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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天空之城、愛琴海三島 

  聖托里尼、米克諾斯、克里特島、十三天深度之旅 
 

航班參考：(實際搭乘班機需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行程特色： 

天數 出發/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 飛 行 時 間 

第 01 天 23:35/05:05+1 台北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367 9 小時 30 分 

第 02 天 10:50/15:00 杜拜雅典 阿聯酋航空 EK-209 5 小時 10 分 

第 04 天  塞沙羅尼基哈尼亞    

第 12 天 18:05/23:35 雅典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210 4 小時 30 分 

第 13 天 04:35/16:50 杜拜台北 阿聯酋航空 EK-366 8 小時 15 分 

貼心的安排：   

 【搭乘榮獲中東最奢華的阿酋航空，經杜拜直轉雅典，讓行程更順暢】：我們特別選用搭乘，於歐洲

航點最密集的阿酋航空，台北直飛杜拜，中段轉機時間銜接最順暢，行程安排上更為穩定。 

 【搭配雅典與克里特島內陸飛機及快艇銜接行程，豐富的交通體驗】：安排搭乘特沙羅妮基與克里特

島中段飛機, 除了省下寶貴的時間，更能提升旅遊的品質。安排快船穿梭於愛琴海雙島之間，讓您實

現徜徉愛琴海上的美夢，欣賞愛琴海星羅棋布島嶼的優美景觀。 

 【最完整的行程安排、最豐富的餐食與內容】：精心的行程安排，帶您一次盡覽西方文明發源地：希

臘，從造訪一般旅行社較少安排的克里特島中的米諾安文明等去深入探訪古希臘文明，到聞名於世

的文化遺產「雅典衛城」，美得有如世外桃源的「天空之城」邁提歐拉、浪漫雙島「聖托里尼島」、「米

克諾斯島」，用心帶您感受希臘諸神故鄉史詩般的邂逅，體會浪漫的愛琴海小島藍白風情，搭配上各

式各樣的當地風味，保證能帶給您最完整的希臘之旅！ 
 

克里特島部分： 

 伊拉克里翁：前後接受了拜占庭、威尼斯、鄂圖曼土耳其的統治，經過多個文化下的洗禮，所造就

了這獨特的風情面貌，在這浪漫又緩慢的古城氣息中，我們安排帶您前往著名的克諾索斯宮及一辣

克里翁的代表標誌莫洛西尼噴泉，一路上都充滿水都威尼斯的影子，可以在這享受悠閒時光。 

 哈尼亞：克里特島第二大城，融合了各時期舊統治者的氣息，也為這座地中海島嶼增添了不少南歐

色彩，如果想要體驗威尼斯式的古典風情、南歐下的恬靜時光，這是一處不能錯過的景點。 

 雷姆西農：克里特島第三大城，是連接哈尼亞與伊拉克里翁的中繼站，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但

來到這會感受到它的真正希臘式的悠閒氛圍，安排雷姆西農漁港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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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及中部色雷斯部分： 

 雅典衛城：雅典是古希臘的政治文化中心，衛城是祀奉雅典護神雅典娜的地方。衛城建築反映了

古希臘建築的成就，是世界建築史和藝術史上的珍品。衛城中最精采的希臘建築藝術遺跡包括：帕

德嫩神殿、依瑞克堤翁神殿之少女列柱及戴奧尼索斯劇場等。 

 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國家考古博物館是世界十大博物館之一，裡面收藏著「阿加曼農黃金面具」，

