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 20屆世界長青桌球錦標賽 

(法國波爾多) 
 

一、比賽日期：2020年 06月 08日~2020年 06月 14日。 

二、比賽地點：法國波爾多 VELODROME 及展覽中心兩地比賽。 

三、報 名 費：2019年 12月 31日前報名為(歐元$175=約 NT$6,300),陪同人 

              為(隨行眷屬為歐元$65=約 NT$2,300) 因需前製作業時間，本 

              會報名截止日期訂於 2019年 10月 15日止，報名同時繳交 

              訂金 NT$30,000元。 

四、報   名： 

(一) 日 期：自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15日止 

(二) 方 式： 

1. 掛號寄件：221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 252號 6樓 

 收 件 人：黃 振 祥  先生收   0933-914575     

2. 電子郵件：amisunny48@yahoo.com.tw 

(三) 費 用： 

1. 郵政匯票請指名「張溪秀」為受款人，並請於匯票右下方空白處書
寫寄件人姓名。 

2.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松江分行  

 帳   號：0958－765－503182(請勿使用 ATM轉帳) 

 戶   名：張溪秀 

       3﹒報名訂金每位新台幣 30,000元(確定報名繳交訂金後而取消者 

         ，訂金恕不退還，敬請見諒。） 

(四) 聯絡人： 

            張溪秀 0937-905400    TEL:02-25177800  

            李秀敏 0937-837550  

            黃振祥 0933-914575        

    

 

 

 



(五) 組別如下： 

               - 40 - 44歲（1980年以前） 
               - 45 - 49歲（1975年以前） 
               - 50 - 54年（1970年以前） 
               - 55 - 59歲（1965年以前） 
               - 60 - 64歲（1960年以前） 
               - 65 - 69歲（1955年以前） 
               - 70 - 74歲（1950年以前） 
               - 75 - 79歲（1945年以前） 
               - 80 - 84歲（1940年以前） 
               - 85 - 89歲（1935年以前） 
               - 超過 90歲（1930年以前） 
 

(六) 比賽方式： 

            (1)男、女單打 

           (2)男、女雙打  

             

 (七)本大會依往例提供比賽得獎者前三名獎金。  

     獎金明細如下︰ 

     單打各組冠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亞軍：新台幣○伍萬元整 

             季軍：新台幣○叁萬元整 

 

     雙打各組冠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2人平分) 

             亞軍：新台幣○伍萬元整(2人平分) 

             季軍：新台幣○叁萬元整(2人平分)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長青委員會 
 
 
 

              



麒麟旅行社 
 

2020 世界第 20 屆 
分齡乒乓球大賽 17 天 

 

  出發日期                                 

    22002200 年年 66 月月 66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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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搭乘日 啟程地/目的地 參考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01 天 台北 / 巴黎 
長榮航空 

BR 087 
23:40 07:30+1 約 13 小時 50 分鐘 

第 17 天 巴黎 / 台北 
長榮航空 

BR 088 
11:20 06:30+1 約 12 小時 20 分鐘 

 

  行程內容                      表含★門票入內參觀 ◎表下車遊覽 未標示為行車經過 

6/06 第 01 天  台北 Taipei巴黎 Paris(法國)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並由專人協助登機手續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巴黎。 

：夜宿機上 

 

6/07 第 02 天  巴黎TGV 子彈列車波爾多 Bordeaux 

抵達後搭乘子彈列車前往前往波爾多，準備參加第 20 屆分齡乒乓球大塞。 

：機上套餐 / 中式八菜一湯 / 西餐四道式 

：4★Novotel Bordeaux Lac  

 

6/08 第 03 天 波爾多(第 1 天-乒乓球比賽) 

今日比賽。 

：飯店內早餐 / 自理 / 晚餐 

：4★Novotel Bordeaux Lac  

 

6/09 第 04 天 波爾多(第 2 天-乒乓球比賽) 

