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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AIRLINES20194-10 

 天空之城.德爾菲. 米其林一星美食 
 

希臘愛琴海三島 + 奢華杜拜 13 天  

 

 

  Traveling means touching more than passing . 

行程特色：您的時間真的很寶貴，所以我們祇挑最精采的 

 

 

 

 

 

 

 

 

您的時間真的很寶貴，我們精選最是精采的行程，希臘最浪漫的地方，為此我們規劃輕鬆且深

度的三島遊+杜拜。 

(1).特別企劃: 安排希臘愛琴海中名氣響亮的美麗三島：  

    密克諾斯島：藍白之島(天體營的國度)。 

    聖托里尼島：柏拉圖理想國與夕陽之島(欣賞地中海日落最美的地方)。 

    克里特島：希臘文明的曙光(米諾安文明的遺跡所在) 

《我們的用心》 

1. 聖托里尼腹地大且又是基克拉澤斯群島中最熱門的觀光島嶼，特此我們安排搭乘專車遊，避 

免貴賓在陽光底下苦等當地公車，跟著大批觀光客及當地居民爭先恐後擠進公車內，手裡還

拿著大包小包的個人物品，常常得〝站〞到目的地!  

2. 餐食再升級：這趟旅程，除了感受藍與白的的夢幻極致外，在密克諾斯島上我們於小威尼 

斯區安排用餐，在夕陽中最是美麗。 

3. 市場首推 Tripadvisor 的美食卓越獎餐廳 – BARBQ 牛排餐館。 

4. 特安排米其林一星餐廳，讓各位貴賓用味蕾品嘗雅典！ 

5. 漫遊大城小鎮，輕鬆且悠閒：天空之城.德爾菲.聖托里尼島(2 晚)＋密克諾斯島(1 晚)+克里 

   特島(1 晚) 

6. 貼心安排離島國內班機，讓你更輕鬆且悠閒：從克里特島搭機飛往雅典，雖機票成本增加， 

   但是值得地，一來你可有較多時間於外島及雅典；二來讓你節省近 10 小時冗長船程或夜宿 

   渡輪，以增加停留在文明之島克里特島的旅遊時間。特安排搭乘晚班機從克里特島回雅典，  

   而不是為了省成本搭乘隔天一早班機，讓您不用一早起來趕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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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精心安排暢遊希臘愛琴海美麗三島：到了文明古國希臘旅遊而未至島嶼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 

  我們特別規劃雙島行程，走訪素有「藍白之島」的密克諾斯島及「柏拉圖理想國與夕陽之島」 

  聖托里尼島及西方文明」的根源之一克里特島。 

 

2.多一點休閒：我們堅持讓貴賓多享受一點真正悠閒的希臘時光，4晚外島住宿，外加天空之城

及德爾菲.希臘小城住宿有充足時間瀏覽及踏遍大城小鎮風光。 

 

3.多一點體驗： 

   (1).特別精心安排獲得一星★米其林餐廳 & 首推 Tripadvisor 的美食卓越獎餐廳。 

   (2).希臘愛琴海星羅棋布島嶼中是不可忽略的景觀之一，我們特別安排跳島遊 Jumping 

       Island 採二段渡輪或快艇的安排讓您實現徜徉愛琴海上的美夢。 

   (3).由領隊帶領著大家造訪密克諾斯島著名的天堂海灘和聖托里尼島著名的黑海灘。  

    

4.多一點浪漫：(1).聖托里尼島安排搭乘纜車外，並體驗騎乘最原始交通工具─驢子，和特別專 

                  車前往島上觀賞全愛琴海最美的夕陽的地方伊亞懸崖小村，讓你沉醉在週邊 

                  蔚藍的情愫氛圍中。    

              (2).漫在愛琴海諸島藍白間，迷失在有如迷宮的密克諾斯島島上巷弄間，不失為 

                  一種旅遊的樂趣。 

 

5.多一點深度： 

  (1).造訪超凡脫俗的世界珍貴遺產～有天空之城美稱的邁提歐拉的修道院。 

 
 

 

 

6.嚴選飯店安排： 
(1).雅典：五星 Crowne Plaza Hotel Athens City Centre 或 N.J.V Plaza 或 Divani 系列飯店
或五星級飯店為主，你可輕鬆前往那熱鬧的市區去體會享受浪漫解放的不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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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爾菲：以希臘鄉村飯店為選擇 Amalia Delphi(具有森林渡假村之寧靜氛圍)或 Divani 