是邁錫尼國王阿加曼農死後依照其面貌所製成的黃金面罩，反映邁錫尼文明曾經的光輝。 

 德爾菲：希臘神話傳說之世界中心，這裡是古代希臘最重要的宗教聖地，古希臘人認為這裡是世

界的中心。其特殊的環境景觀和保存完整的遺跡，包括阿波羅神殿、雅典人的寶庫、劇場等，成為

僅次於衛城的熱門遺跡。 

 邁提歐拉「天空之城」：造訪建於 14 世紀位於高起岩塊上的修道院「天空之城」，儘管時代變遷，

這裡仍舊是一塊聖地，且院內的聖像畫非常精細，遊客們受到此地自然與人類創造的造型之美所深

深吸引著。 
 

愛琴海離島： 

 聖托里尼：傳說中失落的大陸「亞特蘭提斯」據說指的就是聖托里尼，它也被譽為愛情海最迷人的

火山島。安排搭乘纜車眺望美麗舊港碼頭、騎乘驢子體驗「之字型階梯」。 

 伊亞：藝術村「伊亞 Oia」欣賞世界第一、最浪漫的愛情海日落，並安排日落景觀餐廳浪漫晚餐。 

 米克諾斯：最受歡迎的希臘小島之：米克諾斯島，獨特的盒子型房屋，藍與白的絕佳色彩搭配，有

藍白島之稱。熱門景點包括：五座經典的基克拉澤斯式風車、小威尼斯區、帕拉波堤尼教堂等等。 
 

貼心的住宿安排，讓您在旅途之中能充分的休息： 

 克里特島五星級飯店住兩晚、聖托里尼島五星級飯店住兩晚、米克諾斯島住一晚：克里特島、聖托

里尼、米克諾斯共五晚住宿，夏季時為愛琴海離島的旅遊旺季，島上飯店往往一房難求且價位昂貴，

雖然深度遊覽離島因而增加住宿成本，但卻能有充足時間瀏覽小島風光並真正深入體會古希臘文明。 

（外島住宿雖比一般本土住宿成本高，不過我們堅持讓貴賓多享受一點真正悠閒的希臘時光） 

 雅典入住五星飯店：特選雅典五星飯店，位處於市區中心，便利的交通及設施給您最好的選擇。 
 

我們精心的策劃，率先安排您吃遍希臘愛琴海的各式風味。 

 出國旅遊除了景點參觀外，體驗異國料理也是旅遊的樂趣之一，全程除了在雅典安排當地適合國人

口味的中式料理一餐之外，其餘皆安排當地料理，部分晚餐在飯店內使用，部分帶您再富有當地特

色的餐廳享用風味（日落餐廳、景觀餐廳等等），更保留了讓您可自由體驗的機會。 

 狄俄倪索斯（酒神）餐廳：雅典首屈一指的高級餐廳，除了創意的美食之外，浪漫的「帕德嫩神殿

夜景」也是饕客趨之若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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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門票景點 ＊不需門票景點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05/17(五)第 01 天   台北 TAIPEI 杜拜 DUBAI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懷著快樂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杜拜轉機，希 

  望您調整好心情，迎接美好的旅程，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05/18(六)第 02 天   杜拜 DUBAI雅典 ATHENS→德爾菲 DELPHI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飯店內用風味餐 

住宿：4★AMALIA HOTEL DELPHI 或同級  

  今天早晨經由杜拜轉機，前往浪漫神話國度─希臘，抵達後搭乘遊覽巴士前往希臘文化中心─德爾菲。 

  傳說中，宙斯指派兩隻鷹去尋覓世界的中心，而牠們就找到了德爾菲。太陽神阿波羅，守護著德爾菲 

  城。這裡的風光相當明媚，是希臘有名的聖山，宇宙中心點的石碑就立於此，而有名的神諭也是從這 

  裡的神廟流傳，德爾菲神廟的神諭通常都相當曖昧模糊，難以辨認，但是卻相當準確。 

【景點介紹】 

＊ 德爾菲：希臘神話中，宙斯從世界的兩端各派出一隻老鷹，向世界的中心飛去，他們就在德爾菲相 

  遇，因而這裡成為世界的中心。這裡也是古代最馳名也最受尊崇的神諭遺址。德爾菲阿波羅神，祂的 

  神諭對於希臘人有極大的影響。據說人們若能聽從祂的神諭，體會其中的忠告，都可平息很多紛爭。 

  神諭也指引希臘人建立了許多殖民地，因此後來德爾菲出現了著名的阿波羅神廟組群。 

參考車程：雅典 - 215 公里(3 小時 20 分)德爾菲 

  下車參觀：德爾菲 

05/19(日)第 03 天  德爾菲→天空之城~卡蘭巴卡 KALAMBAKA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希臘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風味餐 

住宿：4★ DIVANI METEORA HOTEL 或 GRAND METEORA HOTEL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帶您前往參觀德爾菲聖地最重要的遺蹟─阿波羅神殿，為當時請示神喻之地。隨後參觀 

  德爾菲博物館，館內珍藏阿波羅神殿重要真品，如代表世界中心的肚臍之眼，館藏相當豐富精彩，值 

  得人們細細品味，遙想當年德爾菲此地之榮景；下午專車開往有天空之城美譽的梅特歐拉，它矗立在 

  西薩里平原上，有著鬼斧神工的奇岩巨石，彌漫著仙界靈氣，它給人全然不同的希臘風情，這裡更被 

  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宗教瑰寶。梅特歐拉的奇特，在於其令人驚嘆的自然奇景，在抵達山腳小 

  鎮卡蘭巴卡時，對於環抱其四周、像是拔地而起的巨石群，都不免發出由衷的讚嘆！ 

【景點介紹】 

◎阿波羅神殿：德爾菲供奉著太陽神阿波羅，祂的神諭對於希臘人有極大的影響，據說人們若能聽從祂 

的神諭，體會其中的忠告，都可平息很多紛爭。神諭也指引希臘人建立了許多殖民地，因此後來德爾 

菲出現了著名的阿波羅神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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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菲博物館：博物館內收藏當年阿波羅神殿遺跡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代表世界中心的肚臍之眼。 

