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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希臘天空之城愛琴海三島遊 11 天 

(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雙米其林) 

搭配土耳其航空不同點進出希臘【伊斯坦堡飛塞薩洛尼基】、【雅典飛伊斯坦堡】，

行程最輕鬆、景點最豐富追尋海天一色的愛琴海，拜訪眾神的國度－希臘 。  

【出發日期】：預定 2015 年 09 月   日 

【行程特色】： 

1 .  輕鬆自在地悠遊於大城小鎮暨離島風光，無論遊覽、購物皆可充份享受純正希臘悠閒

風情。  

2 .  雙米其林餐 (米其林推薦餐及米其林一星餐 )；全程美式早餐；午、晚餐更安排品嚐不同

的希臘飲食文化。  

3 .  雅典安排住宿五星級旅館兩晚，聖托里尼島安排住宿五星級旅館兩晚，真正享受海島

悠閒風情。克里特島安排住宿當地傳統五星級旅館。  

4 .  遊覽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之雅典衛城，參觀著名的巴特農神殿、雅典娜神殿。  

5 .  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希臘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探訪影響歐洲文明的文化。  

6 .  特別安排愛琴海三島：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讓您的行程無遺珠之憾。  

7 .  米克諾斯島 - -愛琴海上最美、最受歡迎的小島之一，自由逛街、購物，享受真正悠閒的

希臘渡假生活。  

8 .  聖托里尼島 - -基克拉澤群島中最具景觀代表性的島嶼，參觀藝術天堂的伊亞及安排騎乘

驢子、搭乘纜車，欣賞最美麗的愛琴海風光。  

9 .  造訪歐洲文明的發源地 -克里特島：參觀米諾安文明的代表 -克諾索斯宮及伊拉克裡翁歷

史博物館。  

10 .  安排 49 人座的旅遊巴士，除部分海島因地形限制大型巴士無法進入，需分 2 台巴士進

入。  

【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台北(桃園)   土耳其航空  TK025 2150 伊斯坦堡  0505+1 12:15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 1881  0730 塞薩洛尼基 0845 1:25 

 雅典  搭船  CRUISE   米克諾斯島    

 米克諾斯島  搭船  CRUISE   聖托里尼島    

 聖托里尼島  搭船  CRUISE   克里特島    

 克里特島  搭船 (船上過夜) CRUISE   雅典    

 雅典  土耳其航空  TK 1844  2145 伊斯坦堡  2315 1:20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024 0120 台北(桃園)  1730 11:10 

【自費升等】：可加價升等土耳其航空商務艙。 (台北直飛伊斯坦堡來回加價 92,000 元以上 )  

http://www.daedalus.gr/DAEI/THEME/Knossos.htm
http://www.greeka.com/crete/heraklion/heraklion-pictures.htm
http://www.greeka.com/crete/heraklion/heraklion-pictur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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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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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餐廳】： 

雙米其林餐 (米其林推薦餐及米其林一星餐 )，全程美式早餐，午、晚餐安排品嚐不同的

希臘飲食文化。  

【特色旅店】：五晚五星  

  

 雅典  Divani  Pa lace  Acropol i s  (衛城迪瓦尼宮殿酒店 )  二晚  

(五星飯店 )  

   
米克諾斯島  Mykonos Por to  ho te l  一晚  (四星飯店 )   

   
克里特島  At lan t i s  hote l  一晚  (五星飯店 )  聖托里尼島  Majes t i c  ho te l  

二晚  (五星飯店 )  

【行程內容】： 

符號：★包含門票，◎下車參觀，未標示為行車經過  

第 一 天 台北 TAIPEI－伊斯坦堡 ISTANBUL 

神殿、碧海藍天、藍頂白牆，在地中海璀璨的陽光中，顯得閃耀不已，希臘，讓人想

寫一首詩讚美她！今日搭乘豪華客機轉機前往歐洲文化的搖籃，希臘首都－雅典，夜宿機

上。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機上  

  

http://www.divanis.com/acropolis/default-en.html
http://www.divanis.com/acropolis/default-en.html
http://www.hotel-majestic.gr/
http://www.portomykonos.gr/photo-gallery.php
http://www.portomykonos.gr/photo-gallery.php
http://www.hotel-majestic.gr/
http://www.theatlantishotel.gr/
http://www.theatlantishotel.gr/
http://www.hotel-majestic.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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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伊斯坦堡－塞薩羅尼斯 THESSALONIKI－梅提歐拉 METEORA (天空之城；世界遺產 