            Hotel 或 Nafsika Delphi 或同級。 

 
 

(3).卡蘭巴卡：以希臘鄉村飯店為選擇 Divani Kalambaka Hotel 或 Meteora Hotel 或同級。 

 
  

(4) 密克諾斯島：以傳統愛琴海希臘藍白建築風情的四星旅館近市區為主 

 ＊Porto Mykonos：簡約淡白設計，Small Luxury Hotel of The World 成員，近舊港及計程車

廣場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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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o Hotel：清新淡藍白設計，Small Elegant Hotels 成員臨近舊港及計程車廣場) 

 

＊Aphrodite Hotel：  

 
 

  ＊Dionysos 或四星同級。 

 
 

(5). 聖托里尼島 

五星 Splendour Hotel 

 
 

 

 

 

 



 5 

或五星 9Muses Hotel 

 

 

(6).克里特島： 

    五星 Galaxy Hotel 

 

      

   或五星 Atlantis Hotel    

 
 

7.多一點特別安排：  

◆西式餐食部分為四道式(含飲用水)，中式餐食為八菜一湯。 

◆市場首推 Tripadvisor 的美食卓越獎餐廳 – BARBQ 牛排餐館 

  ◆小威尼斯區濱海餐廳：小威尼斯區特色海鮮拼盤(鮮魚海鮮拼盤)，並可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 

    拉澤式風車和美麗的夕陽。 

 ◆邁提歐拉：岩腳下花園餐廳。 

  ◆特別安排聖托里尼島：落日餐廳浪漫晚餐。 

  ◆精心推薦聖托里尼島：愛情海景觀餐廳浪漫午餐。 

  ◆品嚐希臘最道地街頭風味小吃 GYROS 及 PITA 。  

  ◆精心安排享用一星米其林晚餐(浪漫再加分)。 

 

8.多一點貼心：每日每人提供一瓶礦泉水。(外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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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阿聯酋航空 EK 367 台北 杜拜 23 : 45 04 : 15+1 

第 二 天 阿聯酋航空 EK 209 杜拜 雅典 10 : 50 15 : 30 

第 十 天 阿聯酋航空 EK 210 雅典 杜拜 18 : 00 23 : 40 

第 十三 天 阿聯酋航空 EK 366 杜拜 台北 04 : 35 16 : 50 
此行程安排搭乘阿聯酋航空～ 

～阿聯酋航空（Emirates）贏得2013年年度全球最佳航空公司頭銜(Airline of the Year 2013) ，

及世界最佳機上娛樂航空公司 

 

★門票或入內參觀  ◎下車參觀或行車經過 

第 一 天   台北  杜拜 Dubai                       

懷著快樂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理完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杜拜轉機，

希望您調整好心情，迎接未知的美好。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餐  食：早餐－自理      午餐－自理        晚餐－自理 

參考飯店：夜宿機上 

 

第 二 天   杜拜 雅典 Athens 

今日抵達雅典後,首先參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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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競技場十分簡陋，直

到羅馬時代才演變至擁有大理石的觀眾席，但因天災人禍而毀壞，1895年在希臘富豪的贊助下才

又恢復壯觀宏偉的原貌。整個運動場總長204公尺、寬83公尺，跑道一圈有400公尺，大理石觀眾

席可容納5萬人，跑道是仿古的馬蹄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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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國會大廈前的憲法廣場並觀看衛兵交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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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車參觀:奧林匹克競技場、憲法廣場。今晚入住雅 

行車經過: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圖書館。 

餐  食：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希臘風味餐 

參考飯店：五星 Crowne Plaza 或 N.J.V Plaza 或 Radisson Blue Park 或 Divani Acropolis 或 

          同級。 

 

第 三 天   雅典－密克諾斯島～希臘印象 

今日開始一趟浪漫愛琴海之旅，首先前往搭乘★渡輪前往密克諾斯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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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時分來到小威尼斯區，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拉澤式風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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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是一個昂貴卻又頹廢的小島，曾經是為愛琴海的同性戀中 

心，因而聲名大噪，紛擁來到密克諾斯島，尋求精神的解放，享受島上各種聚會與夜生活，今晚

您也可來嘗試體驗當地著名的夜生活喔！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海景景觀餐廳      晚餐－小威尼斯區特色海鮮拼

盤(鮮魚花枝海鮮拼盤) 

