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賴  宜 伶  02-2523-8965 

 

2018.06.20 希臘精選四大島 13 日 
~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 

~太陽的後裔拍攝地-扎金索斯~ 

NT:149,000 含(機場稅﹑導領小費 130 歐、加贈 WIFI)  

**午餐西餐含水、晚餐西餐含水酒** 
 

2/10 前付訂 早鳥優惠 NT:146,000 元/人 現金優惠價 NT:144,000 元/人 

2/10 後付訂 NT:149,000 元/人 現金優惠價 NT:147,000 元/人 
 

 

 



 

 



 
 

 
 

 
注意事項 

1.我們特別贈送四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 ，

需要額外支付 NT2500 元。 

2. 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3. 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 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4. 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5.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也應避免觀

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主動斷線或限速，本公司將無法

對此情形退費。 

6. 我們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4500 元。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第 01 天 TK025 桃園 21:55 伊斯坦堡   05:10 

第 02 天 TK1881 伊斯坦堡 07:25 塞薩洛尼基 08:45 

第 08 天 暫訂 FR1230 哈尼亞 20:55 雅典   21:55 

第 12 天 TK1844 雅典 22:25 伊斯坦堡  23:55 

第 13 天  TK024 伊斯坦堡 01:45 桃園 17:55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符號說明:★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第 01 天 桃園/伊斯坦堡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豪華客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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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伊斯坦堡轉機，希望您調整好心情，迎接未知的美好。今

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 豪華客機 

 

第 02 天 伊斯坦堡/塞薩洛尼基－邁提歐拉～天空之城－卡蘭巴卡   

今日飛抵希臘第二大城塞薩洛尼基，抵達後安排參觀塞薩洛尼

基的◎塞薩洛尼基白塔，它被公認為該城的標誌，過去是土耳

其的監獄，現在設有拜占庭文化博物館，登塔可以觀看市中心

和海港的美景。接續來到希臘半島北部的色薩利地區邁提奧

拉，車子一進入山區，一幢幢聳天的巨石矗立眼前，一座座與

世隔絕、紅頂白瓦的中世紀修道院，遺世孤立在這些險峻的巨

石頂上，美麗得讓人屏息，覺得超凡脫俗。邁提奧拉希臘文中

意為在天空之上或懸浮的石頭，邁提歐拉的修道院就是坐落在

這些高聳的岩石山頂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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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高聳平滑的懸崖壁上保留著

的 11 世紀隱遁修士們古老殘破的洞室，這些動式及修到院儘管令人難以置信，卻是希臘東正教最大和

最重要的建築之一，1988 年，邁提歐拉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為自然和文化雙重遺

產。今日我們將參觀規模最大的★大邁提歐拉修道院或萬蘭修道院或★聖史蒂芬修道院(我們依開放日期

選擇進入二座修道院，遇休息則以其他修道院取代)。 

細說天空之城～邁提奧拉 

邁提奧拉在希臘語中是指懸在半空之中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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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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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為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珍貴遺產，這樣特殊之處，既然千里迢迢來到了希臘而不造訪，等

於就沒有深入希臘的精髓般，豈不令人惋惜。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岩腳下花園餐廳(含桌邊水)         晚餐：旅館內用(含水酒) 

宿: DIVANI METEORA HOTEL 或 AMALIA HOTEL 或同等級 

 



第 03 天 卡蘭巴卡－德爾非－雅典 

今早專車前往希臘文化中心德爾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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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太陽神阿波羅

(Apollo)，守護著德爾非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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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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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德爾非聖地最重要的遺蹟－★

阿波羅神殿，為當時請示神喻之地。之後參觀★德爾非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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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希臘料理(含桌邊水)      晚餐：希臘傳統菜餚及表演(含水酒) 

宿: 五星飯店 CROWNE PLAZA 或 RADISSON BLUE PARK 或同等級 

 

第 04 天 雅典++愛情海渡輪(約 4h20min)++米克諾斯島           暫訂船班 0735/1155 

早餐後專車接往碼頭，搭乘渡輪前往世界知名的旅遊島嶼，

也是暢遊『愛琴海』必經景點【米克諾斯島】，它具有歐洲

都會區的時髦，又有愛琴海藍天白屋風車的輕鬆悠閒，優質

海灘和緩坡的山崖更是美麗動人，是歐洲人渡假的最愛。『米

克諾斯城』位於米克諾斯島西岸，是島上唯一的大城市，市

中心白屋白巷配上藍天，美得像假的，而且有著像迷宮一般

的複雜小徑，似乎怎麼轉都在迷宮中，讓您怎麼逛怎麼有趣！

獨特的風車群、碧藍的海水點綴相襯其間，更增添夢幻氣氛，

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罕見的。午後專車前往參觀★民俗博物

館，館內展出的是島民的傳統生活型態，藉此更了解島民的

生活方式。接著前往景色優美且具特色的◎天堂海灘，海濱盡是享樂人生的歐洲遊客，上空的男女隨著

音樂而起舞，歡愉的氣氛這是我們想要的。傍晚時分逛逛◎小威尼斯區，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拉澤式風