今日比賽。 

：飯店內早餐 / 自理 / 晚餐 

：4★Novotel Bordeaux Lac  

 

6/10 第 05 天 波爾多(今日觀光行程) 

【波爾多】葡萄酒的代名詞，好久前的商港，當時的人們給了波爾多一個浪漫的名稱--月亮港。2007

年，波爾多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名錄。整個城市呈現十八世紀的建築風格，

行程從歐洲最大的廣場--◎梅花廣場開始，廣場上的精緻噴泉雕刻展現這城市的大氣；步行前往◎證券

交易所廣場，被譽為波爾多最美麗的建築群。 

而◎歌劇院的古典列柱廊，展現著新古典主義。◎聖安德烈教堂第三座教堂早就並列入聖地牙哥朝聖之

路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聖特米濃 St.Emilion】它是波爾多酒區中最迷人的村莊，很像一個建在滿是坑洞乳酪上的村落，由

於石灰岩地質，形成村內彎彎曲曲、高高低低的石板路，更增添村子的魅力。如有時間，可自行登上 



◎國王城堡的塔頂，紅瓦屋頂搭配葡萄園風光，天氣好時還可以眺望至多爾多尼河谷。來到這當然要

試試★品酒，這裏是上好葡萄酒的法定產區，也順便增加點葡萄酒的常識。 

：飯店內早餐 / 品酒四道式 / 中式八菜一湯 

：4★Novotel Bordeaux Lac 或 Pullman Bordeaux Palais Des Congres 或 Mercure Bordeaux 

Lac 或同級 

 

6/11 第 06 天 波爾多(第 4 天-乒乓球比賽) 

今日比賽。 

：飯店內早餐 / 自理 / 晚餐 

：4★Novotel Bordeaux Lac  

 

6/12 第 07 天 波爾多(第 5 天-乒乓球比賽) 

今日比賽。 

 

：飯店內早餐 / 自理 / 晚餐 

：4★Novotel Bordeaux Lac  

 

6/13 第 08 天 波爾多(第 6 天-乒乓球比賽) 

今日比賽。 

：飯店內早餐 / 自理 / 晚餐 

：4★Novotel Bordeaux Lac  

 

6/14 第 09 天 波爾多(第 7 天-閉幕) 

今日比賽。預祝各位貴賓都拿前三名。 

：飯店內早餐 / 自理 / 晚餐 

：4★Novotel Bordeaux Lac  

 

6/15 第 10 天  波爾多嘉德水道古橋 Pont du Gard亞維農 Avignon 

◎【嘉德水道古橋】此橋約建於西元前，為引水渠一部份，該渠負責將集水池的泉水輸送給尼姆的羅

馬人，橫跨嘉德東河谷的水道橋是引水渠中最重要且壯觀的一段。 

【亞維農】素有＂教皇城＂之稱謂，因為在 14 世紀初，曾經有七位教宗定居於此因而得名。這個城

市除了珍貴的遺產外，每年七月舉辦的藝術節也讓亞維農成為最前衛的藝術文化先驅。這裡是普羅旺

斯最熱鬧的城市，帶您徒步進城，瀏覽◎皇宮廣場，及因法國民謠而聞名的◎亞維農斷橋。 

：飯店內早餐 / 西餐四道式 / 中式八菜一湯 

：Mercure Cite Des Papes 或 Mercure Pont D’Avignon 或 Avignon Grand Hotel 或同級 

 