參考飯店: 四星 Porto Mykonos 或 Aphrodite Hotel 或 Dionysos 或同級。 

航行距離：雅典－(150km 約 4～5 hr)密克諾斯島 

貼心小提醒: 密克諾斯及聖托里尼島為希臘最知名的島嶼，海島飯店大部份都是以民宿改裝，

以致於規模較小、房間數也較少，格局變化大。島上所建築之飯店依地勢所建，房間有大小不

一之情形，景觀也依地勢有所不同，感謝您的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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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天   密克諾斯島～聖托里尼島 

今日離開密克諾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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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斐拉是聖托里尼島上的首邑，當地人形

容斐拉小城成群白色的房舍，宛如盛開的水仙花般美麗，就讓自己迷失在斐拉小城狹窄的街道，

穿梭在雪白的屋宇，露天咖啡座以及點綴在陡峭山坡上的小商店組成了聖托里尼的印象。當然在

陶醉之餘可別忘了欣賞愛情海日落。 (我們特別在此安排住宿 2晚)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GYROS 或 PITA 風味小吃    晚餐－景觀特色餐廳 

參考飯店：五星Splendour Hotel或9 Muses或Costa Grand或同級。(如遇滿則改安排入住El Greco  

    Resort 或其他四星級旅館則退每人每晚 25 歐元。) 

航行距離：密克諾斯島－(150km 約 3~4.5 hr)聖托里尼島 

 

第 五 天   聖托里尼島～

亞特蘭提斯的落日 

今日安排搭乘★纜車至舊

港（高空眺望美麗舊港碼頭

與之字型階梯)，再由舊港

碼頭★騎乘驢子(驢子走在

之字型的階梯，可以從不同

GYROS 或 PITA 風味小吃 

原是那希臘及土耳其戰爭時期士兵們裹腹的簡單口

糧，卻成為希臘道地的街頭風味小吃，香 Q的餅皮，

夾上各式各樣的 KEBAB，香脆的薯條，在加上濃濃的

ZAZUKI 醬，灑一點特殊的香料，一卷卷的好滋味，便

讓你讚不絶口呢．．． 

密克諾斯的晚餐（小威尼斯餐廳）            

晚餐坐在小威尼區，帶著淡淡甜味的海風徐徐

吹來，戀人成群旅人如織，小島的夜正開始，

品嚐新鮮可口的海鮮再配上有著台灣口感酥炸

的花枝圈，滿滿的幸福濃郁於此，遠處那五座

風車，好像互相呢喃著述說這一晚戀人們浪漫

的話語… 

設計理念： 

「沉醉絕美愛琴海：天與海交會，藍與白相戀！」是我們想把希臘的美、希臘的好，全都分享

給您。眾神遺落在希臘愛琴海的兩顆鑽石，米克諾斯島、聖托里尼島，依山傍海，懸崖直切入

海，自行租車開車前往固然自由，但因懸崖峭壁多及不熟悉地形，往往易發生意外。因此，為

了您的安全及節省等車的時間，我們不省成本，特別安排由領隊帶領坐車前往天堂海灘。 

天堂海灘：（四月以後開放) 

如果你來米克諾斯沒來天堂海灘狂歡一下，那你就太遜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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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什麼在這裡你常看到這樣的句子 Good girl go to 

haven, bad girl go to paradise ，這裡的 paradise 指的就是 paradise 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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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看舊港，也可感受驢子相互搶頭彩的刺激），上到山崖上，是難得的體驗，近午，領隊將帶

領大家搭專車前往半山腰的景觀餐廳用餐；接著到聖托里尼島東面最受歡迎的度假海灘◎黑沙灘

(Karari Beach)，黑沙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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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時分前往聖托里尼北邊的小村伊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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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賞有全世界最美夕陽之稱的愛情海日落(視天候)。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愛琴海景觀餐廳           晚餐－伊亞(OIA)餐廳 

特別安排:纜車、騎乘驢子。 

專車前往:伊亞、黑沙灘。 

參考飯店:五星 Splendour Hotel 或 9 Muses 或 Costa Grand 或同級。(如遇滿則改安排入住 El 

     Greco Resort 或其他四星級旅館則退每人每晚 25 歐元。) 

 

 

 

 

 

 

 

第 六 天  聖托里尼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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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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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午餐為不

打擾遊興，請您自理。（在聖托里尼午餐自理是最佳的選擇，因為您能以最輕鬆的方式感受聖托里

尼之美，當您來到此地就會發現，我們為何如此安排，今日於斐拉有時間我們建議您可兩人或三

五成群找個面海的咖啡廳、餐廳捕捉愛琴海最美的一幅畫。）午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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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為不打擾遊興，請您自理     晚餐－旅館內主廚料理 

