还建有一家美食饭店、一个巨大的葡萄酒地窖以及一个室外游泳池。

天气转暖时，饭店舒适宜人的露台上还提供就餐场所，客人在品尝美味的同
时，还可以欣赏日内瓦湖以及阿尔卑斯山壮丽的风光。该城堡宽敞明亮，空气清
新，客房及套房设计典雅，都采用了植物加以装饰，令人耳目一新。很多客房可
以观赏到山脉蔚为壮观的景色。
客人可以在紧邻酒店的 18 洞冠军球场惬意挥杆。在迪沃纳找寻大自然的春
色以及天然温泉水疗之所。随后返回酒店，在露台或休闲室品味完鸡尾酒后再享
受美味的晚餐。
地址

115 Rue des Bains, 01220 Divonne-les-Bains

电话

04 50 20 00 32

Château De Fère
迪费庄园
迪费庄园为 16 世纪时所建，其背景是 13 世纪留下来的古堡的残垣断壁。
该庄园是一座具有田园气息的度假胜地，四周为公园以及森林所环抱，身处其间
可以纵览香槟区的秀丽景色。庄园提供舒适的环境、可口的美食，并让客人远离
尘世喧嚣。
每间客房都品位十足，采用了枝形吊灯，精美古董、雅致家具、水晶制品以
及银器进行装饰。客房与套房大气、雍容华贵，配备了超现代的设施，通过精心
摆放，使其保持着原有的时代气息。
去庄园餐厅前可以先在露台品尝一下餐前的香槟鸡尾酒。餐厅就餐时，可以从本
庄园酒窖珍藏的 2 万瓶葡萄酒中选用你的饮品。餐后，可漫步于古堡的残垣断壁，
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显得气势不凡。早晨可以去高尔夫球场挥杆，去网球场挥
拍或在泳池尽情游泳。
地址 Route de Fismes, 02130 Fère-en-Tardenois
电话 03 23 82 21 13

Château De Gilly
吉利城堡酒店
位于勃艮第特级葡萄酒之乡核心地带的吉利城堡，是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
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曾经是西多会修士的住所。如今，它已变身为一家远离尘
嚣的城堡酒店。客人可以在此品尝到做工精致的美食，还可以观赏到精心修剪、
具有法式风格的花园以及护城河和小河流水等美景。
该城堡酒店的古典美以及历史渊源无不体现在每一间客房中，尤其是气势辉
煌、外形为拱状的美味饭店 Le Clos Prieur 亦是如此。还可以参观珍藏有 2.5 万
瓶来自勃艮第一级产区和特级产区的葡萄酒的酒窖。
冬季时期，可以在客厅熊熊燃烧的壁炉前惬意地读书，玩台球或享受按摩服
务放松身心。夏季，客人可以游泳、玩射箭、打高尔夫或乘坐热气球。
地址 place du château 21640 Gilly-les-citeaux
电话 03 80 62 89

波瓦领地（Domaine de Beauvois）
是位于图尔（Tours）西部的饭店餐厅，也是通往布尔格伊（Bourgueil）、索米
尔（Saumur）和希侬（Chinon）葡萄园之路的必经之处
穴居村庄型的葡萄园，花园城堡...都兰（Touraine）和安茹（Anjou）的发现之
旅。在公园里或沿着「卢瓦尔河探访之路」（Loire à vélo）散步或骑自行車。
室外游泳池、网球场和花园有利于游客舒缓身心。尊重食材又丰盛的料理，以都
兰（Touraine）特产为尊。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于美不胜收的露台享用午餐、
听音乐会、浅尝一杯或仅只是任由梦想遨游。于岩石中雕刻而成，您可以入內参
观並且品尝当地葡萄酒（视窖藏情況而定）。

小岛城堡酒店 Château de l’ile
距离斯特拉斯堡及其机场 5 公里 开车及乘计程车可轻易地道 车程 15 分钟 主
厨颜尼克马特恩向大家推荐推陈出新的亚尔萨斯料理以及专为美食家打造的更
为讲究的菜单
一处真正的绿色宝地 春夏之交和秋初 请来本餐厅享受伊尔河畔的露台美景以
及公园的绿色盎然
里尔堡的温泉浴场是为身心带来平静与舒适之地（室内游泳池 按摩浴池 土耳其
浴室和桑拿）为您提供多种选择的按摩
位于斯特拉斯堡城门 距葡萄园几公里之处 您将醉心于亚尔萨斯美食和传统的
发现之旅

舒瓦瑟尔城堡酒店酒店 Le Choiseul
沿着卢瓦尔河 靠近老城区历史悠久的市中心 又位处于昂布瓦兹城堡脚下 舒瓦
尔饭店优越的地理位置 最适合徒步游览
主厨 Mickael Renard 所烹调的美食展现其细致厨艺 具创意并且巧妙地结合食材
最适于参观罗瓦尔河谷 Vallée de la Loire 的皇家城堡：昂布瓦兹堡 Amboise
舍农梭堡 Chenonceaux 香波堡 Chambord 肖梦堡 Chaumont 布洛瓦堡 Blois
舍维尼堡 Cheverny 波尔加德堡 Beauregard
穿越昂布瓦兹与舍农索间的酒香之路 以欣赏沿途的葡萄园和风景之美 这道美
景挂有葡萄酒园区的探索与发现 Vignobles et Découvertes 之标章
舒瓦瑟尔饭店可以作为卢瓦尔河单车探访之路的中途站或出发点
凯撒粮仓是从岩石上开发出来的古代粮仓和粟仓 这在法国独一无二 其恢弘气
势令人印象深刻

伊森博格城堡酒店 Château D'Isenbourg
酒店建于 12 世纪和 14 世纪的房基上，位于 Alsace 葡萄酒之路沿线数座葡萄园
的中心地带，享有孚日山、莱茵河平原和黑森林地区的全景，距离科尔马镇
（Colmar）有 16 公里的路程。
每间客房都拥有风格独特的典雅装潢，并享有公园、葡萄园或乡村美景。

餐厅拥有 2 间不同的用餐室，其中一间可追溯至 12 世纪并拥有路易十三时期风
格的装潢，另外一间可通往享有 Clos d'Isenbourg 葡萄园景致的露台。
Château D'Isenbourg 酒店的 Spa 中心设有室内和室外游泳池、土耳其浴室、桑
拿浴室、理疗室以及享有葡萄园景致的热水浴缸。酒店亦可应要求提供美容和身
体护理服务以及泰式按摩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