6/16 第 11 天  亞維農亞爾 Arles 艾克斯普羅旺斯 Aix-en-Provence馬賽 Marseille 

【亞爾】一座魅力無窮的古城，走在中古世紀的街道上，呈現眼前的是曾經叱吒風雲的★古羅馬競技

場。在這裡尋找熾烈的藝術家梵谷留下的蹤跡，一幅幅創作的寫生地點歷歷在眼前：如＂亞爾醫院的

中庭＂、＂夜間咖啡屋＂…等景點，透過畫作來感受他對藝術的執著。郊外一座不起眼的☆曳引橋，

因梵谷的名畫 -- The Langlois Bridge 聞名於世。  

【艾克斯普羅斯旺】12 世紀以來成為普羅旺斯文化、經濟、知識中心，建了許多噴泉，而有「千泉

之都」之美譽，各式各樣的噴泉散佈在每個廣場、街角，甚至是私人的庭園之中。除此艾克斯普羅旺



斯也是印象派大師塞尚的故鄉，首先我們來到塞尚的出生地，塞尚最喜歡駐足◎雙少咖啡廳，然後前

往◎舊城區漫步；參觀典雅的◎市政廳(塞尚舉行婚禮的場所)及廣場，體會「山居歲月」作者最愛城市

的感覺。 

：飯店內早餐 / 西餐四道式 / 中式八菜一湯 

：NH Collection Marseille 或同級 

 

6/17第12天  馬賽坎城Cannes尼斯Nice 蒙地卡羅Monte Carlo (摩納哥)尼斯(蔚藍海岸) 

【馬賽】是地中海最大的商業港口，亦是普羅旺斯的重要門戶，同時，也是法國第二大城市和第三大

都會區；因此人文薈萃，而被大仲馬稱為「全世界匯聚的地點」。今早沿著舊港的道路，遠遠就可以

看到聳立在★【馬賽聖母院】高塔上的金色聖母像，拜占庭式的教堂，無論從馬賽哪個地點，只要一

抬頭就會見到，猶如馬賽港口區的燈塔，祈求航海平安的心靈之所。 

【坎城】國際影展名城，蔚藍海岸風光明媚的休閒地區。 

◎【慶典宮 Palais Des Festivals Et Des Congres】您可在影展大會堂前，尋找電影明星所留的腳印。

啟用於 1982 年的戲劇宮內可容納 3 萬人。（不入內參觀） 

◎【星光大道」L'Allee des Etolles-du-cinema】位在節慶宮旁的地面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參展明 

星，依著年代順序留下自己的手印，有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 等 350 位大明星。 

【尼斯】它有典型的地中海風光，生活氣息又絕對的普羅旺斯。豪華的房舍點綴著義大利的巴洛克風

格；是座氣派的國際大城，也有蜿蜒的小街巷隱藏其中。這些互相衝突卻又完美融合的元素，更顯的

尼斯的獨特。沿著◎英國人散步大道來到◎天使灣，這八線道大道長達五公里，豪華飯店、餐廳、藝廊

林立，是目前尼斯最精華地段。  

【蒙地卡羅 Monte Carlo】富豪巨星雲集、歐洲皇室貴族度假的最愛，紙醉金迷的◎大賭場、遊客匯

集的◎王宮廣場、歷代君王長眠的◎摩納哥大教堂，在地中海獨特魅力吸引下，彷彿置身於藍色的夢幻

世界。 

：飯店內早餐 / 地中海料理 / 西餐四道式 

：4★Radisson Blu Hotel 或 Meridien Nice 或 NH Nice Hotel 或同級 

 

6/18 第 13 天  尼斯TGV 子彈列車巴黎 

今日搭子彈列車返回巴黎。 

今晚，將是您的〃浪漫巴黎〃之夜！傍晚時分，安排★搭船巡遊塞納河，欣賞兩岸浪漫景色。 

：飯店內早餐 / 簡餐 / 中式八菜一湯 

：Evergreen Laurel Hotel 或 Crowne Plaza Neuilly 或同級 

 