參考飯店：五星 Galaxy Hotel 或 Atlantis hotel 或同級。 

航行距離：聖托里尼島－(約 2hr)克里特島 

 

 

 

 

 

 

 

 

 

OIA 物語~全世界最美的夕陽: 

如果您到希臘就一定要有時間到聖托里尼ㄧ遊，到聖托里尼則一定要到伊亞的 Castle 斷崖邊

看夕陽，在此有號稱全世界最美的愛琴海夕陽，白屋、藍窗、東正教十字圓頂教堂，建築在懸

崖邊依山傍海，全世界唯一，領隊將會帶您前往到伊亞，讓您有充足的時間逛逛此藝術小鎮，

您可自由找個面海的餐廳，與您的情人或愛人、好友，共同欣賞這令人難忘的景致！ 

克里特印象： 

克里特島位於歐亞非三洲的要衝，因為地理位置的特殊，在威尼斯商人興盛的 17 世紀成為

當時的重要城鎮，除了港口的威尼斯碉堡之外，市中心上頭的 Loggia 則是另一個保留完整

的 17 世紀建築，Loggia 是當時貴族聚會的地方，到今天仍保留得相當完整深褐色的山丘上，

一排排覆蓋著白色的地中海式平頂建築，與碧藍的海水三色呼應，卻也成了心中抹也抹不去

的愛情海印象。克里特島是希臘諸島當中最大的島嶼，面積 8305 平方公里，也是整個地中

海第五大島嶼，位置處於希臘的最南端，有著豐富的地理景觀，整個狹長的島嶼東邊以赫克

里昂為主要大城，是典型克里特印象。 

歐羅芭傳說： 

在古希臘神話裡，相傳眾神之神宙斯(Zeus)，便是在這裡出生；長大後的祂雖回到奧林帕斯

山，卻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中，愛上了美麗的少女歐羅巴(Europa)。為了躲開天后希拉(Hera)

的耳目，宙斯帶著歐羅巴離開奧林帕斯山，重返祂最初眷戀的地方，也就是出生地克里特島

設計理念專區:本公司因應客人時間寶貴，時間即是金錢，所以下午聖托里尼島上活動行程全

程派車接送，不必等公車也不用因公車時刻表而有所顧慮，導致錯過島上美麗的景緻以及島上

風情，另一理由是前往每站景點都必須回到公車總站(Fira 市區)轉車，才能前往下一站景點，

希望這貼心的安排能夠讓您玩的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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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天   克里特島＜希臘文明的曙光＞雅典 Athens 

今早愛琴海陽光落入眼簾，心情是繽紛且愉快。在享用早餐後來到位市區五公里外即是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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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續遊覽著名之★伊拉克裡翁考古博物館 Archaeological Museum (如遇伊拉克裡翁考

古博物館 Archaeological Museum 關閉，將以伊拉克里翁歷史博物館替代 Historic muse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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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晚時分搭飛機

飛往雅典，夜宿雅典。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海鮮風味料理    晚餐－中式料理七菜一湯或退餐費 

          15 歐元(視中段航班時間做適當調整，敬請見諒!!) 

參考飯店：五星 Crowne Plaza 或 N.J.V Plaza 或 Radisson Blue Park 或 Divani Acropolis 或 

          同級。 

 

第 八 天 雅典–天空之城 邁提歐拉～－卡蘭巴卡 Kalambaka 

早餐後，我們前往希臘半島北部的色薩利地

區邁提奧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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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超凡脫俗。

邁提奧拉希臘文中意為在天空之上或懸浮的

石頭，邁提歐拉的修道院就是坐落在這些高

聳的岩石山頂上面，大約1000年前，這裡就

出現了隱遁的修士。他們靠木梯和繩索攀上

了高聳入雲的峰頂，居住在天然岩洞內，祈禱、讚頌和懺悔。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高聳平滑的懸

崖壁上保留著的11世紀隱遁修士們古老殘破的洞室，這些動式及修到院儘管令人難以置信，卻是

希臘東正教最大和最重要的建築之一，1988年，邁提歐拉被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錄，

為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今日我們將參觀規模最大的★大邁提歐拉修道院或萬蘭修道院或★聖史

蒂芬修道院(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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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岩腳下花園餐廳羊肋排主廚料理      晚餐－旅館內晚餐  