UNESCO)－卡拉巴拉 KALABAMKA 

今日班機抵達塞薩羅尼基  (Thessa lon ik i )  為希臘北部最大城，就位在馬其頓交界處，曾

經早在西元前 300 多年馬其頓帝國時期的首都；也因它鄰近愛琴海，自古以來亦是重要的

貿易港城。時至今日，您還可在塞薩羅尼基感受到昔日大城的繁華榮景，同時又處處可見

古蹟遺址，如今已宛如塞薩羅尼基城市地標的 ◎白塔  (Whi te  Tower )，白塔在鄂圖曼帝國時

期原做為軍事防禦，後來變成監獄，如今已做為拜占庭歷史文化博物館。  

隨後前往梅提歐拉 METEORA (天空之城 )，這裡因眾神曾經居住過的奧林匹斯山和令人

歎為觀止的梅黛奧拉修道院而聞名於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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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形狀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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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鼎盛時期共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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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裡唯一與外界相同的工具是繩索、

籐籃和滑車 ,進入這裡有如登天般困難，所以有幸到達這裡的人為數極少。直到 20 世紀 ,石

級的修建才改變了這種情況，極盛時期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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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 t  Meteora)、瓦拉姆  (Var laam)、聖尼古拉斯  (Sa in t  Nicholas )、聖

史蒂芬  (Sa in t  S tephen)、盧薩諾  (Rousanou)及聖三一  (Holy  Tr in i ty )等六座  (★進入 2 座修道

院 參觀 )  完整保存下來，並開放給遊客入內參觀。  

1988 年，梅提歐拉的修道院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及自然雙遺產。不像

金字塔或是長城，工程無論多浩大，皆是有地面可打地基，從平地再慢慢的往上蓋。梅提

歐拉的修道院可是蓋在高聳的山峰上，四周懸空，所有物品都只能用人力吊上去，這麼大

的一座建築，光運建材就是無法想像的大工程。梅提歐拉可就大大的不同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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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住宿北方著名小鎮卡拉巴拉  KALABAMKA。  

【行車距離參考】塞薩羅尼斯－（ 239KM, 2h28m）梅提歐拉  METEORA －（ 18KM,  21m）

卡拉巴拉  KALABAMKA 

    

早餐：機上  午餐：希臘風味  晚餐：飯店內  

住宿： DIVANI METEORA(四星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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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卡拉巴拉－德爾菲 DELPHI (世界遺產 UNESCO)－雅典 

今日驅車前往德爾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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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菲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

產，參觀 ★德爾菲博物館 ，館內收藏有所謂世界中心的 "地球肚臍 "：參觀 ◎雅典娜神殿 、

◎阿波羅神殿及劇場 ，隨後參觀 ★阿波羅神殿 ，隨後後返回雅典，晚間安排希臘傳統民俗

表演活動。  

安排入住  Divani  Pa lace  Acropol i s  (衛城迪瓦尼宮殿酒店；國際五星 )  2 晚，此飯店為於

雅典市中心，由此飯店屋頂露台您即可遠跳雅典衛城景觀，晚間您亦可自行步行前往布拉

卡  (P laka)  徒步區。  

【行車距離參考】卡拉巴拉  KALABAMKA－（ 226KM,  3h10m）－德菲爾  DELPHI（ 181KM,  

2h3m）－雅典  

    

早餐：飯店內  午餐：希臘風味  晚餐：希臘傳統歌舞表演  

住宿： DIVANI PALACE ACROPOLIS (五星 )或同級  

第 四 天 雅典－米克諾斯島 MYKONOS【參考船班時刻表:07:50 啟航、12:00 抵達】 

早餐後，專車前往港口，隨後★搭船前往有「愛琴海上的白寶石」之稱的 米克諾斯島 ，  

此島以明媚的陽光、沙灘、湛藍的海洋、慵懶的渡假風情，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  公