＊ 天空之城～邁提歐拉【UNESCO,1988】：邁提歐拉在希臘語中意為在「天空之上」或「懸浮的石頭」， 

  修道院就建在這些懸在半空的巨石之上，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具有如此震撼的視覺美景。這些奇幻的岩

層絕非筆墨可以形容，大約 1000 年前這裡就出現了隱遁的修士。他們靠木梯和繩索攀上了高聳入雲的

峰頂，居住在天然岩洞內，祈禱、讚頌和懺悔，這裡一度曾經多達 24 座修道院，如今只剩 6 座，無論

如何來到這裡，看到這等美景，親眼目睹這些建築，都會興起一陣讚嘆，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高聳平

滑的懸崖壁上保留著隱遁修士們古老殘破的洞室，這些洞室及修道院儘管令人難以置信，卻是希臘東

正教最大和最重要的建築之一，邁提歐拉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為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 

  參考車程：德爾菲-287 公里(約 4 小時 30)卡蘭巴卡 

  門票安排：阿波羅神殿、德爾菲博物館 

05/20(一)第 04 天  卡蘭巴卡~邁提歐拉【天空之城】→特沙羅尼基 THESSALONIKI 

                   哈尼亞(CHANIA)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景觀餐廳風味料理            晚餐：希臘式料理 

住宿：4★AMALIA HOTEL DELPHI 或同級 

  今日早上我們將展開壯麗的天空之城導覽，依開放日期及時間選擇進入六座修道院之中的兩座，【大邁 

  提歐拉修道院】或【聖史蒂芬諾斯修道院】或【瓦爾拉姆修道院】或【魯桑奴】 或【聖尼可拉斯修道 

  院】或【特里亞達修道院】，修道院內部陳設大同小異，主要是每座修道院都可觀賞不同的景緻，壯闊 

  的景觀必定讓您覺得不虛此行，午後前往僅次於首都雅典的希臘第二大都市：特沙羅尼基，抵達後造 

  訪市區，隨後搭乘國內班機飛往飛往愛琴海中最大的島嶼---克里特島。 

◎大邁提歐拉修道院：位於標高 616M 為邁提歐拉最大的修道院，需要爬 115 格階梯才能抵達，邁提歐 

拉之名取自於此修道院，意思為天空之城，教堂內有豐富的聖物及基督和先知達尼艾爾等宗教畫。 

◎聖史蒂芬諾斯修道院：為一個女子修道院，興建於 14 世紀，可以俯瞰懸崖正下方的卡蘭巴卡市街。 

◎瓦爾拉姆修道院：位於東部的瓦爾拉姆修道院，標高 600m 岩石上的修道院。14 世紀中葉隱居者瓦爾 

拉姆在此修行，這裡曾經被拋棄一段日子，一直到 16 世紀時由兩位兄弟在此重建，在修道院內部的牆 

壁及頂棚有珍貴的溼壁畫。 

◎魯桑奴：起源於 1545 年數位修道士在此過著修道的生活，直到 1950 年後被改為女子修道院一直到現 

在。由於所在位置標高較低，因此可以各種角度觀賞周邊景緻，隨著觀賞角度呈現不同風貌，因此被 

譽為邁提歐拉最優美的修道院。 

◎聖尼可拉斯修道院：由卡蘭巴卡往邁提歐拉的路途上第一個看到的便是聖尼可拉斯修道院，它完工於 

  14 世紀前葉，現在看到的建築物是在 16 世紀前葉重建。在這座高聳在狹窄岩山上方的修道院，不可 

錯過在此度過修道生活的宗教畫畫家歐法尼斯的濕壁畫，在修道院 1 樓幾乎被其壁畫覆蓋。 

◎特里亞達修道院：15 世紀中葉由修道士德梅提斯興建，聳立在高 400m 巨岩上的修道院，參觀這座修 

道院必須爬上在 1952 年削岩而成的 140 格階梯，很多攝影愛好人士喜歡拍攝這座修道院的全景，因

為它的正下方正是卡蘭巴卡市街與背景的平德斯山形成強烈的對比景致，值得一看。 

＊特沙羅尼基：希臘北部的門戶，也是第二大城，這裡因有特爾麥科斯灣的港口，以工商業為中心，市 

  區的主要道路兩旁都有茂密的行道樹，市區近代化的建築物中混雜著古拜占庭時代的建築物，增添不 

  少氣氛。處處可見拜占庭時期遺留下來的千年宗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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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這座白塔是 15 世紀時，威尼斯人建造的防禦城牆的一部分，現在已經變成塞沙羅尼基的地標，

內部是展是宗教畫等物品的拜占廷博物館。 

  參考車程：梅特歐拉-239 公里(3 小時)特沙羅尼基 

  下車參觀：塞沙羅尼基、白塔 

  門票安排：邁提歐拉修道院群（依開放日期及時間參觀兩座修道院）。 

05/21(二)第 05 天  哈尼亞→雷姆西農 RETHYMNO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希臘式料理            晚餐：希臘式料理 

