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7/16.30、8/27                                        團費：每人／96,900 元起 

        8/10.13                                                      每人／98,900 元起 

        8/20、9/10                                                  每人／95,900 元起

8/24、9/3                                       每人／97,900 元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高北高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蔚藍的希臘愛琴海上，散落著珍珠般的美麗島嶼。 

許多旅人來到愛琴海上的小島，探訪這藍與白所構築的人間天堂，追尋當年村上春樹在希臘小島上的足跡。站在白色山城上

遠眺愛琴海，那天空的藍是那麼的純粹，愛琴海在陽光照耀下波光粼粼，海天相互輝映著，一陣輕柔的海風吹撫過髮梢，這

慵懶、浪漫的氛圍讓人沉醉，時間彷彿靜止在這美好的一刻，看著世界最美夕陽緩緩落入深藍的大海盡頭，才發現，原來已

經把心遺留在愛琴海.... 

【貼心服務】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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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路線圖】 

 



【航空安排】 

雙點進出希臘：伊斯坦堡／北部大城-薩賽洛尼基；雅典／伊斯坦堡，北進南出不走回頭路 

ˇ搭乘土耳其其航空，旅遊歐洲多元化。 

2015 年 3 月 31 日起直飛伊斯坦堡 ，土耳其地處歐亞交界飛往歐洲各國，只需轉機一次，是讓您心動首選。 

ˇ土耳其航空榮獲航空界奧斯卡公認之權威機構英國 Skytrax 連續四年評選為「歐洲最佳航空公司」。 

土耳其航空對於旅客無微不至的照顧與關懷，使其在航空業與旅遊業中都獲得各界肯定。2014 Skytrax 

世界航空獎中獲頒「南歐最佳航空公司」「最佳商務艙餐飲 」和「最佳商務艙貴賓室用餐 」等榮譽。 

ˇ經濟艙免費升 30 公斤，不限件數。 

貼心提供經濟艙 30KG 免費，商務艙 40KG 免費，讓您放心購物血拼之餘，還能為攜帶更多紀念品， 

不用再擔心行李超重問題而無法隨心所欲購物。 

註:出發日或返程日在 7/1（含）之後 ，經濟艙行李限重更改為每人一件 23 公斤，商務艙限重更改為 每人 2 件各 32 公斤。 

ˇ單次轉機飛歐洲時間最短，讓您輕鬆遊歐洲。 

土耳其航空每天台灣飛往伊斯坦堡直飛班機，單段航程約 12 小時，後段僅約 2～3 小時，您可舒服地於航班 

上補足睡眠。 

ˇ星空聯盟成員(Star Alliance) ，累積里程最快速。 

是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性航空聯盟，成員航班、飛抵的國家均領先全球水準，累計哩程和積點 

方便多元，為您提供遍及全球的航空旅行體驗！ 

【行程特色】 

梅提歐拉：有《天空之城》美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自然雙遺產。  

 



德爾菲：希臘神話傳說之世界中心，造訪阿波羅神殿、雅典人的寶藏庫、德爾菲博物館  

 

米克諾斯島：有《愛琴海的白寶石》之稱。 

 

專車前往米克諾斯島上世界知名瘋狂天堂海灘。 

註：一般團體搭乘公車或自行前往。 

 

聖托里尼島：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的亞特蘭提斯。 

 

克里特島：希臘文明的發源地。 



 

雅典：古希臘時代最偉大傑出的建築群，曾經矗立著高大雄偉的宮殿、金碧輝煌的廟宇。時至今日，無論身在雅典的哪一處，

眺望矗立在山坡上曾經的輝煌，保護著這座神話之都。 

【風味餐食】 

★德爾菲：Epikouros 山谷景觀餐廳～雞肉義大利麵料理。  

★卡蘭巴卡：飯店內晚餐。 

★天空之城：Panorama 巨岩景觀餐聽～傳統羊排料理。 

★米克諾斯：小威尼斯區風情餐廳～卡拉馬拉基亞：炸花枝+鮮魚風味餐。  

★聖托里尼：Lithos 夕陽景觀餐廳～希臘肉丸+披薩風味餐。 

★聖托里尼：Pyrgos 景觀餐廳～穆沙卡風味料理。 

★聖托里尼:伊亞 藝術村落餐廳～烤魚料理風味餐。 

 
【交通特色】 

★愛琴海巡禮：愛琴海上，星羅棋布的島嶼中，是不可忽略的景觀之一，為您準備最負盛名的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克

