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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羅亞爾河地區實習計畫





締約單位：羅亞爾河地區工藝商會
la Chambre de Métiers et de l’Artisanat des Pays de la Loire

• 工藝商會(CMA)是由從業人員管理的公眾機
構，會長及各委員由選舉產生，負責制定
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發展與工藝傳承，維
持大眾生活水平。

• 羅亞爾河地區於2015年整併所轄5省之CMA
成立地區級的工藝商會。



執行單位：羅亞爾河地區工藝大學
URMA des Pays de la Loire

• URMA由5個培訓中心組成，是一個為地區
內之就業、轉職、產業發展與地區動能提
供服務的學校。

• 擁有約4500個產業夥伴，6600位培訓青年，
及7500位持續專業學習者。

• 每年為分布於約15個國家或地區的600多名
國際青年提供支援。







地區旅遊委員會
Le comité régional du tourisme 

• 羅亞爾河地區旅遊委員會(CRT)依法於1987
年成立，其責任為發展和促進地區旅遊活
動。特別是在國內或海外的進行各種推展
地區觀光的營銷活動，或是制定地區內與
觀光旅遊有關的各種公約。





計畫期程 (2020年)

法語表達
溝通技巧
觀光管理

實習

3 – 5月

6 – 8月



費用說明

• 本計畫費用7990歐元，包括培訓期間之課
程、食、宿、交通；不含簽證、機票、其
他保險等。

• 實習期間由各實習機構提供食宿，每月薪
資約為498-600歐元，依法國法規及政府公
告，各月略有不同。



住宿說明
Escale Ouest ARAGO à la Roche-sur-Yon

• 識別證管理

• 兩人一房

• 獨立衛浴

• 冰箱

• 電鍋

• 流理臺

• 無線上網

• 自助洗衣房

• 服務台

• 公共餐廳

• 健身室

• 電腦室

• 安全監視系統





招生條件

• 2020年計畫在台招生12-16位，錄取資格為法
文B1或英文B2以上。

• 英文B2：
– 全民英檢：中高級。
– 多益(TOEIC)：舊版750分，新版785分。
– 雅思(IELTS)：5.5分。
– 托福(TOEFL)：紙筆527分，網路(iBT)72分

• 倘年度內未能在台招收12位以上實習生，羅亞
爾河工藝商會得取消該計畫，或因應成本調高
費用。



實習機構簡介



Ville de la Roche-sur-Yon, Maison 
Renaissance et cité Napoléonienne

「永河岩市」是由拿
破崙於1804年所建立，
位於旺代省中心，將
歷史與現代完美融合。

「文藝復興屋」曾為
管理城市的中心，現
為展覽場所，是發現
城市歷史的絕佳去處。



Abbaye Royale de Fontevraud

「豐特弗羅皇家修道院」
建於1101年，1840年被
列為法國史蹟， 2000年
被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
現經完善修復成為著名
旅遊景點，原修道院.現
在是會議中心、餐廳和
旅館。



Abbaye Saint-Pierre de Maillezais
「梅耶扎伊的聖皮耶爾修
道院」建於10世紀，於
1317年改建為大教堂，16
世紀起被長期廢棄，在大
革命期間被當作國家資產
出售，建築材料遭拆解使
用。在1924年被列為歷史
古蹟後，得以保存。

它是羅馬時期的哥德式建
築瑰寶，雄偉的廢墟靜止
不動，是法國歷史的無聲
見證。



Carré Cointreau

「君度酒廠」創立於
1849年，香橙甜酒於
1875年發明，1990年
與人頭馬合併成立了
人頭馬君度集團，台
灣現由黑松公司代理。

君度廣場展示中心位
於昂熱附近。



Caves Troglodytes Ackerman

阿克曼酒莊是一個從
石灰岩洞穴中延伸出
來的莊園，創立於
1811年，位於索米爾
(Saumur)，以出產品
質優良的氣泡酒聞名。



Château des Ducs d'Anjou
昂熱城堡歷史可朔至
8世紀羅馬時期，地
處要點，逐漸形成大
型防禦城堡，現由昂
熱市擁有，作為博物
館使用。



Château des Ducs de Bretagne

「布列塔尼公爵城堡」
是一座大型法式城堡
(Château)，位於南特市
羅亞爾河右岸，前為布
列塔尼公國的首都及公
爵的府邸，後成為法國
君主在布列塔尼的行邸。

該城堡於1862年被列為
歷史古蹟，城堡內現設
有南特歷史博物館。



Forteresse originelle de Guy de Laval
拉瓦勒蓋伊舊堡建於11世紀，座落於瑪耶訥
河岩盤上，另有新堡在側。1840年列為歷史
古蹟，1967年起為「拉瓦勒天真及奇異藝術
博物館」所在地。



Mémorial de la Vendée

「旺代紀念館」建於
1993年，緊鄰「旺代
歷史博物館」，用以
悼念法國大革命期間，
在「布洛涅河畔呂斯
(Lucs-sur-Boulogne)」
發生的屠殺事件，其
緊湊的建築是沉思之
地，出口通往記憶之
路，延伸到「小盧克
教堂」，教堂內刻有
遇難者的名字。



Musée des 24 Heures du Mans

「利曼24小時耐力賽」自
1923年起，每年夏天在小
城利曼舉行，是歷史最悠
久的賽車。博物館建於
1961年，收藏展示各式知
名廠牌的原型賽車及房車。



Pontons du Vendée Globe

旺代單人不靠岸環球帆船
賽，始於1989年，自1992
年起每4年舉辦一屆，公
認是最殘酷的航海賽之一。
參賽帆船從法國啟航，駛
向非洲，經好望角，環繞
南極大陸，跨越合恩角，
經南美海岸，最後返抵達
法國。獨自航行約4個月，
只用衛星電話及電子郵箱
聯絡。



Le Puy du Fou

「狂人國」是歷史主題公
園，在1989年建於旺代埃
佩塞斯鎮(Epesses)。2019
年在Trip Advisor的世界旅
者之選排名第五，在歐洲
和法國排名第一。





學習觀光資源

規劃與管理

成為旅遊產品

行銷專家

深度了解
當地人文
及自然環

境

強化

語言能力



Allez en 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