認為最受歡迎的愛琴海小島之一。遊輪於中午抵達後，接往餐廳用餐， ◎隨後搭專車前往

景色優美且具特色的國際的 ◎「天堂海灘」 ，米克諾斯人氣最旺最最迷人的海灘，愛琴海

的陽光、微風、熱情 . . .在此盡情展現，隨後帶您前往旅館辦理住宿。午後您可自由逛街購物。

夜晚的米克諾斯島充滿歡樂的渡假氣氛， PUB、 DISCO、咖啡廳及餐廳等，正向遊客們張開

雙臂，歡迎著您的到來。  

    

早餐：飯店內  午餐：米克諾斯島舊港海景餐廳  晚餐：日落風味餐廳  

住 宿 ： PORTO MYKONOS 或 HARMONY BOUTIQUE HOTEL 或 SAN ANTONIO 

SUMMERLAND 或 GRAND BEACH HOTEL(四星 )或同級  

http://www.divanis.com/acropolis/default-en.htm
http://portomykonos.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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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天 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 SANTORINI 【參考船班時刻表:14:45 啟航、17:35 抵達】 

今日前往碼頭，★搭船前往愛琴海上最具代表性的景觀，同時也是殘留夢幻大陸亞特

蘭提斯傳說的 聖托里尼島 。聖托里尼沿著懸崖建起的白色城市，從海上看彷彿山頂積雪一

般美麗。傍晚安排★專車前往島嶼西北端，有藝術家天堂之稱的 伊亞，這裡處處散佈著藍

色圓頂的白牆教堂，漫步於巷弄之間，隨時可看到如詩如畫的景致。  

    

早餐：飯店內  午餐：老教堂京官風味餐  晚餐：伊亞小鎮特色料理  

住宿： MAJESTIC HOTEL(五星 )或同級  

第 六 天 聖托里尼島 

今日您可盡情享受島上悠閒的氣氛。費拉，聖托裡尼島的首邑，這裡是整個島上最熱

鬧的地方，午後特別安排搭乘 ★纜車欣賞島上秀麗的風景，纜車依著陡峭的崖壁而建， 300

公尺的海拔落差，透過纜車的窗子可以感受陡降的過程，山璧景觀的變化及騎乘 ★驢子 ，

騎乘驢子則是一種有趣的體驗在驢背上隨著驢子的步伐而搖搖晃晃，充滿了刺激，穿梭在

雪白建物的巷弄間感受浪漫迷人的特色。隨後您可自由漫步於巷弄之間， 處處可見如詩如

畫的景致，或於露天咖啡座，享用香醇的咖啡，都是令人驚喜，或您可自由逛街購物，漫

步於巷弄之間，隨時可看到如詩如畫的景致，同時落日的夕陽，更是您不可錯失的美景。  

安排【聖托里尼島火山島行程】： 10:00 火山島遊船開船， 10:25 抵達  Nea  Kameni  火

山島。全島由黑色火山岩組成，船公司會停留港邊一小時，讓遊客可自由健行於火山島上，

健行至半山腰約需 15 分鐘，可望眺聖托里尼島拍下令人難忘的景觀，通常可直接看到北邊

伊亞城鎮，體力好的貴賓，可繼續往山頂攀爬，約還需 15 分鐘，但坡度更是提高，還可看

到目前還是活火山的噴風口  (最好穿著運動鞋或其他包鞋較為舒適 )。  11 :35  離開火山島  

12 :00  抵達海中溫泉的小島 Palea  Kameni 溫泉區：即會停泊在島邊約一百公尺處的海上，慢

慢游向島上時，您就可感覺到海上溫泉暖流溫度介於 37.38 度左右  (請自備泳衣 )  。  12 :30 

離開海中溫泉區  12 :50  抵達火山島接回其他旅客  13 :00 離開火山島  13 :30 抵達聖托里尼

本島  (最終返回港邊約為 14:00，午餐用餐時間會較晚 )  (以上為參考時間，如有任何變動，

請以當地實際安排為準 )。  

早餐：飯店內  午餐：懸崖景觀餐廳  晚餐：愛琴海傳統風味  

住宿： MAJESTIC HOTEL(五星 )或同級  

第 七 天 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 KRETE (此生必遊 50大勝景之一)【參考船班時刻表:17:45啟航、19:40

