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歐拉
Mete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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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菲
Del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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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
Hometown

米可諾斯島
Mykonos

10 days The Greek Islands of the Aegean Sea

雅典、德爾菲、卡蘭巴卡、米可諾斯島、聖多里尼島
Athens, Delphi, Kalambaka, Mykonos, Santorini
聖多里尼島
Santorini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 7/26, 8/30,
9/27,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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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城梅特歐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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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

Hometown

雅典

Athens

當天啟程飛往希臘首都-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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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 普拉卡購物區

Athens - Plaka Shopping Area
[雅典] 是希臘首都，也是希臘最大的城市。
屬亞熱帶地中海氣候。雅典是世界上最老的城
市之一，有記載的歷史就長達3000多年。現
在雅典是歐洲第八大城市。
普拉卡購物區

有許多19世紀古老房子的商業區，由于街道
狹窄，所以大型車子是無法進入的，非常適
合游人閑逛。
大街小巷裡聚集了希臘餐廳、咖啡廳、劇場、
手工皮件店、禮品店以及天然海綿店，把希臘
所有的紀念商品全部囊括在內。還有幾座拜占
庭式的東正教小教堂點綴其中。
酒店 Hotel: Fresh Hotel Athens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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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城 - 宙斯神殿 - 奧林匹克運動
場 - 憲法廣場 - 國會大樓 - 無名戰士紀念
碑 (早/晚 - 希臘風味)
The Acropolis - Temple of Zeus - Panathenaic
Stadium - Syntagma Square - Greek
Parliament Building - Monument of the
Unknown Soldier (B/D- Greek cuisine)

[普拉卡購物區] 普拉卡區是雅典衛城山腳下
最迷人的地區，有雅典拉丁區之稱，是個擁

[衛城] 衛城是由平頂岩構成，位于海拔150
米。其亦被命名為西哥羅佩，以紀念常被描
繪半人半蛇的雅典首任國王凱克洛普斯。
[宙斯神殿] 是一座已毀的供奉宙斯的神廟，
是古希臘的宗教中心。神殿起建於西元前
515年，但直到西元2世記哈德良皇帝時才興
建完成，據說未毀壞前有104根壯觀的列柱。
[奧林匹克運動場] 由于希臘為奧林匹克的誕

生地，因此第一屆現代夏季奧林匹克運動會
在1896在這裡舉行。
[憲法廣場] 是希臘首都雅典的主要廣場，位
於希臘國會之前。附近多戶外咖啡館，是受
歡迎的市中心聚會地點。
[國會大樓] 在1875年至1932年期間，這
座建築是希臘議會的會場。現在舊國會大
的建築是希臘國家歷史博物館的所在地。
[無名戰士紀念碑] 是為了紀念在擺脫土耳其
統治的戰爭中捐軀的希臘無名英雄。紀念碑
前的衛兵，每個小時換班一次。
酒店 Hotel: Fresh Hotel Athens or similar

宙斯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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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拉霍瓦
德爾菲 - 德爾菲考
古遺址 - 考古博物館 - 阿波羅聖域
卡
蘭巴卡 (早/晚)
Arachova
Delphi -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Delphi - Archaeological Museum - Sanctuary of
Apollo
Kalambaka (B/D)
[阿拉霍瓦] 擁有“小瑞士”之稱的阿拉霍瓦
小鎮坐落在帕爾納索斯山一個山石嶙峋的山
嘴上，海拔960米。古希臘神話傳說中，帕
納索斯山是座聖山，這裡居住著太陽神阿波
羅與繆斯女神們。
[德爾菲] 是一處重要的「泛希臘聖地」，即
所有古希臘城邦共同的聖地。 這裏主要供奉
著「德爾菲的阿波羅」，現在已列入聯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錄。
[德爾菲考古遺址] 為希臘古典時期宗教遺址，
1987年被列入世界遺產名錄。是阿波羅神
曾轉述神諭的地方，與壯麗的自然景色完美
融合，有著神聖的宗教意義。早在公元前6
世 紀 ， 德 爾 斐 就 已 經 成 為了 宗 教 中 心 和 古 希
臘統一的象徵。
[考古博物館] 國家考古博物館是世界十大博物
館之一，裏面收藏著「阿加曼農黃金面具 」，
是邁錫尼國王阿加曼農死後依照其面貌所製成
的黃金面罩，反映邁錫尼文明曾經的光輝。
[阿波羅聖域] 一直是古希臘世界中最重要的
信仰中心，因為希臘人深信無所不知的神靈
會經由此地傳達神諭來幫助人民度過難關。
酒店 Hotel: Divani Meteor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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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蘭巴卡
天空之城梅特歐拉
- 修道院
雅典 (早/晚)
Kalambaka
Monastery

Meteora - Great Meteoron
Athens (B/D)

[天空之城梅特歐拉] 希臘話意思是"懸浮的石

頭"，是希臘唯二的世界自然遺產。儘管時代
變遷，這裏仍舊是一塊聖地。「天空之城」
梅特歐拉美得有如世外桃源。意為『懸在半
空中』，位于巨岩峭壁的修道院，仿佛與世
隔絕。
Hotel: Fresh Hotel Athens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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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高速噴射船約3小時)
米可諾斯島 - 賈特魯尼阿尼修道院 - 米可
諾斯島小鎮 (早)
Athens Sea Jets approximately 3 hours)
Mykonos - Monastery of Panagia Tourliani Mykonos Town (B)
[米可諾斯島] 此島以陽光、沙灘、湛藍的
海洋、慵懶的渡假風情，吸引大量來自世界
各國的遊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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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均以石灰重新塗刷，成為此地的
特色。

[米可諾斯島小鎮] 愛琴海上的白寶石在，藍
白小鎮的盡頭，Skarpa區的附近，這一處被
稱為小威尼斯，是島上最美麗的角落，也是
島上著名的風車陣的所在地。
酒店 Hotel: San Antonio Summerland or similar

77
米可諾斯島 (高速噴射船約3小
時)
聖多里尼島 - 伊亞小鎮 (早/晚欣賞愛琴海最美日落+品嚐希臘海鮮餐)
Mykonos - (Sea Jets approximately 3 hours)
Santorini - Oia Village (B/D -Sunset
Viewing with seafood dinner)
[聖多里尼島] 傳說中失落的大陸「亞特蘭提
斯」據說指的就是聖多里尼島，它也被譽為
愛琴海最迷人的火山島。皆可自費搭乘纜車
眺望美麗舊港碼頭、騎乘驢子體驗「之字型
階梯」。
[伊亞小鎮] 它是聖多里尼島的第二大城鎮，
也是愛琴海上出鏡最多的地方。藍色屋頂的
教堂及民房，順著山勢層分布，營造出童
話般的氣氛。在伊亞絕不可錯過觀賞世界第
一、最浪漫的愛琴海的夕陽美景。
酒店 Hotel: Daedalus Hotel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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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里尼島 - 自由活動 (早)

Santorini – Whole day free for Leisure (B)
酒店 Hotel: Daedalus Hotel or similar
高速噴射船

[賈特魯尼阿尼修道院] 這座修道院是僧侶在
1542年建成並奉獻給聖母瑪利亞的，采用
了獨特的海島結構建築風格，類似于中國的
懸空寺，而在庭院中雕花大理石噴泉美麗的
讓人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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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里尼島
統民族歌舞晚宴)

雅典 (早/晚 - 傳

Santorini
Athens (B/D-Greek Folklore
Dace Dinner Show)
酒店 Hotel: Fresh Hotel Athens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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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s

雅典

原居地 (早)

Hometown (B)

早餐後乘機返回原居地。
聖多里尼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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