參考飯店：四星Divani Meterora Hotel或Amalia Hotel或同級。 

入內參觀：依開放日期選擇進入兩座修道院。 

行車距離：雅典－(352km 約5.5 hr)卡蘭巴卡－(6.8km約15分)邁提歐拉 

 

第 九 天 卡蘭巴卡-德爾菲-阿拉霍瓦-雅典 

細說天空之城～邁提奧拉: 

    邁提奧拉在希臘語中是指懸在半空之中的意思，修道院就建在這些懸在半空的巨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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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一度曾

經多達 24 座修道院，如今只剩 6座，無論如何來到這裡，看到這等美景，親眼目睹這些建築，

都會興起一陣讚嘆，難怪為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列為世界珍貴遺產，這樣特殊之處，既

然千里迢迢來到了希臘而不造訪，等於就沒有深入希臘的精髓般，豈不令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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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前往阿拉霍瓦小鎮古希臘神話傳說中，帕納索斯山是座聖山，這裡居住著太陽神阿波羅與缪

斯女神，阿拉霍瓦就是座落在帕納索斯山的山嘴上此鎮充滿寧靜與安祥仿彿遠離塵囂獨立於世界

之外，遊覽完阿拉霍瓦小鎮後前往希臘文化中心德爾菲中，宙斯指派兩隻鷹去尋覓世界的中心，

而牠們就找到了德爾菲。太陽神阿波羅(Apollo)，守護著德爾菲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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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德爾菲聖地最重要的遺蹟－★阿

波羅神殿，為當時請示神喻之地。之後參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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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德爾菲峽谷景觀餐廳            晚餐－米其林一星  

入內參觀：依開放日期選擇進入兩座修道院 

參考飯店：五星 Crowne Plaza 或 N.J.V Plaza 或 Radisson Blue Park 或 Divani Acropolis 或 

          同級。行車距離：卡蘭巴卡－(231km 約4.5 hr)德爾菲－(182km約2hr30m)雅典 

 

第 十 天  雅典 /杜拜  

今日參觀首先造訪★衛城Acropol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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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e 

Temple、依瑞克堤翁神殿Erechtheion Temple等。午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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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前往機場搭機前往杜拜。 

入內參觀：衛城。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Tripadvisor 的美食卓越獎餐廳–BARBQ 牛排餐館 

        晚餐－機上                                                       

參考飯店：五星 Hilton Al Habtoor City 或 Marriott Al Jaddaf 或 Avani Hotel 或同級。 

 

希臘神話傳說之世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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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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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天  杜拜-阿布達比大清真寺-阿聯酋傳統民俗村-伊本白圖泰購物中心-棕櫚島-杜拜 

今早驅車前往阿布達比，阿拉伯聯合酋長國的7個酋長國中，阿布達比是最大的一個，面積占國土

面積的80%，其中包括大約200個島嶼。阿布達比市就坐落在其中一個島嶼上，擁有一切作爲一個

首都的魅力和激情，儘管阿布達比大部分是沙漠，但阿布達比市是一個綠意濃濃的天堂，寬闊的

街道、美麗的公園和視力所及的遠方儘是綠樹。您可看到全球最高的貿易商展中心－高達48層樓

的世界貿易中心，及以建築風格奇特聞名的電信大廈，和◎文化廣場上，以大砲、老城堡、阿拉

伯壺、香水、香爐及菜罩為造型，是阿布達比的著名地標。抵達後參觀曾締造多項世界記錄的★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Sheikh Zayed Mosque，它是阿拉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清真寺，大廳裡一

片光亮潔淨，純白的大理石牆和地板，攀滿彩磁作成的藤蔓雕花，柔和而細緻，透光的玻璃窗扇

和門扉，雕琢著伊斯蘭風情的花樣紋飾；此外，還有質地柔軟綿密、色彩繽紛如花草，目前全世

界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據說是由伊朗東部的千名婦女花了兩年時間編織而成。(如遇週五改為當

日傍晚或隔日參觀)。之後來到★阿聯酋傳統民俗村Heritage Village，是可以讓你體驗或了解阿

布達比在尚未發現石油前的居民傳統生活面貌。內部展示生動活潑，讓人倍感趣味，像個活的博

物館，值得參觀。一座座貝都因型式的帳篷、棕櫚葉和泥屋蓋成的屋子，以及早期清真寺建築，

皆是仿過去遊牧和漁業時期聚落打造而成；柵欄內飼養著駱駝和馬、動物園裡養著羊和牛，這些

都是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或畜產經濟來源；仿古老市集而建的露天市場，則賣著各種手工藝品。 