里特島三島巡禮 

1.雅典～米克諾斯島：安排搭乘愛琴海渡輪巡禮約 4.5 小時，讓您實現徜徉愛琴海上的美夢 

2.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安排搭乘快艇約 2.5 小時。 

3.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安排搭乘快船約 2.5 小時 

★島上專車：在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觀光行程，皆安排搭乘專車，省時又方便。 

註：一般團體為了節省成本，搭乘島上的公車，擁擠又費時等候。 



 

4.夜臥渡輪：克里特島～雅典：安排搭乘內海航行的渡輪，讓您遊不同的視野，欣賞美麗的島嶼，仰望星空，神遊希臘神話

的場景。特別安排兩人一室(面海外艙) 

【飯店安排】 

雅典五星飯店 Crowne Plaza Hotel 或 同級旅館 

 

天空之城(梅提歐拉)景觀飯店：DivaniMeteora 或 同級旅館 

 

米克諾斯島飯店：Porto Mykonos 或 同級旅館 



 

聖托里尼島四星飯店兩晚：DaedalusPalace 或 同級旅館 

 

克里特島五星濱海飯店：Fodele Beach Hotel 或 同級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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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025 台北(桃園) 伊斯坦堡 21:50 05:10+1 

第二天 TK1881 伊斯坦堡 塞薩洛尼基 07:25 08:45 

第九天 TK1844 雅典 伊斯坦堡 22:25 23:55 

第十天 TK024 伊斯坦堡 台北(桃園) 01:45 18:00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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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桃園伊斯坦堡 Istanbul 

今日齊聚於桃園國際機場，探索海天一色的希臘。搭乘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之土耳其航空，班機直飛伊斯

坦堡，於機上過夜。 
(早餐) Ｘ (午餐) Ｘ(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2 天   伊斯坦堡賽薩洛尼基 Thessaloniki(227KM)天空之城 (梅提歐拉 

Meteora) (6KM)卡蘭巴卡 Kalambaka 
班機抵達後前往希臘北部最大城市-【賽薩洛尼基】，是希臘的第二大城，亞歷山大帝帝國時期所建立的，

以其妻子的名字“賽薩洛尼基”命名這座城市。也是希臘北部最大的城市。 

以白塔做為起點展開市區觀光: 

【白塔 White Tower】～是鄂圖曼帝國時期作為港口防禦的軍事堡壘，歷經改朝換代一度變為監獄，希

臘穩定之後，將其外觀改為白色建築，是該區域最具指標性的建築。 

後前往人間仙境，有天空之城美譽的～【梅提歐拉】。梅提歐拉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文化與自然雙

遺產，天空之城～對於來訪的遊客而言，聳立於巨岩之上的東正教修道院，帶給人的感覺就是震撼!於

10 世紀起希望遠離塵囂修行的修道士，選擇了這個與世隔絕的巨岩群，靠著雙手雙腳一磚一瓦，打造出

位於巨岩上的修道院!在 15 世紀時曾經有高達 24 座修道院，現在則僅存６座仍有修道士修行的修道院!

其中四座為男子修道院，二座為女子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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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覺得超凡脫俗。 

本公司安排參觀六座修院中的其中二座修道院。 

修道院介紹: 

★【聖瓦爾瓦拉斯‧魯薩諾修道院 Moni Agias Varvaras Rousanou 】～是一座女子修道院，其陡峭的結

構巧奪天工。這裡的大教堂由漂亮的彩繪玻璃裝飾，還有描繪基督復活和顯聖的華美壁畫!註:每星期三

關閉。(逢星期三則改參觀 聖史蒂芬女子修道院 Moni Agiou Stefanou) 

★【大梅提歐拉修道院 Moni Megalou Meteorou】 ～是梅提歐拉最著名、最壯觀的建築，位於山谷中

最高的岩山上，海拔 613 米。修道院建於 4 世紀，曾經得到塞爾維亞皇帝的資助。修道院內的壁畫《聖

徒殉難記》(Martydom of Saints)表現了羅馬人迫害基督徒的場面。註:每星期二關閉。(逢星期二則改參觀 瓦爾

拉姆修道院 Moni Varlaam ) 
★【聖三位一體修道院 Moni Agias Triados】～聖三位一體修道院，曾經是 007 電影《最高機密》(For Your 

