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T# 2001110-40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New York Chicago Houston Vancouver Beijing 

10天希臘愛琴海雙島浪漫柔情之旅 團號: UAA10 

雅典，德爾菲，卡蘭巴卡，米可諾斯島，聖多里尼島 

出發日期: (2023) 3/9, 4/6, 5/11, 6/8, 7/6, 8/10, 9/7, 10/12 

行程特色： 

• 帶您體驗希臘古老的神話配上碧海藍天、必訪夢幻小島, 深度遊覽希臘首都雅典。

• 深入探尋眾神居所: 阿波羅神殿、雅典衛城、德爾菲考古遺址、天空之城梅特歐拉…

• 作為宮崎駿動畫電影「天空之城」的藍本，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的梅特歐拉和在這險峻

山峰上建築的修道院，帶您見識別有洞天的奇幻世界。

• 乘搭渡輪從雅典前往米可諾斯島、聖多里尼島，沿途盡情欣賞浪漫的愛琴海！

• 不惜成本，安排乘搭國內線班機由聖多里尼島返回雅典，免卻 8小時顛簸船程，令您旅途

舒適自在！

• 全程下榻便捷舒適的四星級酒店，精心安排住宿 3晚海景酒店，讓您盡情陶醉島嶼之美。

• 品嚐正宗希臘傳統風味餐、地道烤魚餐、傳統民族歌舞晚宴…

• 經驗豐富的導遊全程提供中/英文詳盡的講解。

隨團包括以下景點入場門票： 

❖ 衛城

❖ 宙斯神殿

❖ 巴特農神殿

❖ 奧林匹克運動場

❖ 阿波羅聖域

❖ 雅典人寶庫

❖ 梅特歐拉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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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1  原居地  希臘, 雅典 

Hometown    Athens, Greece 

2 雅典 - 普拉卡購物區 

Athens - Plaka Shopping Area 

酒店: Athens Zafolia Hotel或同級 

備註：下午 6時後抵達，當天行程自願放棄，不作任何補償，請自行前往酒店 。 

雅典: 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歷史古城，希臘首都，也是希臘最大的城市。位於巴爾幹半

島南端，三面環山，一面傍海。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記載的歷史就長達 3000多年。 

3 雅典 - 衛城 (入內參觀) - 宙斯神殿 (入內參觀) - 巴特農神殿 (入內參觀) - 奧林匹克運動場 (入內參觀) - 

憲法廣場 - 國會大樓 - 無名戰士紀念碑 (早/晚: 希臘傳統風味餐) 

Athens - The Acropolis (admission incl.) - Temple of Zeus (admission incl.) - Parthenon (admission incl.) - 

Olympic Stadium (admission incl.) - Syntagma Square - Old Parliament House - Tomb of Unknown Soldier 

(B/D: Traditional Greek Cuisine) 

酒店: Athens Zafolia Hotel或同級 

衛城: 古老又夢幻，世界思考的中心，貫徹愛與平衡的的信仰的神地，是希臘最傑出的古建築群，又

是綜合性的公共建築，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衛城中最早的建築是雅典娜神廟和其他宗教建築。阿

克羅波利斯的子民在波塞冬的戰爭之馬與雅典娜的和平之樹中做出了選擇——願世界和平，不負栽滿
城的橄欖樹。 

宙斯神殿: 古希臘的宗教中心，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神殿位於希臘雅典衛城東南面，依里索斯河畔

一處廣闊平地的正中央，為古希臘眾神之神宙斯掌管的地區。 

巴特農神殿: 在首都雅典衛城坐落的古城堡中心，石灰岩的山崗上，聳峙著一座巍峨的長方形建築

物，神廟矗立在衛城的最高點，這就是在世界藝術寶庫中著名的帕特農神廟。這座神廟歷經兩千多

年的滄桑之變，如今廟頂已坍塌，雕像蕩然無存，浮雕剝蝕嚴重，但從巍然屹立的柱廊中，還可以

看出神廟當年的豐姿。 

雅典奧林匹克體育場: 作為 2004 年夏季奧運會的主體育場，承辦了該屆賽事中的大部分田徑比賽和

足球決賽。此外，2004年 8月 13日的開幕式和 8月 29日的閉幕式也都在這座體育場內舉行。 

4 雅典 - 阿拉霍瓦 - 德爾菲 - 阿波羅聖域 (入內參觀) - 劇場 - 雅典人寶庫 (入內參觀) - 卡蘭巴卡 (早/晚: 當

地西餐) 

Athens - Arachova - Delphi - Sanctuary of Apollo (admission incl.) - Theater - Treasury of Athenians 

(admission incl.) – Kalambaka (B/D: Local Western) 

酒店: Divani Meteora Hotel或同級 

阿波羅聖域: 根據希臘神話，宙斯從地球的兩端釋放兩隻老鷹，他們在德爾菲上空的天空見面，用喙

捅著彼此，在世界的中心落在地上。古時的德爾菲是當時宗教權力中心，雖現已剩下頹垣敗瓦，但

仍可感受當時的盛世。 



3 

雅典人寶庫: 為慶祝馬拉松之戰役勝利而修建，用來存放雅典人為阿波羅聖殿奉獻的寶物。它的裝

飾由陶立克柱式上的排檔間飾所組成，表現了希臘神話中的不同故事場景。 

5 卡蘭巴卡 -「 天空之城」梅特歐拉 - 修道院 (入內參觀) - 雅典 (早/晚: 地道烤魚風味餐) 

Kalambaka - Meteora – Monasteries (admission incl.) – Athens (B/D: Authentic grill fish) 

酒店: Athens Zafolia Hotel或同級 

梅特歐拉修道院: 修道院就建在懸在半空的巨石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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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曾經一度有多達 24座修道院，如今只剩 6座。 

6 雅典 (高速噴射船約 3小時) 米可諾斯島 - 自由活動 (早) 

Athens (Hi Speed Sea Jets 3hrs)    Mykonos - Free at Leisure (B) 

酒店:  Petinos Beach Hotel或同級 

米可諾斯島米: 是希臘愛琴海上的一個小島，因旅遊業而聞名，是基克拉澤斯群島之一，位於廣闊的

愛琴海海域，五光十色的島嶼風光美不勝收，猶如愛琴海上一顆璀璨明亮的珍珠。島上最具特色的

是其獨特風格的建築房屋，潔白如羽毛的白牆和五彩鮮豔的門窗、陽台，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獨

具一番風味。島上還有幾座潔白神聖的教堂、博物館，你可以前往參觀，感受希臘濃郁的宗教氣息

和民俗文化。 

7 米可諾斯島 (高速噴射船約 3小時)  聖多里尼島 - 自由活動 (早) 

Mykonos (Hi Speed Sea Jets 3hrs)   Santorini - Free at Leisure (B) 

酒店: Kalisti Hotel & Suites或同級 

聖多里尼島: 是在希臘大陸東南 200公里的愛琴海上由一群火山組成的島環，這裡有世界上最美的日

落，最壯闊的海景。聖托里尼島是藍白天堂，所謂的藍是指這裡湛藍的大海和蔚藍的天空，白即是

這裡的建築全部為白色。 

8 聖多里尼島 - 環島遊 (自費) (早) 

Santorini - Island Tour (optional) (B) 

酒店: Kalisti Hotel & Suites或同級 

9 聖多里尼島  雅典 - 傳統民族歌舞晚宴 (早/晚) 

Santorini   Athens - Greek Folklore Dace Dinner Show (B/D) 

酒店: Athens Zafolia Hotel或同級 

10 雅典  原居地 (早) 

Athens  Hometown (B)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行程可能隨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