車，夕陽中最是美麗，今天將是您真正能體驗希臘愛琴海印象的開始。晚餐安排在小威尼斯區，帶著淡

淡甜味的海風徐徐吹來，戀人成群、旅人如織，小島的夜正開始，品嚐新鮮可口的海鮮，滿口幸福的遠

望那五座風車，放鬆心情置身美景佳餚的情境中。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炸蝦及義大利麵風味料理(含桌邊水)    晚餐：小威尼斯區海鮮餐 (含水酒) 

宿: LETO HOTEL 或同級 

 

第 05 天 米克諾斯島++愛情海快艇(約 2h40min)++聖托里尼島     暫訂船班 1350/1630 

今日全島自由活動。您可在米克諾斯的小巷中穿梭其

中，時而發現精緻小巧的商店而帶來的小確幸，也可找

間港邊的咖啡館，靜靜的品味欣賞遊人如織的熱鬧廣場

所帶來的天然風景畫。湛藍的天加上藍頂教堂的映襯，

與大海訴說幸福浪漫的故事。旅遊在希臘，您需要慢活

體驗島上的風情，島上精緻小巧的歐洲名牌店您必定得

造訪，也可享受飯店泳池悠活海天一線的樂趣；米克諾

斯的夜晚比白天還精采，小島上太陽(SUN)、海(SEA)、

沙灘(SAND)、性(SEX)，米克諾斯島的夜店也值得您的

造訪。您可盡情享受在萬里無雲的穹蒼之下泛白的教堂、蔚藍的愛情海，樸實的風車及典雅的帕拉波堤

尼教堂，沐浴在愛琴海的陽光中，這才是真正的渡假！午後離開米克諾斯島，搭乘快艇或渡輪前往『愛



琴海』最迷人的火山島【聖托里尼島】。傍晚時分帶您到★伊亞 Oia 山崖上欣賞『世界第一的夕陽』，

此刻，您可各自帶開尋找一個安靜的角落，欣賞夕陽下愛琴海獨特的魅力！ 

希臘愛情島嶼小提醒 

1.米克諾斯及聖托里尼島為希臘知名度假島嶼，來到島上安排私人自由活動時間為主，行程景點為輔，您將有更多時間可以

在島上穿梭探險、或愜意的午後在飯店泳池游泳。 

2.島上所建築之飯店依地勢所建，飯店多為度假型飯店，房間多有大小不一，景觀也依地勢有所不同，感謝您的知悉。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舊港米克諾斯風味(含桌邊水)  晚餐：伊亞(OIA)藝術村餐廳(含水酒) 

宿: DAEDALUS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聖托里尼島 

早餐後前往聖托里尼之首城，也是商業中心的【費拉】：

整個白色城市位於海岸懸崖頂端，從海上看好像是山頭的殘

雪！費拉小城的白色屋宇，狹窄的巷道，露天咖啡座及點綴

於陡峭山坡上的小商店組成了聖托里尼的印象。特別安排搭

乘★纜車至舊港，纜車依著陡峭的崖壁而建，300 公尺的海

拔落差，透過纜車的窗子由高空眺望美麗舊港碼頭與之字型

階梯，山璧景觀的變化。再由舊港碼頭★騎乘驢子，隨著驢

子的步伐而搖搖晃晃，穿梭在之字型的階梯雪白建物的巷弄

間，可以從不同角度看舊港，更是難得的體驗。並前往島上

最高點【珮瑞勾思】，在這您可俯瞰全聖多里尼島的美景，

探尋明信片裡的教堂以及鐘塔！爾後前往南部特殊地理景觀◎紅海灘。此地形因含著大量的鐵及錳，

因氧化作用變成獨一無二的紅色岩石地形，接著參觀聖多里尼島上的★葡萄酒莊園，品嚐希臘自產自

製的香醇葡萄酒。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莊園餐廳料理(含桌邊水)   晚餐：愛琴海日落景觀餐廳 (含水酒) 

宿：DAEDALUS HOTEL 或同級 

 

第 07 天 聖托里尼～愛琴海快艇(約 1h25min)～克里特島(伊拉克里翁) 