午後前往★伊本白圖泰購物中心，根據古代摩洛哥著名旅行家－伊本白圖泰曾遊歷過的6個1000

年以上的文明古國；分別為：中國、印度、波斯、埃及、突尼斯及安達魯西亞，共6個“國家館＂。

依各自的民族特色劃分出6個風格迥異的購物環境，一邊購物還可一邊享受各國文化。午後來到漂

浮在波斯灣上的棕櫚島，它是凝聚著人類智慧與辛勞的人造島嶼。位於阿拉伯聯合酋長國杜拜市

海面的棕櫚群島堪稱是人類工程史上的奇觀；也是阿聯酋人自豪地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我們

特別安排搭乘茱美拉棕櫚島★輕軌電車Monorail，全方位觀賞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世界第八

大奇景之稱的The Palm棕櫚島。 

 

■【貼心提醒】參觀清真寺服裝 

(1).男士：請著長褲、有袖襯衫 

(2).女士：請自行著長褲或長裙，頭髮需用頭巾包住，不得穿緊身服。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Al Raha Beach Hotel 豪華自助餐   晚餐－中式料理七菜一 

          湯(附水果與茶水)   

參考飯店：五星 Hilton Al Habtoor City 或 Marriott Al Jaddaf 或 Avani Hotel 或同級。 

 

第 十二 天  杜拜-杜拜博物館-黃金香料市集-哈里發塔 Burj Khalifa-杜拜購物中心-杜拜 

今早我們安排參觀有150多年歷史的★杜拜博物館，館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歷史遺蹟，從而對杜拜

的歷史文化有更深的了解。你會看見古時的杜拜人採珍珠、捕魚、做陶器，男孩在伊斯蘭學校上

課，男人圍起來抽水煙，全部由假人，或是投影機釋出來那幽靈似的古代人擔綱演出。之後讓我

們體驗被當地稱為★阿巴拉的水上木船(Water Taxi)擺渡至對岸。你可從海上遠距離欣賞杜拜市

區，藉著海上之旅，更深認識與欣賞這絢爛多變的城市。續往▲黃金香料市集狹窄的街道中充滿

了中東獨特的街頭風情…丁香、肉桂、薰香、乾果的味道；琳琅滿目的金飾櫥窗，款式多得眼花

繚亂。在這裡，黃金可是秤斤秤兩的賣唷。 

下午安排欣賞目前被稱為世界第一★杜拜音樂噴泉，這座壯觀的噴泉，比拉斯維加斯美麗湖

（Bellagio）酒店音樂噴泉還要大四分之一，噴泉的長度相當於兩個足球場。此外，噴泉還裝有

六千多盞彩燈以及音響設備，噴泉將隨著美妙的音樂變幻出一千種造型。續登上世界第一高★哈

里發塔Burj Khalifa，哈里發塔Burj Khalifa，塔高為828米(2,717英尺)，樓層總數169層樓，原

稱為杜拜塔，是位於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的杜拜境內的摩天大樓，於2004年9月21日動工，總建築師

是芝加哥建築事務所史基摩爾．歐文斯梅瑞爾SKIDMORE．OWINGS AND MERRILL，SOM的亞德里恩．

史密斯ADRIAN．SMITH。它是目前世界第一高樓與建築，從2007年初開始已有玻璃帷幕安裝，而金

屬外牆也於2007年6月開始施裝，2010年1月4日造價15億美元的哈里發塔建造完工並正式啟用位於

旁邊的▲杜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堪稱是中東規模最大，風格迥異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每家導

覽地圖上都標示有上百間珠寶飾品店、化妝品店、時裝店、古董店和藝術品店。產品獨特，琳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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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目，值得遊客用淘寶的心情去慢慢搜尋。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Thai Chi 泰式風味料理     晚餐－方便逛街 敬請自理 

參考飯店：機上。  

 

第十三天  杜拜／台北 

今日前往機場飛往回台北，返回甜蜜的家。 

 

 

 

 

 

 

 

 

 

 

 

 

 

 

 

 

 

 

 

 

 

 
行程地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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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行程是經由本公司多年操作經驗不斷調整而成，感謝同業朋友的支持，但也請同業  

朋友勿擅自複製張貼網站，旅遊行程與品質的進步，實需要彼此不斷的努力，而非直接複製行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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