抵達】 

早餐後您可體驗島上美麗的風光，溫暖的人情味，隨處可見的創意，豐富多樣的景觀，

讓人不禁想在聖托里尼多住幾晚。隨後★專車帶您前往卡馬利海灘  (Kamar i  Beach)  ，卡馬

利海灘又名黑沙灘，以由火山爆發所遺留的黑色卵石灘為名，這裡是世界上少數黑色沙灘，

javascript:;
http://www.hotel-majestic.gr/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www.hotel-majestic.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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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火山岩、火山灰的沉積混著白沙，長達數公里的沙灘竟是一片黑，海水卻是清涼、乾淨，

還有美容的效果，愛美的女士們一定要好好利用，今日中午於葡萄景觀餐廳享用午餐。午

後★搭船前往克里特島  (克里特島因成本較高，一般旅行團多捨棄未能前來 )，希臘最大的

島嶼，歐洲最古老的米諾安文明誕生於此，這裡有優美的大自然，溫暖的氣候，熱情且自

豪的島嶼居民，每年都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  

【歐羅芭  (EUROPA) 傳說】  

克里特島  Cre te  (希臘最大的島 )，歐洲最古老的米諾安文明誕生地，愛琴海最南面的皇

冠，它亦是諸多希臘神話的源地，過去是希臘文化、西洋文明的搖籃，現在則是美景難以

形容的度假地，在歷史和未來發展間，它似乎未嘗斷過在歷史上的角色，永遠是愛琴海上

最璀璨的主角，著名的宙斯與美女歐羅芭戀曲的發生場景及愛的結晶即在此地，相傳腓尼

基皇阿戈諾爾  (Agenor )  之女歐羅芭  (Europa)  ，她常與朋友在提爾  (Tyr )  的沙灘上嬉戲，

宙斯要兒子赫耳墨斯  (Hermes )  在附近的一個小丘上放牛，而宙斯就化身為一隻白牛混在牛

群中，宙斯乘機靠近嬉戲中的歐羅芭，此牛異常雪白，牛角又閃閃發光，歐羅芭深被此牛

吸引，白牛親了一下歐羅芭的手，並示意歐羅 芭騎上去，歐羅芭年少無知果然中計，白牛

一直載著歐羅芭渡過海洋，終於白牛在克里特島  (Cre te )  上登陸並露出其真面目，宙斯深

得歐羅芭的歡心，而歐羅芭亦替宙斯誕下多個兒子，而宙斯為了紀念此事，在天上以金 牛

座代表其化身的白牛，而且宙斯將一塊沒有名字的版圖送給她，還幫它取名字「歐羅芭」，

就是現在的「歐洲」(EUROPE) ，此故事亦為現今歐洲許多藝術作品的提材，美麗的愛情故

事讓您一定要到此一遊。  

    

早餐：飯店內  午餐：葡萄莊園景觀餐廳  晚餐：飯店內  

住宿： ATLANTIS HOTEL(五星 )或同級  

第 八 天 克里特島－雅典 【參考船班時刻表:22:00 啟航、隔日 05:30 抵達】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 ★克諾索斯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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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續遊覽著名之 ★伊拉克裡翁歷史博物館  His tor ic  

museum  (如遇伊拉克裡翁歷史博物館  His tor ic  museum 關閉，將以伊拉克里翁考古博物館  

Archaeologica l  Museum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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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還有現代希臘的思想家尼可斯 .卡沙查基斯

的書齋。  

隨後市區觀光： ◎威尼斯廣場 ， ◎摩羅西尼噴泉 等，廣場周圍商店林立，好不熱鬧。

傍晚搭乘★遊輪 (海景外艙 2 人一室 )返回雅典，夜宿遊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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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  午餐：克里特島風味  晚餐：克里特島風味  

住宿：遊輪 (海景外艙 2 人一室 )  

