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號 6樓 603室 

 

2019/09/13【希臘】米克諾斯、聖托里尼、克里特島、北進南出 11 天      
NT:125,000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四人一台WIFI機、晚餐西餐水酒) 

行程特色 
◎贈送: 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特別安排~晚餐含西餐水酒。 

◎特別安排~每人一台導覽精密耳機組。 

 
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特別安排~四人一台 WIFI 機。 

 
1.特別安排四人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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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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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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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X-5483 桃園 香港 21:10 22:55 

第二天 QR-815 香港 杜哈 01:20 05:20 

第二天 QR-205 杜哈 塞薩洛尼基 07:40 12:50 

第十天 QR-212  雅典 杜哈 20:20 00:55 

第十一天 QR-818 杜哈 香港 03:25 16:05 

第十一天 CX-402  香港 桃園 18:35 20:30 

 

行程內容 

第 01天 台北 Taipei／香港 Hong Kong                            
行曩中裝滿無限憧景，踏著輕鬆愉快的腳步，圓夢計畫開始，今天把行李備齊，把心情準備好，和我們一

同赴桃園國際機場集合。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宿：夜宿機上 

 

第02天 香港 ／ 杜哈 ／ 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 (希臘第二大城)－230km 2.5hr－卡蘭

巴卡Kalabaka                                   
今日抵達塞薩洛尼基 Thessaloniki希臘第二大城市，也是希臘北部最大城市，希臘中馬其頓大區和塞薩洛

尼基州的首府。根據 2001 年官方人口統計，塞薩洛尼卡大都會地區總人口有 1,057,825人。塞薩洛尼基是

希臘第二大經濟、文化中心，以及東南歐主要的交通樞紐。它的商港對於希臘和東南歐腹地都非常重要。

作為文化中心，它以擁有大量的拜占庭建築傑作以及一些重要的鄂圖曼帝國、猶太人建築而知名。該市以

每年 9月初在此舉行的國際貿易博覽會知名，希臘總理每年會在此發布下一年政府的計劃。塞薩洛尼基還



以東南歐最重要的文化活動——塞薩洛尼基國際電影節而知名，吸引了許多國際名人。之後我們先行參觀

◎塞薩洛尼基白塔海濱的一座古建築，也是一座博物館。該建築始建於鄂圖曼帝國時期，最初作為港口的

防禦工事，後成為一座監獄。1912年，希臘奪回塞薩洛尼基市後，將外觀改為白色。白塔是塞薩洛尼基的

標誌性建築。1826年，奧斯曼蘇丹馬哈茂德二世(MahmudII)在這裏下令處決了全體蘇丹禁衛軍成員（他們

都是被強迫改信伊斯蘭教的）。1913年，希臘人占領城市後將塔刷白以抹掉這段血腥的歷史。接著前往卡

蘭巴卡 Kalabaka山腳下的城鎮卡蘭巴卡是前往梅提歐拉的據點。該鎮建在古城 Aiginion的位置。在公元

10世紀，它被稱為 Stagoi（Στάγοι），一個拜占庭式的堡壘和主教。在鎮上有中世紀古蹟和古希臘

神廟的遺址。 

【行車距離】 

塞薩洛尼基 Thessaloniki - 230km(約 2.5hr) - 卡蘭巴卡 Kalabaka 
 

早餐：機上   午餐：希臘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含水酒) 

宿：四星 Divani Meteora Hotel 或 Amalia Hotel 或 同級 

 

第 03天 卡蘭巴卡－邁提歐拉～天空之城－德爾菲 Delphi 
早餐後，前往★天空之城~梅提歐拉梅提歐拉於 1988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為自然和文化雙

重遺產。梅提歐拉意為「懸浮的石頭」，「懸浮在空中」或「在天空之上」，是希臘其中一座最大型的東

正教修道院建築群，其重要性只僅次於阿索斯山。當中有 24座寺院（其中 6座為完好）矗立在天然的砂岩

支柱上。從 9世紀開始就有修道士在山洞裡修行，14世紀開始,陸陸續續的在山頂和懸崖上修建了許多修道

院，這些修道院雄踞於一座座巨大的山巖頂點，巨大的山巖從廣闊的塞薩裡亞平原拔地而起，有的超過 400

米，形狀各異色彩不一，在幾乎無法到達的山峰上。自 11世紀以來，僧侶們在這如同通天柱般險峻的山峰

上修行。鼎盛時期共擁有 24座分佈在大小山嶺上的修道院和上千名修士，成為抵擋隨著土耳其人的侵佔而

來的伊斯蘭教的中流砥柱。擁有 24座修道院的梅提歐拉，歷經數百年的興衰，目前只剩大梅提歐拉

(GreatMeteora)、瓦拉姆(Varlaam)、聖尼古拉斯(SaintNicholas)、聖史蒂芬(SaintStephen)、盧薩諾

(Rousanou)及聖三一(HolyTrinity)等六座完整保存下來。只開放給遊客 2座修道院入內參觀。當你身歷其

境時，除了讚嘆大自然的美景，面對那群屹立峰頂的修道院，只能用「上帝的傑作」來形容，雙遺產的名

號當之無愧。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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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   午餐：岩腳下花園餐廳羊排風味餐   晚餐：旅館內主廚料理(含水酒) 