日暉從露台溫暖地瀉進屋裡，窗外湛藍的海水，海上波光粼

粼，好似鑽石灑落愛情海面上；今早是一個完全屬於您自己

的美好時光，沒有追趕的行程，也沒有擾人的叮嚀，海濱盡

是享樂人生的歐洲遊客，悠閒的男女正在沙灘上享受美麗的

陽光！清晨亦沒有擾人的鬧鐘聲，祇要你不覺得睡覺是人生

的一種浪費；或您可於飯店內使用設施，或前往斐拉(FIRA)

藝術小街逛逛，逛逛斐拉市街，從遠處就可看到斐拉(FIRA)，

斐拉(FIRA)是聖托里尼的首邑，整個白色城市位於海岸懸崖頂

端，猶如山頂上的殘雪一般美麗，酒吧、餐廳、商店都集中

於此，悠閒的氣氛、溫暖的人情味，獨特的藝術創意，在此鎮上隨處可見，微風在陽光下細輕拂，維納

斯的雕像與愛琴海的藍拼塑出一幅美麗的畫作，幸福的感覺隨意可得，需要多一點時間遇見藍與白的浪

漫……午後安排★搭乘渡輪前往希臘文明起源地一克里特島，夜宿克里特島的首邑及主要商

港赫克里昂。 (行程會依班次時間作先後順序之調整 )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風味套餐(含桌邊水)    晚餐：飯店內西式餐(含水酒) 

宿：五星飯店 GALAXY HOTEL 或五星飯店 ATLANTIS HOTEL 或同級 
 

 



第 08 天 克里特島(伊拉克里翁)～哈尼亞/雅典                  

早餐後市區觀光：參觀傳說中的海上強權米諾安文明所建的★

克諾索斯皇宮。希臘神話中牛頭人身怪物麥諾陶，居住在天才

戴達羅斯所設計的迷宮中，於西元 1900 年發現的皇宮遺址

中，在錯綜複雜的設計下竟能擁有 1400 個房間，讓人與迷宮

產生聯想；除了建築設計精巧，所保存下來的部分壁畫，用色

鮮豔大膽，人物線條優美，服裝飾品設計感十足；皇后廳北面

牆上更看得到活潑生動的壁畫，很難讓人想像這是 3900 年前

的藝術表現。哈尼亞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港口附近的◎舊城

區，因為多次的統治權變換，使得建築物呈現出拜占庭，土耳

其，威尼斯，新古典等等多元面貌。由古城牆與防波堤所構築

成的古城區，仍保留著複雜交織的狹窄巷弄，而各式屋舍之格局色調，亦殘留著濃郁的威尼斯風情；諸

如：室內公共市場、土耳其人所建的章魚清真寺、威尼斯統治時期所留下的船塢燈塔等，無一不是拍照

的好題材。您可自由參觀哈尼亞當地的皮件街和食品大市場。爾後安排搭乘中段飛機返回雅典。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Lemonkipos 餐廳~海鮮風味餐(含桌邊水)    晚餐：Monastiri 餐廳~燉牛

肉風味料理(含水酒) 

宿: 五星飯店 CROWNE PLAZA 或 RADISSON BLUE PARK 或同等級 

 

第 09 天雅典－裡翁-安提裡翁大橋 -基里尼(上船城市)++船++扎金索斯 

今日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基里尼。途中我們會經過◎裏

翁-安提裏翁大橋，它是希臘西希臘大區一座跨越科林斯灣

的橋梁，連接希臘大陸西部的安提裏翁與伯羅奔尼撒半島

西北上帕特雷附近的裏翁，是世界上第二長的斜拉撟。如

果聖多里尼是希臘最美的風景，那扎金索斯則是希臘美的

最精緻的島嶼。我們特地前往太陽的後裔拍攝地－扎金索

斯途經柯林斯後來到朝聖地扎金索斯扎金索斯是希臘愛奧

尼亞群島中的第三大島嶼，充滿著愛與詩意，希臘的很多

著名作家和藝術家都出生于此。扎金索斯島擁有者豐富的

美景和傳統風俗，兼具歷史與文化，扎金索斯始終是許多帶有探索精神的旅游者所向往的目的地。當游

客乘船抵達碼頭時，他們會有一種到達威尼斯的感覺。一面風景如畫的小鎮，另一面是蜿蜒曲折的盤山

公路。無論是在碼頭還是在小鎮的高處俯瞰，風景都美得令人窒息，您可以坐在露天的咖啡館或是小飯

館里靜靜享受，別有一般風味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希臘式風味套餐(含桌邊水)           晚餐：飯店內享用(含水酒) 