住宿：4★ASTORIA CAPSIS HOTEL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帶您來趟全日克里特島文化探索，您可從地圖中可看出島嶼東西細長，島嶼的南側是 

  地中海，距非洲大陸僅 300 公里。特別規劃克里特島三大城市之旅，帶您體驗哈尼亞的隨興、雷姆西 

  農的恬靜、伊拉克里歐的知性，讓您沉浸在希臘最古老的米諾安文明發祥地。克里特島具有優良的氣 

  候與地形，自古農業相當發達，涼爽的山岳地帶種植杏仁等堅果類，低地栽培希臘無法種植的香蕉、 

  酪梨等亞熱帶農作物，中間還種植橄欖、葡萄。特別是橄欖，克里特島的橄欖產量佔全希臘收獲量的 

  一半，而且以品質優良出名，午餐後前往雷姆西農，今天夜宿與此。 

◎考古博物館：這棟建築物原是聖方濟教堂，16 世紀就已經存在，屬於威尼斯風格，教堂後來被土耳其 

  人改建成為清真寺，地上還留有一座土式噴泉。館內主要陳列新石器時期至羅馬時期，在西部克里特 

  發現的古物。 

＊室內市集：這座政府立案的市集，是許多自助旅人必到之地，一棟透光的建築物採十字造型，是個以 

  食品販賣為主的市集，相當熱鬧。 

＊雷姆西農漁港(自由活動)：雷姆西農最令人流連忘返的區域，就是小小的漁港，清晨是小漁港最美的 

  時刻，平靜的水面成了深藍色的鏡子，徐風吹拂著顏色更深的倒影，空蕩蕩的餐廳及咖啡座還沒甦醒， 

  只見漁船上的漁夫正在整理漁具，還不忘把零碎的魚餌餵給岸邊的老友---一群可愛的小貓！您不仿帶 

  一些小餅乾，可以享受一下餵海鳥的樂趣。 

  參考車程：哈尼亞-61 公里(1 小時 20 分) 雷姆西農雅典 

  下車參觀：室內市集、雷姆西農漁港 

  門票安排：考古博物館 

05/22(三)第 06 天  雷姆西農→伊拉克里歐 HERAKLION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希臘式料理            晚餐：希臘式料理 

住宿：5★GALAXY LRAKLIO HOTEL 或同級  

  早上出發前往伊拉克里歐，展開我們的市區觀光，首先帶您前往展示由新石器時代至羅馬時代，存放 

  克里特島各地出土古蹟的考古博物館。隨後來到歷史上一座高度發展的克諾索斯的都市遺址，今天可 

  以參觀宮殿迷宮遺蹟、還有公牛壁畫、美麗的皇后廳、皇后浴室、國王廳、大甕的倉庫等。 

◎考古博物館 Archaeological Museum：館內展示有陶藝、壁畫、雕刻、裝飾品等。尤其是克諾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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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發掘的寶物，最有名的就是公牛造型的酒器，作為斟葡萄酒之用，由黑色石雕而成，水晶眼珠，鼻 

  部白珍珠的飾條，極盡奢華之能事，由此可見米諾安王朝的富裕程度。『壁畫廳』展示許多米諾安藝術 

  代表作品，有戲牛者、百合王子、巴黎女子等濕壁畫作品、更不可錯過雙蜂金項鍊，由於米諾安人喜 

  歡穿金戴銀，金工技術相當高明，由此項鍊所雕刻的精緻度可以看出手藝之巧另人讚嘆!館藏中以費斯 

  托圓盤最有價值，圓盤雙面都刻有文字，發現至今還沒有學者能解讀。 

  Ps: 若遇考古博物館整修,則改為參觀◎歷史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Historical Museum:位於沿海尼塞爾街的博物館。內部展示在拜占庭、威尼斯、土耳其統 

  治時代的文化遺產。在展示克里特鄉土工藝品的展示室，除了民族服飾、刺繡、木雕、裝飾品之外， 

  也重現古老民宅的內部。除此，還有現代希臘的思想家尼可斯．卡沙查基斯的書齋。 

◎克諾索斯宮：從西元前 3000 年前後，在米諾斯國王的統治下，高度文明繁盛一時，西元前 1900 年全 

  盛時期興建一座宮殿，其後因地震震垮，重新建設後仍難逃祝融，在約西元前 1350 前後遭大火焚毀， 

  文明也逐漸衰退，一直以來被視為傳說，但隨著遺址漸漸出土，證實這項傳說，帶給考古界極大震撼。 

＊莫洛西尼噴泉：莫洛西尼噴泉是伊拉克里歐的標誌，這兒商店林立，您可以好好逛逛，或沿著長長的 

  海堤走到威尼斯碉堡，一路上充滿水都威尼斯影子，您也可以找間咖啡廳喝杯咖啡享受一下悠閒時光。 

  參考車程：雷姆西農 -82 公里(1 小時 30 分) 伊拉克里歐 

  下車參觀：莫洛西尼噴泉 

  門票安排：考古博物館、克諾索斯宮 

05/23(四)第 07 天   克里特島(伊拉克里歐)  聖托里尼 SANTORINI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希臘式簡餐            晚餐：希臘式料理 