Eyes Only)的拍攝場景。註:每星期四關閉。(逢星期四則改參觀聖尼古拉修道院 Moni Agiou Nikolaou Anapafsa) 

夜宿梅提歐拉山腳下的可愛小鎮～【卡蘭巴卡 Kalambaka】，此地保存了希臘人傳統而真實的生活方式，

今天讓我們體驗一下希臘人的生活。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PANORAMA 巨岩景觀餐廳～希臘風味羊排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 

住宿：Divani Meteora 或 Aamalia Kalambaka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卡蘭巴卡 (230KM)德爾菲 Delphi (185KM)雅典 Athen 

早餐後，專車前往希臘神話傳說之世界中心～【德爾菲】。Epikouros 是希臘古城，位於雅典西北方帕爾

納索斯山麓，因居住於該地的德爾菲族人而得名，這裡是古希臘時期供奉太陽神阿波羅的聖地，太陽神



阿波羅(Apollo)，守護著德爾菲城，在古希臘神話中，宙斯從世界的兩端各派出一隻老鷹，向世界的中心

飛去，兩鷹在德爾菲會合，因而這裡成為世界的中心。 

在希臘人的心中，這裡是全世界的中心，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阿波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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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安排參觀德爾菲聖地最重要的遺跡：★【雅典人的寶庫】、★【西夫諾斯人的寶庫】、★【雅典的柱

廊】、★【大祭壇】、★【西元前四世紀的劇場】、★【阿波羅神殿】為當時請示神喻之地。 

之後續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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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南下，前往希臘首都雅典，專車參觀【奧林匹克運動會場】，接著前往國會大廈前的【憲法廣場】，

在此欣賞身著傳統軍服的衛兵交接、之後前往大學街旁的【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及【圖書館】三大

古典建築群等。註:如因交通管制等臨時因素無法停車，則三大古典建築群改為車上拍照，感謝您的知悉。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Epikouros 景觀餐廳~雞肉義大利麵料理  (晚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五星飯店 Crowne Plaza Athens 或 五星飯店 Wyndham Grand Hotel 或 五星飯店 Divani Palace Acrpolis 或 五星飯店 

Metropolitan Hotel Athens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雅典愛情海渡輪巡禮(約 4.5 小時) 米克諾斯島 Mykonos(天堂海灘、小威尼斯區) 

上午★【搭船航行於愛琴海】中，徜徉在藍與白所交織而成的顏色中，是愛琴海的旅人不可磨滅的印象!

欣賞愛琴海明媚風光，羅列著許多白屋的小島，空氣中瀰漫著海的味道，《真藍》是遊客共同的讚嘆，在

這幅動人的圖畫中，孕育了西歐文明的起源，讓我們一起投入愛情海的懷抱，出發前往米克諾斯島。 

【米克諾斯島】，有《愛琴海的白寶石》之稱，一個由碧海藍天、迷人海灘、風車、白牆瓦舍和各式各樣

的門與窗櫺組成的小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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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天空、紅色屋頂、白牆的絕佳色彩搭配，年年均以石灰重新塗刷，成為此地的特色。 

抵達米克諾斯後，★搭乘專車(註：一般團體為節省成本，均安排搭乘當地公車)前往最著名的【天堂海灘】，來到

這裡請拋開一切束縛，隨著沙灘上的旅人一起狂歡。天堂海灘原本在七零年代是專屬於男同志的裸體海

灘，到後來不少人抱著窺視或也想湊熱鬧的心態，於是天堂海灘的男同志漸漸消失了，現在的天堂海灘，

充滿了男男女女，穿著泳裝在吧台或沙灘狂飲或是跳舞，這裡幾乎每隔幾天就會有一個超級晚會。 

續往濱海的小威尼斯區，經常出現在明信片上的【帕拉波提亞尼教堂】、【卡特米利的五座風車群】，隨後，

您可以在童話故事般的場景街道漫步閒逛，迷失在狹小街區是件幸福的事，至少當地人是這麼認為。你

也許會愛上這裡的頹廢，那麼今晚你可以尋找迷惑的樂聲，與來至世界各地的旅人一起沉浸在浪漫愛琴

海之中，古老的神話配上夜空深邃的藍色，給了旅人無限的靈感，在每個繁星點點的夜晚，海上的天空，

都很希臘。今日晚餐安排在觀賞愛琴海日落最好的地點，位於小威尼斯區用餐，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

