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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達航空   

浪漫在藍白間 希臘愛情海三島 天空之城 11 天 

航班特色: 北進(塞薩洛尼基)、南出(雅典)，不走回頭路。 

卡達航空（ة 是寰宇一家及阿拉伯航空協會成القطري

員之一。它以哈馬德國際機場為主要基地，至今已

開通了全球 100 多個國際城市的航線。屢屢榮獲全

球最佳航空公司前 3名，評價優的高 cp 值選擇，體

驗卡達航空 5星級優質服務的舒適飛行旅程。 

行程特色：您的時間真的很寶貴，所以我們祇挑最精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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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別規劃三島行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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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聖托里尼島和「一塊眾神允諾、凡人嚮往的海上花園」的克里特島。 

 

2.多一點休閒：五天四晚外島住宿，雖成本較高但卻能有充足時間瀏覽小島風光。(外島住宿雖 

  比一般本土住宿成本高，不過我們堅持讓貴賓多享受一點真正悠閒的希臘時光) 

 

3.多一點體驗：  

(1).(吃) 二星米其林餐廳主廚創意美食(價值 140 歐元)、米其林推薦餐、Tripadvisor 的美食 

        卓越獎餐廳–BARBQ 牛排餐館、小威尼斯鮮魚+花枝海鮮拼盤餐、愛琴海景觀餐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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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菲峽谷景觀餐廳。 

   (2).(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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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三段渡輪或快艇的安排讓您實現徜徉愛琴海上的美夢。 

  

   (3).(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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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多希臘神話的發源地，過去是希臘文化、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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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希臘神話中世界中心～德爾菲和當時請示神喻之地～阿波羅神殿。  

  (3).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也稱為雅典的「阿克羅波利斯」～衛城。 

的搖籃～克里特島克諾索斯宮&伊拉 

      克裡翁考古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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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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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hrodite Hotel：  

 
     

  ＊Dionysos 或四星同級。 

 
 

(4).聖托里尼島 

＊五星 Splendour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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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 9Muses Hotel 

 
 

(5).克里特島： 

   ＊五星 Atlantis Hotel 或 Galaxy Hotel 或同級。 

 
 

7.【貼心小安排】 

  (1) 耳機：全程安排每位元貴賓皆配有耳機組，讓您不受外界所幹擾，聆聽導遊的專業解說。 

      (耳塞式耳機皆不重複使用)。    

  (2).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3).送歐洲規格轉接插頭一個。 

  (4).本公司為每位旅客投保履約責任險５００萬／醫療２０萬。 

  (5).貼心安排加贈【每人歐洲網路電話卡一張】，如不使用亦不退費。 
 上網速度：4G 

 流量限制：每天 500MB 高速，超過降速 300kbps，團體旅遊日期結束後即斷網。   

熱點分享：可分享。 

 卡片規格：三合一 SIM 卡。 

  (6). 凡蜜月之每對新人，請提供喜帖正本，本公司另有贈送蜜月好禮(薑心比心擴香瓶市價： 

NTD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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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航班：2019<夏~4 月~10 月> 卡達航空 QR-Airlines                                           

天 數 航班號碼 起飛/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行大約時間 

第 一 天 CX 5483 台北/香港 21:10    22:55 1 小時 45 分 

第 二 天 QR 815 香港/杜哈 01:20  05:20 9 小時 00 分 

第 二 天 QR 205 杜哈/塞薩洛尼基 07:40    12:50 5 小時 10 分 

第 10 天 QR 204 雅典/杜哈 18:00 22:35+1 4 小時 35 分 

第 10 天 QR 818 杜哈/香港 03:25 16:05 7 小時 40 分 

第 11 天 CX 402 香港/台北 18:35    20:30 1 小時 55 分 

備註:台北/香港航段為暫定之航班，以國泰或長榮或華航為優先、正確航班以說明會為標準。 

 

 

第 一 天  台北 Taipei香港 Hong Kong         ★門票或入內參觀  ◎下車參觀或行車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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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卡達航空經香港和杜哈轉

機飛往希臘第二大城塞薩洛尼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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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杜哈 Doha塞薩洛尼基 Thessaloniki－卡蘭巴卡 Kalambaka 

今日飛抵希臘第二大城塞薩洛尼基，抵達後安排參觀塞薩洛尼基的◎塞薩洛尼基白塔，它被公認

為該城的標誌，過去是土耳其的監獄，現在設有拜占庭文化博物館。接續來到希臘半島北部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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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車參觀：塞薩洛尼基白塔。 