住宿：5★ SPLENDOUR RESORT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搭乘船班前往愛情海最迷人火山島的聖托里尼，而聖托里尼島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失 

  落大陸亞特蘭提斯，也是希臘諸多島嶼中最受人喜愛的小島；抵達聖托里尼島的新港後先前往北邊的 

  小村伊亞，這裡是座名符其實的地中海藝術村，藝術家們利用海邊的岩穴小屋築起自己的藝術天堂， 

  四列的小店、咖啡廳…各具特色，今晚我們將安排位於伊亞小鎮裡的日落餐廳享用晚宴。餐後，隨著緩   

  緩西沉入海的夕陽，您可以漫步在錯綜巷弄間細細品味餘暉籠罩的伊亞小鎮(觀賞夕陽須視天候狀況)。 

＊伊亞夕陽：聖托里尼北邊的小村伊亞，二次大戰前為聖托里尼的首府，1956 年因一場地震而嚴重損壞， 

首府南遷至中部費拉，雖然不如當年繁華，卻蛻變為一處樸實寧靜的美麗小鎮，相較費拉的熱鬧華麗， 

伊亞顯得幽靜而脫俗，宛如世外桃源。伊亞也是一座緊鄰崖壁而建的白色山城，這裡是座名符其實的 

地中海藝術村，藝術家們利用海邊的岩穴小屋築起自己的藝術天堂，在曲折寧靜的巷道裡，有著美的 

令人屏息的房舍，連綿的白色石洞屋、風車、造型各不相同的教堂、小巧的石階、陽台，多采多姿的 

門窗，還有主人精心佈置的花花草草，您時常可見當地主人騎著驢子漫步而過，還經常看見大懶貓慵 

懶的趴在屋頂曬太陽。伊亞最著名的景色，就是夕陽美景，號稱是愛琴海最美的日落景觀。每當黃澄 

澄的太陽自海平面緩緩落下時，天空開始泛起一片紫藍的澄色霞光，倒映在寶藍的愛琴海面上，相互 

輝映出瑰麗幻化的色彩，此時伊亞的白色房子及路燈也漸漸亮了起來，璀璨的夜景令人難以忘懷。 

參考車程：費拉 -12 公里(30 分) 伊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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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伊亞藝術小鎮。 

05/24(五)第 08 天  聖托里尼【愛琴海浪漫日落】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希臘式料理            晚餐：費拉景觀餐廳風味 

住宿：5★ SPLENDOUR RESORT 或同級 

  早晨享用完早餐後，帶您來趟聖托里尼島火山島行程，在領隊帶領沿著火山島來段小健行，隨後大家 

  前往聖托里尼島上的首邑費拉，最佳的賞景方式，就是沿著崖邊小徑漫步，幾乎每個角落都有令人屏 

  息的景緻，不論從什麼角度欣賞，都是一幅幅渾然天成的美麗圖畫，任一個窗戶陽台，都可以看到絕 

  世的海天美景，當您漫步在白色石版路上，兩旁盡是可愛迷人的民宿，還有最有名的藍色圓頂小教堂 

  就在此地，雪白牆壁，搭配藍色的門窗，雅致的陽台，轉角的石階，放上一小盆的盆栽，都能營造出 

  驚豔的效果，處處可以感受希臘人生活美學與巧思，每年可以吸引許多觀光客。首先，精心安排搭乘 

  纜車至舊港（由高空眺望美麗舊港碼頭與之字型階梯），再由舊港碼頭騎乘驢子（驢子走在之字型的階 

  梯，可以從不同角度看舊港，也可感受驢子相互搶頭彩的刺激），蜿蜒徐行到山崖頂上，絕對是您一生 

  難得的體驗！島上有許多附有特色的小餐廳、咖啡館，許多小巷弄等帶您去自由探訪，為讓您可以充    

  分體會浪漫的聖托里尼，無須因使用團體午餐時間而往返集合等待，您可隨興四處閒逛、嘗嘗當地特 

  色小吃，當然，我們親切、專業的領隊隨時會提供您必要的協助。 

＊費拉：當地人形容費拉小鎮成群白色的房舍，宛如盛開的水仙花般美麗，就 

  讓自己迷失在費拉小城狹窄的街道，穿梭在雪白的屋宇，露天咖啡座以及點綴在陡峭山坡上的小商店 

  組成了聖托里尼的印象。 

  參考車程：市區觀光 

  下車參觀：費拉小鎮、藍頂教堂 

  門票安排：火山島行程、纜車、騎乘驢子 

05/25(六)第 09 天   聖托里尼 SANTORINI 米克諾斯 MIKONOS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希臘式 PITA 簡餐   晚餐：小威尼斯區風味料理 