賞美麗的夕陽。 

▲▲溫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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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美式早餐或早餐餐盒 (午餐) 港邊海景餐廳 烤雞料理  (晚餐) 小威尼斯風情餐廳~炸花枝+烤鮮魚料理 

住宿：Porto Mykonos 或 Leto Hotel Mykonos 或 Aphrodite Beach Hotel 或 San Antonio Summerland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米克諾斯島愛情海快艇(約 2.5 小時) 聖托里尼島 Santorini 

上午，您可悠閒的步行於島上，享受微風吹拂於臉上的幸福，又或者找間咖啡廳坐下來，靜靜的欣賞湛

藍的愛琴海，享受愛琴海的陽光。與大海訴說幸福浪漫的事；擁抱著愛琴海的湛藍，夾著熱情海洋的微

風，輕輕撫在臉上，周遭圍繞著充滿愛情海氛圍的藍白相間建築，在如此祥和的小島上，感受熱情活潑

的愛琴海生活步調，生活，可以如此地奢華享受這全然屬於自己的美景；生活，也因為這趟的旅遊而留

下最美的回憶。 

午後搭船前往【聖托里尼島】。呈弦月狀南北細長，圍繞著卡梅尼火山的聖托里尼島，其中間陷落的部

分，被視為哲學家柏拉圖筆下擁有高度文明的亞特蘭提斯，為這個美麗的的島嶼，更添神祕色彩。乘船

穿梭於愛琴海各島嶼之間，也是一種舒暢的旅程，每座島嶼都唱著不一樣的美妙誘人歌曲。在春夏秋季

的愛琴海上行駛，非常平穩。由海上仰望聖托里尼島的海灣，懸崖上的白牆藍頂屋舍，是旅遊希臘最棒

的體驗之一。 

抵達首府～【菲拉】，今晚特別安排菲拉當地極具知名度的夕陽景觀餐廳～LITHOS，一面享用美味的晚

餐，一邊欣賞見漸漸消失的落日餘輝，在愛琴海的唯美畫面裡用餐別有一番情趣。 

▲▲溫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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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方便遊玩) (晚餐) Lithos 夕陽景觀餐廳~希臘肉丸+披薩風味餐 

住宿：Daedalus Palace 或 Kalisti Hotel 或 El Greco Resort Santorini 或 Santorini Palace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聖托里尼島 Santorini(搭纜車) 伊亞(欣賞最美的夕陽)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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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不同角度看舊港，更是難得的體驗。當

地人形容菲拉成群白色的房舍，宛如盛開的水仙花般美麗，當然在陶醉之餘可別忘了欣賞獨有的愛琴海

美麗的日落。 

隨後★安排專車(註：一般團體為節省成本，均安排搭乘當地公車)前往【伊亞】，欣賞全世界最美麗的夕陽，也

為人生拍下最迷人的一刻。伊亞位於聖托里尼島的西北端，是島上第二大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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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處可見的藍頂白牆教堂及鋪石的步道，

吸引著遊客的腳步。 

然而，伊亞最著名的是他的夕陽美景，每天傍晚一到，大批的遊客搶著靠海的位置，欣賞有全世界最美



夕陽之稱的愛情海日落，當火紅的夕陽墜落海平線的那一剎那，彷彿將身心靈一起融化。 

▲▲溫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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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為旅客安全考量，本旅行團舊港行程乃安排纜車為上、下山之交通工具，因當地有使用驢子為上山交通工具，若您仍希

望搭乘驢子，須自行承擔相關安全上之風險並簽立安全聲明書面，敬請知悉並詳予斟酌。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海鮮義大利麵 (晚餐) 伊亞藝術村落~烤魚料理 

住宿：Daedalus Hotel 或 Kalisti Hotel 或 El Greco Resort Santorini 或 Santorini Palace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聖托里尼 (傳說中的藍頂教堂、黑沙灘)愛琴海快艇(約 2.5 小時) 克里特島(伊拉克里

翁) 

今日享受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讓愛琴海的陽光自然的灑落在您的窗前，輕輕的喚醒您。早餐後，