第 九 天 雅典－柯林斯運河－邁錫尼 MYCENAE (世界遺產 UNESCO)－那普良 NAFPLIO－艾比達

羅斯 EPIDAURUS (世界遺產 UNESCO)－雅典 

早餐後驅車前往希臘遺蹟集流最多的伯羅奔尼撒半島，途經科林斯地峽之後轉往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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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抵達港都那普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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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悠閒的享受浪漫氣氛。  

接著驅車前往位於山谷地之間的 ★艾比達羅斯 (1998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 )是傳說中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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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

而成的 ◎圓形劇場 可容納 1 萬 4 仟個觀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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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返回雅典市區，今晚帶前往雅典市區品嚐雅典市區榮獲米其林一星

創意菜餐廳，除了可品嘗米其林主廚的手藝還可以眺望衛城神秘的夜色。  

荷馬史詩中提到的黃金王國邁錫尼，在 1876 年的時候挖掘出來，讓這個在西元前 16

至 12 世紀支配希臘本土及愛琴海島嶼霸權的古文明重現在我們眼前。從西元前 4 世紀開始，

艾比達羅斯成為祭祀醫神阿斯克列皮亞斯  ASCLEPIUS 的聖地，同時也是希臘著名的醫療

聖地，在艾比達羅斯遺跡中最精彩的就是可以容納 1 萬 4000 人的大劇場，每年的慶典就是

在這裡上演希臘戲劇。  

特別安排雙米其林餐 (米其林推薦餐及米其林一星餐 )皆為米其林推薦指南上之餐廳。  

    

早餐：飯店內  午餐：希臘風味豬肉串燒  晚餐：米其林一星餐廳  

住宿： DIVANI PALACE ACROPOLIS (五星 )或同級  

第 十 天 雅典－伊斯坦堡 

今日雅典專車市區觀光活動：遊覽雅典中心之 ◎憲法廣場 、新古典樣式之 ◎國會大廈

及 ◎無名戰士紀念碑 、欣賞由丹麥建築師韓森兄弟模仿希臘古典時期的建築－ 雅典大學、

http://www.viamichelin.com/web/Restaurants/Restaurants-Athens-_-Attiki-Greece?strLocid=31NDFkYW0xMGNNemN1T1RjME9Eaz1jTWpNdU56TTFOVFk9
http://www.divanis.com/acropolis/default-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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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學院；以及 1896 年舉行近代第一次奧運會所在地之 ◎雅典競技場，隨後安排前往★阿

克波里斯（雅典衛城  AKROPOLIS）：參觀古蹟區內之 巴特農神殿 、 雅典娜古神殿 ，置身

於世界七大奇景中，不禁讚嘆數千年前建築藝術之浩瀚！  

午後更安排參觀 ★國家考古博物館 ，希臘最大的考古學博物館，收藏了由希臘各地古

代遺跡出土無數珍貴的展品，來此一趟，相信對希臘藝術及古代文化，會有更深一步的瞭

解。如有時間您可步行前往在憲法廣場附近的布拉卡區 (P laka)，漫步於 19 世紀的街道體驗

雅典新市區所沒有的石板地和狹窄巷弄，順著地勢延伸的舊住宅各有特色，除此之外，數

之不盡的商店將希臘各地的特產都集中在這一區，讓您大開眼界外更能享受購物的樂趣。

之後懷著依依不捨及滿載而歸的心情，前往機場轉機返回台北。  

    

早餐：飯店內  午餐：米其林推薦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機上  

第 十一 天 伊斯坦堡－台北 TAIPEI 

班機於今日返回台北甜蜜的家 ,  結束此次愉快之希臘古文明及浪漫小島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 X 

住宿：甜蜜的家  

【預估團費】：約新台幣 115,000 元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價。 

【相關包含事項】： 

1. 含簽證費、機場稅、兵險、燃料費、領隊導遊與司機小費。 

2. 含機場來回接送。 

3. 含門票及景點內交通接駁費用。 

4. 含每人投保 500 萬意外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與 20 萬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並需符合有關國家或地

區之保險規定。 

5. 使用合格及出廠 5 年內之大客車。 

6. 全程住宿二人一室。 

7. 提供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及每日午、晚餐飲用水。 

8. 提供個人化專業導覽耳機與電池。 

9. 提供適合當地之轉接插頭。 

10. 全程無購物，除經公會或全體團員同意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