住宿：4★ PORTO MYKONOS HOTEL http://www.portomykonos.gr/ 或同級 

  今天早上準備離開愛琴海柏拉圖的理想國、與夕陽之島以及最迷人的火山島聖托里尼，前往碼頭搭乘 

  渡輪來到另一個迷人小島【米克諾斯島】。途中小島羅列於愛琴海湛藍之中，米克諾斯島由於近雅典， 

  一直是最受歡迎的希臘小島之一，獨特的盒子型房屋，藍與白的絕佳色彩搭配，年年均以石灰重新塗   

  刷，成為此地的特色，也是全世界人們對愛琴海的印象，而此地曾海盜橫行，鎮上的整體設計是以防 

  禦式的網狀排列組成的。屋前的空間和街道是室內空間的反轉和延續，居民在這裡讀書看報，乘涼閒 

  談，一派悠閒，街道彎曲迴轉宛如迷宮，兩側亮白色建築中，卻隨時藏有意外驚喜，一會兒是瞪大眼 

  睛對著你瞧的貓咪，一會兒是妝點得繽紛精巧的小花圃，一會兒又是獨具特色的商店……，您可千萬別    

  錯過恣意遊走在街道的樂趣。 

  參考車程：搭乘船班由聖托里尼前往米克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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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日)第 10 天   米克諾斯 MIKONOS  提洛島 DELOS  米克諾斯 MIKONOS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希臘式料理            晚餐：希臘式料理 

住宿：4★ PORTO MYKONOS HOTEL http://www.portomykonos.gr/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早上搭乘快船，前往美麗的阿波蘿之島─提洛小島，午後返回米克諾斯島前往風車區， 

  抵達後首先來到帕拉波爾提亞尼教堂，隨後前往小威尼斯區，是藝術家群集地，也林立著氣氛絕佳的 

  餐廳與酒吧時，在此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拉澤式風車，風車攪動著海風，迎面吹來好似暢快，而夕陽 

  更是美到不可思議，今晚您也可來嘗試體驗當地著名的夜生活喔！  

◎提洛島：雖然只有 5 平方公里大卻是希臘考古的聖地，傳說阿波羅誕生於此，遺留下來聖壇的遊客從 

  未間斷，我們獨家安排前往，因島上每日有限額，若因天候或爆滿則退費 15EURO) 

＊風車區：這裡是米克諾斯最熱鬧的地區，當您閒逛在有如迷宮的小巷時，您或許會遇見牽著驢子叫賣 

  的小販，這正是小島上最傳統的生活之一，看著打扮可愛的驢子，不免主動想靠近，驢背上揹著兩簍 

  竹簍，裡面通常放著新鮮的水果或花卉，有時放一些紀念品，這種特殊的流動攤販真令人感到好奇。 

  來到這兒更別忘了尋找最新寵兒---塘鵝，這對寶已經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活地標，它們平時喜歡到處 

  逛街，幾乎任何角落都有可能有它們的蹤跡，因此成為觀光客最想巧遇的嬌客，來到這裡別忘了到最 

  有水都影子的。 

＊小威尼斯：這是藝術家群集地，到處林立著氣氛絕佳的餐廳與酒吧，這塊濱海而築的區域，是一處彎 

  進來的小海灣，建築物風格神似威尼斯運河屋，這便是此處名稱的由來，連綿的房子就蓋在海邊，非 

  常有特色。藍色、咖啡色調的陽台、窗戶、階梯、形成十分美麗的建築風格，這裡更是欣賞黃昏絕佳 

  地點，每當黃昏來時，水都的房子都被染上一層『金漆』，所有的人都沐浴在金黃色的暖陽中，這裡也 

  可以遠遠欣賞到卡特.米利風車群的全景。 

＊基克拉澤式風車：米克諾斯是就是以這幾座風車聞名，現在的風車已經不再磨麥，卻成為島上的標地 

  物，5 座白牆圓形的基克拉澤式風車，上面舖上稻草屋頂，令人印象深刻。 

＊帕拉波爾提亞尼教堂：米克諾斯島上散布多達 360 座的教堂，其中以這座最為人知，與風車並列為米 

  克諾斯地標，並經常出現在風景名明信片上。 

  下車參觀：小威尼斯區、基克拉澤式風車、帕拉波爾提亞尼教堂 

  門票安排：提洛島之旅 

05/27(一)第 11 天  米克諾斯 雅典 ATHENS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希臘風味簡餐雞肉捲           晚餐：衛城景觀酒神餐廳風味