把握最後的時光，建議您找個陽光灑落的露天咖啡讓微風吹拂，早晨的菲拉沒有熙熙攘攘的吵雜聲，寧

靜的就像人間天堂，拿起您的相機捕捉愛琴海最美的一幅畫。 

菲拉整座城市建立在高高低低的山坡懸崖上，最出名的景點莫過於 St.Theodori Church，很少人記的住它

名字，大家只稱他：【藍頂教堂】。藍頂教堂是所有的旅遊書最喜愛的封面，更是聖托里尼島上經典明信

片的場景，其實在菲拉有無數個藍頂教堂，但是能讓你一見傾心，深具吸引力的藍頂教堂就只有

St.Theodori Church。在這裡藍與白之間的浪漫，讓您願意將心遺落在愛琴海。 

隨後安排專車前往聖托里尼島東面最受歡迎的～★【黑沙灘 Kamari Beach】，是由火山爆發所遺留的黑色

卵石，形成獨特的景緻--綿延的黑色卵石灘。 

中午在皮拉格斯小鎮景觀餐廳，享用傳統希臘美食中最具代表性的料理～穆沙卡(將絞肉、馬鈴薯、茄子，

層層疊放後烘烤)。 

下午依依不捨的揮別這個愛琴海最迷人的世外桃源聖托里尼，★搭船前往克里特島。抵達後專車接往飯

店休息。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Pyrgos 景觀餐廳～傳統希臘料理穆沙卡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 

住宿：五星飯店 Fodele Beach Hotel 或 五星飯店 Aqulia Atlantis 或 五星飯店 Galaxy Hotel 或 五星飯店 Candia Maris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克里特島(克諾索斯皇宮、考古博物館) 夜臥渡輪(約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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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僅次於雅典考古博物館的★【伊拉克里翁考古博物館】，收藏最豐富

的米諾安文明古物，館內共有 20 個展示廳；其中最知名的象形文字陶板、公牛頭酒器、持蛇女神像以及

黃金蜂蜜垂飾都是不可錯過的文物。同時參觀克諾索斯迷宮及考古博物館就能對歐洲最古老文化『米諾

斯』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此文化也是影響愛琴海發展最深的文化之一。 

伊拉克里翁是克里特島的商業中心，號稱是全希臘最富有的都市，可參觀獅子廣場上的【莫若西尼噴泉

池】、【聖米納斯教堂】、【威尼斯廣場】。【1866 市場】是伊拉克里翁是最能感受島上生活不可錯過

的地方，不僅僅是民生用品，還有陶製器皿、及在地特色的紀念品值得您逛逛，您可把握最後機會在此

淘寶。 

晚餐後，安排搭乘內海航行夜臥遊輪的遊輪二人一室(面海外艙)，返回雅典。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希臘特色菜 葡萄葉包飯+烤豬風味餐 (晚餐) 克里特島 海鮮風味餐 

住宿：夜臥遊輪(二人一室面海外艙) 

第 9 天    雅典(考古博物館、雅典衛城、普拉卡區) 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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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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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農神殿、雅典娜神殿、伊勒克戎神殿、戴奧尼索斯劇場等。  

★【雅典考古博物館】～希臘規模最大的考古學博物館, 收藏了希臘各地遺跡所挖掘出土的文物, 其中以

在邁錫尼出土的特洛伊戰爭中阿加門儂王的黃金面具最為出名! 目前所有的古希臘文明遺跡絕大多數的

真品都保存於雅典的考古博物館中，米諾安文明的公牛頭酒器、邁錫尼文明的黃金面具、鴿子金杯等，

到希臘而不入雅典考古博物館猶入寶山卻空手而回豈不有遺珠之憾！ 

安排來到雅典市區最出名的【行人徒步區～普拉卡區】逛逛，您可在此購買紀念品，或在露天咖啡座來

杯咖啡慵懶自在，讓您享受希臘式的浪漫! 

傍晚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國際機場，由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經伊斯坦堡轉機返回台灣。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 普拉卡步行區 希臘式料理 

住 宿：夜宿機上 

第 10 天   伊斯坦堡桃園 

凌晨由領隊辦理登機手續，將這湛藍海天的希臘收入最珍貴的回憶中，搭乘班機同日抵達桃園。期待下

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註：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與旅館的確認，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X 

住 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申根免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
上效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
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
網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 歐元*10 天=100 歐元。 

給予服務人員小費不僅是一種風俗習慣，更是一種風度的表現。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

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6.06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