宿：四星 Amalia 或 Nafsika Delphi 或 同級 

 

第04天 德爾菲Delphi─185km 2.5hrs－雅典(市區觀光) 
早餐後，我們參觀★德爾菲博物館傳說中，宙斯指派兩隻鷹去尋覓宇宙的中心，而牠們就找到了德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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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菲博物館於 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據說這裡曾是古代世界

精神文明的中心。對於希臘諸神來說，德爾菲是所有希臘聖地中最重要的神殿，神殿是要獻給太陽神阿波

羅的。在古希臘人的信仰裡，阿波羅是知識、光、音樂和醫藥的神。遊客在這裡可以感受到阿波羅神的偉

大之處。★阿波羅神殿，為當時請示神喻之地。之後展開雅典的市區觀光◎布拉卡區 Plaka感受雅典獨特

的風味，多采多姿的各式精品、琳瑯滿目的各式希臘傳統與紀念商品，讓您精神振奮、眼睛為之一亮，並

體驗異國情調及享受殺價購物的樂趣，也順道帶點收穫給遠方的親友吧!普拉卡大部分是圍繞開發的廢墟古

雅典阿哥拉在已經自古以來不斷有人居住的區域。在多年的奧斯曼帝國統治，普拉卡是被稱為“雅典土耳

其季”，和土耳其 Voevode（省長）的所在地。在希臘獨立戰爭，普拉卡就像雅典的休息，暫時放棄了，因

為這發生在 1826年該地區在第一年國王奧托的規則被重新填充嚴重戰役的居民。 

 



早餐：飯店內   午餐：德爾菲峽谷景觀餐廳   晚餐：Plaka 區餐廳(含水酒) 

宿：四星 Titania Hotel 或 Zafolia 或 Athens Avenue 或 Stanley 或 同級 

 

第05天 雅典++渡輪4-5hrs ++米克諾斯島 
今日我們★搭乘渡輪前往米克諾斯島途中小島羅列於愛琴海湛藍之中，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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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就不能錯過以夕陽聞名的◎基克拉澤式風車，那麼卡特米利的風車群(Windmills of Kato Mili)便是

米克諾斯島上最著名的觀光景點，草棚鋪蓋在白色矮樓上，外觀有點像是頂著草帽、眺望愛琴海的矮胖蠟

筆；矮小的風車矗立於島嶼西側，過去是當地居民研磨小麥的農務設備，如今只剩下風塵僕僕的石牆乘載

過去的輝煌功績。風車攪動著海風，迎面催吹來好似暢快，而夕陽更是美到不可思議。還有島上最出名、

最受歡迎的海灘～★天堂海灘(Paradise Beach)Mykonos，像是到了天堂般的海灘(Paradise Beach)，一到

這個沙灘，迎接我們的是動感的音樂、熱鬧的人潮以及歡樂的氣氛，陽光、沙灘、比基尼，天堂果然是愛

熱鬧的人不能錯過的。 

 

早餐：飯店內   午餐：海景景觀餐廳   晚餐：小威尼斯鮮魚+花枝海鮮拼盤餐(含水酒) 

宿：四星 Porto 或 San Antonio 或 San Marco 或 Aphrodite Hotel 或 Dinoysos 或 同級 

 

第 06天 米克諾斯島++快艇 3-4.5hrs++聖托里尼島 
今日我們要前往聖托里尼，搭乘★快艇或渡輪前往愛情海最迷人的火山島聖托里尼當船駛抵聖托里尼，聖

托里尼島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失落大陸亞特蘭提斯，從遠處就可看到斐拉，◎斐拉是聖托里尼的首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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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處藍與白的浪漫…愛情海最迷人

的火山島聖托里尼。 

早餐：飯店內   午餐：發放 15 歐元   晚餐：景觀特色餐廳(含水酒) 

宿：四星 El Greco 或 Santorni palace 或 Kallisti 或 Aegean Plaza 或 同級 

 

第 07天 聖托里尼島 
在聖托里尼悠閒的海島氣氛，您可慵懶的賴個床，或望著一望無盡的碧海藍天，來杯香濃的卡布基諾，盡

享愛琴海美麗早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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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處藍與白的浪漫。特別安排★搭乘纜車下懸崖(高空眺望美麗舊港碼