住宿：5★ METROPOLITAN 或同級 

  今天好好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湛藍的天空、蔚藍的海水，慵懶地在附近閒晃、散   

  步，體驗一下米克諾斯的美景，它另外還有『愛琴海上的白寶石』之稱，所以自然吸引世界各地的藝術 

  家、詩人、觀光客來此度假，近午前往碼頭搭船回雅典，回到雅典後進行市區觀光，首先參觀奧林匹 

  克競技場，接續行車導覽參觀大學街旁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及圖書館三大古典建築，接續前往國會大廈 

  前的憲法廣場並觀看衛兵交接，每整點有衛兵交接儀式，之後造訪國立考古博物館。 

＊奧林匹克競技場：以 1896 年舉行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而聞名的競技場，其歷史可回溯至西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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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年的泛雅典大會。當初競技場十分簡陋，直到羅馬時代才演變至擁有大理石的觀眾席，但因天災人 

  禍而毀壞，1895 年在希臘富豪的贊助下才又恢復壯觀宏偉的原貌。整個運動場總長 204 公尺、寬 83 

  公尺，跑道一圈有 400 公尺，大理石觀眾席可容納 5 萬人，跑道是仿古的馬蹄型。 

＊憲法廣場：雅典最主要的廣場，位於希臘的國會之前，也是雅典的市中心交會之處，廣場上的衛兵穿著 

  希臘傳統服飾：百折短裙、緊身白褲襪加上有大圓球的木鞋，活像個可愛的娃娃兵。 

◎國立考古博物館：是希臘最大的博物館，此館收藏了希臘所有古代遺跡的精華，是認識希臘古文明最 

  生動的教材。特別是史前文明展示廳裡，收藏了邁錫尼遺跡中挖掘出來的各種寶藏，為希臘史前歷史 

  空白的一頁，畫出一個鮮明的輪廓。而愛琴海上最重要的史前文明【基克拉澤文明】，也在館內完整呈 

  現。進入歷史書寫的時代之後，整個希臘文明的演替，反映在人像雕刻的形式風格上。  

◎酒神餐廳：以希臘酒神「狄俄倪索斯」命名，是雅典首屈一指的高級餐廳，各國政要、明星來到雅典必 

  定造訪的餐廳之一，座落於雅典的地標「帕德嫩神殿」所在的衛城山腳下，擁有絕佳的神殿景觀，餐廳 

  室內裝潢簡約時尚，為融入在地的特色，處處可見當年規劃設計者的用心，當然美味的創作料理也是餐 

  廳享有高人氣的原因之一，在浪漫的夜景襯托之下享用美食，留下最完美的希臘回憶。 

  參考車程：搭乘船班由米克諾斯前往雅典 

  行車經過：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圖書館 

  下車參觀：奧林匹克競技場、憲法廣場 

  門票安排：國立考古博物館 

05/28(二)第 12 天  雅典杜拜 DUBAI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希臘式料理   晚餐：機上料理 

住宿：夜宿機上 

  今日行程，全日雅典市區觀光，首先帶年登上矗立在高達 150 公尺高的山丘上的雅典衛城，是雅典的 

  地標。在古希臘，城邦文化發展興盛的地區，都會有一座衛城，古時的衛城是整個城邦內最重要的建築 

  物群，作為祭祀、軍事防守及市政等公共空間用途，其內的景點包含帕德嫩神殿、衛城山門、勝利女神 

  神殿、依瑞克堤翁神殿等。下午前往宙斯神殿及奧林匹克競技場，之後前往熱鬧的徒步區【布拉卡】自 

  由閒逛，隨後前往雅典機場，搭機經杜拜返回台灣。 

◎衛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也稱為雅典的「阿克波利斯」（意為高處之城或山丘上的城邦），衛城是 

  由平頂岩構成，距今已有三千年的歷史，是供奉雅典的守護神：雅典娜的聖地，是古希臘建築的代表之 

  作，整體建築群的廟宇、柱廊、門楣及雕刻之水準都是當代最高，衛城建築群範圍包括了帕特嫩神殿、 

  衛城山門、依瑞克堤翁神殿和勝利女神神殿。 

◎宙斯神殿：全希臘最大的神殿，建於西元前 515 年，但因受政治等因素影響工程，一直到西元 2 世紀， 

  才由羅馬皇帝哈德良 Emperor Hadrian 完成，工程耗時近 700 年。當時神殿建有 104 根科林斯列柱， 

  直徑約 1.7 公尺、高約 17 公尺，殿內有黃金和象牙鑄成的宙斯雕像，可以想見神殿當時的堂皇壯觀。 

  如今神殿僅剩基座與 15 根站立的柱子，訴說著悠悠歷史。 

＊布拉卡區：舊市區的徒步區，不但能買到種類樣式齊全的紀念品，而且價格低廉，有時比產地更便宜   

  呢。這里的範圍很大，商店非常多，所以需要多花些時間好好的比較一番。在布拉卡購物除了貨比三 

  家外，別忘了拿出你的殺價工夫來，有時商家也會自動給予不同折扣的優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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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車程：市區觀光  