宿: ZAKANTHA BEACH HOTEL 或同等級 

 

第 10 天 扎金索斯 

今早安排乘船前往★湛藍洞穴 Blue Caves，發現于 1897 年，洞長約 50 米，寬約 25 米，高約 25 米，

比世界上許多類似的洞穴都要大得多。陽光經過海面折射映射在洞穴的內部，產生耀眼的藍色，美不勝

收。洞穴反射的藍色倒影以及奇特的岩石形態造就了藍色洞穴，使之聞名于世。藍色洞穴在懸崖底部，

因此必須乘船進入，最佳觀賞時間是每天清晨，太陽光線比較低的時候。（全程約 1.5 小時） 午後安排

前往世界最美這是希臘最具像征性的海灘◎沉船灣 Navagio，經常在明信片上可以看到它。水清沙幼、

景色優美，沙灘上鏽斑累累的沉船殘骸讓這個寧靜的海灣更添一份神秘感。陡峭的懸崖、清澈蔚藍的海

水、潔白的沙灘（踩上去可能很硌腳哦～）間，鬼斧神工地橫著一條鏽跡斑斑的老鐵船，為遊客帶來視

覺上的極大震撼。並帶您們到隨手拾起一顆愛情石…午後市區觀光◎聖尼科勞斯教堂◎索洛莫斯雕像◎



紮金索斯拜占庭博物館◎索洛莫斯博物館◎威尼斯人城堡等…之後不安排任何行程讓您好好的留戀在

這希臘美的最精緻的小島。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希臘料理風味餐(含桌邊水)        晚餐：飯店內享用(含水酒) 

宿: ZAKANTHA BEACH HOTEL 或同等級 

 

第 11 天 扎金索斯++船++基里尼－黃金古典路線-邁錫尼.奈普良 

早餐後搭船返回基里尼，再驅車前往阿格利斯半島，西元前 2000 年邁錫尼文明的發祥地 ( 與特洛伊

文明同時發展的另一支文明 )，參觀★邁錫尼城(1999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 先經過獅子門及有各種金銀陪

葬品的圓形墓地，在此曾發現 6 副黃金打造的面具，其中之一則為阿克曼蒙的金面具 ( 阿克曼蒙為邁

錫尼國王率希臘各城邦征討特洛伊以「木馬」之計攻下特洛伊城 ) 之後到達宮殿彷彿進入時光隧道回到

希臘城邦時代。接著前往港都奈普良，它是休閒勝地曾佔領此地的威尼斯部隊讚喻此為「東羅馬帝國的

那不勒斯」也是西元 1829-1834 年希臘的首都，山上的柏那彌底城堡是 18 世紀時，威尼斯商人所修建

的。今晚夜宿於此。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希臘風味餐(含桌邊水)      晚餐：飯店內主廚套餐(含水酒) 

宿: AMALIA HOTEL NAFPLIO 或同等級 

 

第 12 天 奈普良－艾比達羅斯－柯林斯地峽－雅典/伊斯坦堡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艾比達羅斯(1988 UNESCO 聯合

國文化遺產)：傳說中醫療之神阿斯克里比亞曾住過的地

方，參觀至今仍保存的相當完整、利用山坡地的自然斜坡

結構而成的圓形劇場，它可容納 1 萬 4 千名觀眾，即使是

舞台上的剪紙聲音，連坐在最末排的觀眾都可清楚聽到。

返回雅典。突中沿著薩羅尼克海灣我們會通過鬼斧神工的

◎科林斯地峽。，抵達後展開雅典的市區觀光，首先前往

★雅典衛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也稱為雅典的阿

克羅波利斯。阿克羅波利斯為希臘語，原意為：高處的城

市或高丘上的城邦。距今已有 3000 年的歷史。雅典衛城遺址位於今雅典城西南，建造在海拔 150 公尺

的石灰岩山岡上，是祭祀雅典守護神雅典娜的神聖地，建築群建設的總負責人是雕刻家菲迪亞斯。1987

年被登錄為世界遺產，擁有數千年歷史的雅典衛城，是希臘文化的表徵! 在衛城內參觀巴德嫩神殿、雅

典娜神殿、伊勒克戎神殿、戴奧尼索斯劇場等 。傍晚我們帶著離情依依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經伊斯

坦堡返回桃園，結束這精彩的旅行。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希臘料理風味(含水酒) 

宿: 飛機上休息 

 

第 13 天 伊斯坦堡/桃園                                     

今日飛機抵達伊斯坦堡，隨後轉機飛回台北，返回甜蜜的家。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中機上精緻套餐 

宿: 豪華客機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