頭與之字型階梯)★騎個騾子上懸崖(騾子走在之字型的階梯，可以從不同角度看舊港，也可感受騾子相互

搶頭彩的刺激)，是難忘的體驗，藍彩紅花，找個陽光灑落的露天咖啡讓微風吹拂。還有◎卡馬利海灘聖托

里尼島著名的海灘，愛琴海很眷顧聖托里尼，不僅給了它好氣候好風光，還賜給它三種顏色的沙灘：白沙

灘，紅沙灘，黑沙灘，最知名的黑沙灘莫過於卡馬利海灘。與其他海灘不同的是卡馬利海灘上不是沙子，

而是一塊塊黑色的小卵圓石，被海浪打磨得光滑無比，獨特的火山巖地質形成了此地獨樹一格的黑色海灘。

由於火山灰在海灘上於白沙混雜，於是沙子看起來是黑的，海水看起來也是黑的。來此的遊客有的到黑色

的海水中遊泳，有的在太陽傘下讀書和休息，有的則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好不愜意，羨煞旁人。在卡馬利

海灘，一本書、一瓶水就可讓喜歡休閑生活的人們在陽光下的海灘上舒舒服服地打發掉半天光陰，因而廣

受世界各地遊客的歡迎，都想目睹黑色的沙灘，享受有陽光的生活。接著來到◎伊亞聖托里尼北邊的小村，

這裡是座名符其實的地中海藝術村，藝術家們利用海邊的巖穴小屋築起自己的藝術天堂，四列的小店、咖

啡廳…各具特色，當然在陶醉之餘可別忘了前往斷崖欣賞有全世界最美夕陽之稱的愛情海日落。(視天候)。 



 

早餐：飯店內   午餐：愛琴海景觀餐廳   晚餐：伊亞(OIA)餐廳(含水酒) 

宿：四星 El Greco 或 Santorni palace 或 Kallisti 或 Aegean Plaza 或 同級 

 

第 08天 聖托里尼島++渡輪++克里特島 
今日我們前往克里特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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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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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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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發放 15 歐元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含水酒) 

宿：五星 Galaxy Hotel 或 Atlantis hotel 或 Fodele Beach Hotel 或 同級 

 

第 09天 克里特島++渡輪++雅典 
今日我們驅車前往★克諾索斯宮西元 1900 年出土，米諾安文明的遺跡，亦是希臘傳說中牛頭人身的怪物，

米諾特的迷宮。是克里特島上的一座米諾斯文明遺蹟，被認為是傳說中米諾斯王的王宮。它位於克里特島

的北面，海岸線的中點，是米諾斯時代最為宏偉壯觀的遺址，可能是整個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克諾索

斯遺址是由英國考古學家阿瑟·伊文思於 1878年進行了最早的完整發掘，發現了大批米諾斯遺跡，和許多

刻有使用線形文字 A的文本的泥板，揭示了米諾斯文明的存在。其中最為輝煌的米諾斯王宮始建於約前 2100

年至前 1800年，後幾經擴建，占地約一萬三千平方公尺，圍繞著一個 1200平方公尺的中心院落展開成四

個翼，上下五層樓，共有一千多間房間。之後前往★伊拉克裡翁考古博物館 Archaeological Museum 位於沿

海尼塞爾街的博物館。內部展示在拜占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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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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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市區觀光：◎威尼斯

廣場、◎摩羅西噴泉等，廣場周圍商店林立，好不熱鬧。 

P.S.伊拉克裡翁考古博物館 Archaeological Museum 關閉，將以伊拉克里翁歷史博物館替代

Historic museum 

早餐：飯店內   午餐：海鮮風味料理   晚餐：希臘風味餐(含水酒) 

宿：夜宿郵輪(2 人一室外艙 

 

第 10天 雅典／杜哈                                                

我們特別安排★雅典 outlet 這裡有 110多家時尚品牌店鋪，多采多姿的各式精品，提供多種名牌全年無休

的折扣服務，讓您可以在此盡情享受購物的樂趣！還有不能錯過的★雅典衛城 AkropolisofAthe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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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henon Temple、衛城山門 Propylaea、勝利女神神殿 Athena NikeTemple、依瑞克

堤翁神殿 Erechtheion Temple 等。接續行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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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前往◎憲法廣場每整點有衛兵交接儀式，衛兵穿著民族色彩的制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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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來到◎奧林匹克競技場 Athens Sta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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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年的泛雅典大會。是全世界唯一大理石打

造的運動場。 

 



早餐：渡輪上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茶)   晚餐：發放 15 歐元 

宿：豪華客機 

 

第 11天 杜哈／香港／台北                
再美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心底深處卻已留下永遠的美痕，今日飛機抵達台北，返回甜蜜的

家。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及航班時間供參考，正確資料以出發行前說明會為標準，本公司有依內陸交通、船

次調整餐食及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