  下車參觀：雅典奧林匹克競技場、布拉卡區 

  門票安排：雅典衛城、帕德嫩神殿、衛城山門、勝利女神神殿、依瑞克堤翁神殿、宙斯神殿。 

05/29(三)第 13 天 杜拜 DUBAI 台北 TAIPEI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班機於今天飛抵台北，帶著滿滿的回憶，返抵闊別多日的家門，結束這趟難忘的南歐希臘、伯羅奔尼薩、 

  愛琴海浪漫三島、天空之城十三天之旅，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報價內容說明： 

費 用 項 目 希臘本島 希臘小島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不含 

行李服務費 (飯店/渡輪)--詳見說明 不含 不含 

礦泉水 無 無 

簽證費 台灣護照免簽 

護照工本費 NT$1,500 不含 

契約責任險 含 

機場來回接送 不含 

說明：希臘飯店沒有行李服務員，需貴賓們自行提行李。小島渡輪也沒有行李服務員，需貴賓們自行提行李上下船。 

 

◎訂金繳付說明： 

1. 團位名額之保留須以完成訂金繳付程序為依據。 

2. 善意提醒，訂金繳付完成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廠商之規定，為

旅客預付此趟旅程的機票、飯店或餐廳等費用。若旅客因故取消報名，本公司將依「國

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費用，收取不足之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

訂金。訂金若以刷卡繳付，退還時亦須刷退，以免產生額外刷卡手續費用。 

3.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機票款，且不接受名單調整或替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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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若因懷孕、生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團體住房說明： 

1. 團費報價是以「兩小床」的雙人房兩人一室為基礎，計算出每人的團費價格，歡迎您與

親友結伴、自組配對參加。 

2. 若單人報名或奇數人數報名，單人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百合旅行社會盡量協助安排

同性別團員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3. 單人房差額為單人住宿「單人房型」(Single for Single use)，並非「雙人房型」供一人

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故單人房型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型小，敬請諒察。 

4. 國外許多旅館只接受 12 歲以下的小孩才能加床，且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

彈簧床，房間空間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為確保長天數旅遊

之舒適度，故百合旅行社不安排住宿三人房。 

5. 為遵守外國消防法規，2~12 歲的小孩皆需以每人佔床計算，2 歲下嬰兒可不佔床。 

6. 飯店團體配房作業由飯店統一安排，並非由百合旅行社或領隊安排，故無法指定一張大

床、連通房，也無法指定同行親友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亦無法保證不在邊間、電梯

或馬路旁，百合旅行社將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請見諒。 

7. 西式建築房間大小規格不一，若部分標準房型獲飯店善意隨機升等，導致每間房型不

同，非百合旅行社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8. 本行程視飯店、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路況與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旺季、商展或

節慶導致客滿缺房，將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 

◎證件需求說明： 

1. 報名時請提供清晰可供辨識之護照影本，並協助填寫客戶基本資料表。訂金繳付若欲以

匯款方式，請見下方匯款帳戶資料，若欲以刷卡支付，請來電索取刷卡簽帳單。 

2. 若旅客無持有護照、或護照效期不足(有效期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為基準)、

護照過期或污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護

照內頁空白頁不足、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請來電洽詢新辦事宜。 

3. 特殊身分者(如：軍警人員、役男)請先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 

4. 多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在台屬居留身份者，請務必攜帶居

留證出入境。非本國籍者，可能需自行辦理目的地國家之入境簽證，請於報名時主動

告知，以免屆時產生無法入境的問題。未成年人獨自參團須出具監護人同意書。 

◎其他報名前須知： 

1. 出國旅遊視不同目的地國家有程度高低不等的旅遊風險，為考量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其

它團員的權益，若有慢性或特殊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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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照顧，本公司將評估是否接受報名；若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

致無法成行或於旅程中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2. 西方餐食口味偏重(鹹/甜)、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3. 若有需要自行由高雄飛往轉機點與團體會合，或機票自理，請另洽詢報價。 

4. 國外多數商店會於星期例假日休息，多數景點亦有固定休館時間，報名前敬請知悉。 

 

百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6526  品保 1302  

10352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22號 10樓之 4  http://www.sholiday.com.tw/  

TEL:(02)2552-4411  FAX:(02)2552-2841 

銀行資料與匯款帳號 合作金庫銀行  南京東路分行 代碼：006 

戶名：百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3487-717-10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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