6/19 第 14 天  巴黎 

★【凡爾賽宮 Chateau de Versailles】法王路易十四所建造、全歐洲最壯觀的園林宮殿，也是到巴黎

的遊客不可錯過的景點！想當初這位好大喜功的太陽王，耗費十多年的時間，將一個原本只是供貴族

休憩打獵的小村莊大改造為一座無與倫比的燦爛宮殿，為世人留下了宏偉美麗的建築。精細規劃的後

花園，充滿濃厚的法國歷史情感，也代表著法式園林藝術的極致。 

展開市區觀光：◎拿破崙的榮耀‧凱旋門、◎冰硬的鋼鐵成為柔美的線條，使它本身贏得了「巴黎貴婦」

的渾名‧◎艾菲爾鐵塔、世界最著名的街道，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街道之一‧◎香榭里舍大道、◎充滿了雕塑

和噴泉的協和廣場。 

：飯店內早餐 / 中式八菜一湯 / 海鮮餐 

：Evergreen Laurel Hotel 或 Crowne Plaza Neuilly 或同級 

 



6/20 第 15 天  巴黎 

★【羅浮宮 Musee du Louvre】當今世上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也是著名的歷史聖殿。八百年來，羅

浮宮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地，不斷擴建重修；加上自中世紀延伸至近代的豐富的館藏，讓世人難以

忽略這座文明和藝術的王城！ 

下午可在香榭麗舍大道的露天咖啡廳，細細品味巴黎當地獨特的咖啡文化，放慢腳步，享受著獨特的

異國風情，還有必不能錯過的是百貨公司，巴黎雲集世界國際品牌，亦有不少小眾設計師的特色精品

店，能滿足所有旅客的購物需求。晚間可自費參加麗都或瘋馬秀。 

：飯店內早餐 / 中式八菜一湯 / 中式八菜一湯 

：Evergreen Laurel Hotel 或 Crowne Plaza Neuilly 或同級 

 

6/21 第 16 天  巴黎台北 

今日前往機場，於回程的班機上享受餐食服務與空中娛樂服務，次日飛返回台北。 

：機上簡餐 

：機上 

6/22 第 17 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旅程，希望在您的心裡留下完美的回憶。 

：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得視航空公司班機以出發前說明會行程資料為準。 

 

麒麟旅行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9 號 4 樓之 5. 

TEL：(02)2517-7800 

      0937-905-400 

 

 

 

 

 

 

 

 

 

 



2020年第 20屆世界長青桌球錦標賽 

團體報價單 
預訂出發日：2020年 06月 06日~06月 22日返台，全程共計 17天 

團費報價：1、25人以上新台幣 165,000 

          2、32人以上新台幣 163,000 

          3、35人以上新台幣 160,000    (現金與刷卡同價) 
 
費用包含：1、台北至法國巴黎全程經濟艙(團體票來回) ，二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2、住宿以 2人一室雙人房含早餐。 

          3、每位 500萬履約責任險+20萬醫療保險。 

          4、全程中文導遊 17天(含導遊、司機小費) 

          5、行程表所列之交通、餐食、景點門票等各項費用。 

          6、台北至桃園國際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費用不含：1、新辦護照費 NT$ 1,500。 

          2、行程以外之個人消費 

             (私人電話費、行李超重費，個人性質費用)。 

          3、比賽期間中餐敬請自理。 

          4、比賽期間不用車，因此次比賽之會場距本團體使用之飯店，走路約 12分 

             鐘路程。 

          5、不含參加比賽報名費，及隨行眷屬之費用。 

          6、全程指定單人房房價另議。 
 
所需證件：1、護照正本最少六個月以上效期(2020/12/31以後) 

 

新辦護照所需證件： 

          1、舊護照正本(新辦護照工作天 5天(不含六日)。 

          2、身分證正本。 

          3、2吋彩色白底大頭近照二張(辦護照用的近六個月內) 

 

備    註：1、本行程以交通部觀光局所制定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內容為依據。 

          2、團體機位有限，如確定參加請提早報名，以便作業。 

          3、團體於出發後而取消景點、餐食、以放棄論，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麒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第0192號）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9號四樓之五   

電話：02-25177800   傳真：02-25063520 

承辦人:張溪秀 先生  行動:0937-905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