餐  食：早餐－機上             午餐－希臘風味餐               晚餐－旅館內主廚料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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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車距離：塞薩洛尼基(230km約2.5hr)卡蘭巴卡 

 

第 三 天  卡蘭巴卡－邁提歐拉～天空之城－德爾菲Delphi 

細說天空之城～邁提歐拉: 

邁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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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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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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驅車前往希臘文化中

心德爾菲，傳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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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說中太陽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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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時

分返回雅典，途中經過位於德爾菲附近的阿拉霍瓦小鎮，阿拉霍瓦座落在帕納索斯山，帕納索斯

山是古希臘神話傳說的聖山，這裡居住著太陽神阿波羅與繆斯女神，此鎮充滿寧靜與安祥仿彿遠

離塵囂獨立於世界之外。今晚夜宿此地。 

入內參觀：阿波羅神殿、德爾菲博物館。 

特別安排：邁提歐拉天空之城(依開放日期選擇進入兩座修道院)。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岩腳下巨石花園餐廳         晚餐－飯店內 

參考飯店：四星 Amalia 或 Nafsika Delphi 或同級。 

行車距離：卡蘭巴卡(234km 約 3hr10m)德爾菲。 

 

第 四 天  德爾菲－科林斯 Corinth－邁錫尼 Mycenae－那普良 Nafplio－艾匹道洛斯 Epid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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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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 Athens 

 
今日是個古典希臘～伯羅奔尼撒之旅；首先來到來到位於伯羅奔尼撒半島的 ARGOLIS 平原北端

的★邁錫尼古城遺跡，是個繁榮的都市，擁有獨特的文化，也是邁錫尼文明的發祥地。接續來到

◎那普良 Nauplion－此港為渡假休閒勝地，曾佔領此地的威尼斯部隊，曾讚譽為此地為「東羅

馬帝國的那不勒斯」，您可於此享受悠閒的輕鬆氣氛。午後參觀★艾匹道洛斯古城，西元前六世

紀中期所建的阿波羅神殿，古希臘著名的醫療聖所，亦是希臘神話中的醫神、阿波羅之子阿斯克

列皮歐斯之聖殿所在處；古城中最引人入勝之處，即為其可容納萬千個觀眾，利用山坡地的自然

斜坡建構而成的◎半圓形的劇場，音效設計一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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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年年舉辦音樂會。接著來到位於伯羅奔尼撒半島上，連接科林斯灣和薩

羅加灣的◎科林斯運河。科林斯運河，於 1893 年由法國負責開鑿。寬 23 公尺，深 80 公尺的狹

長深水道，必須以小船牽引著大船通過運河，所以也成為地中海主要港口的轉運中心。今晚我們

特別安排品嚐榮獲米其林二星級的餐廳裡享用主廚創意美食。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斯巴達風味餐          晚餐－二星米其林餐廳主

廚創意美食(價值 140 歐元)  

參考飯店：五星 Crowne Plaza 或 N.J.V Plaza 或 Radisson Blue Park 或 Grand Hyatt 或同級。 

行車距離：德爾菲(234km 約 3hr15m)邁錫尼(24km 約 24m)那普良(27km 約 31m)艾匹道洛斯(65km 

約 1hr10m)科林斯(77km 約 1hr10m)雅典 

 

第 五 天  雅典～密克諾斯島＜藍白的印記＞ 

今日開始一趟浪漫愛琴海之旅，首先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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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林餐廳：米其林是一家賣輪胎的公司，因為業務的關係要常跑世界各地，於是

將吃過的餐廳做評分，如果不錯就會給星星，最多三顆星。對老外來說，能獲得米

其林星星是何等榮譽的大事，我們於 2011 年創新獨家領先推出米其林一星餐廳，

各家旅行社分別跟進，因此 2012 年特別領先安排雅典唯一一家二顆星的米其林餐

廳享用美食！***創新為旅行添加驚喜，創新為您的旅行增加色彩。 

***若因遇米其林二星餐廳訂位客滿，改安排前往米其林一星餐廳 HYTRA，並於台灣

出發前每位旅客退餐費差(台幣 NTD.2000)，造成不便，敬請見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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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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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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由專業領隊帶領專車前

往★天堂海灘，享受不一樣的文化，更讓您曬出均

勻的膚色，午後的天堂海灘更是充滿人潮，壓力的

解放，跟著音樂隨之起舞，亦或喝著小酒與您的遊

伴聊天聊地，人生就是這麼暢快……。密島這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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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會依班次時間作先後順序之調整)  

下車參觀：基克拉澤式風車、小威尼斯區、天堂海灘。 

餐  食：早餐－飯店內(早餐盒)    午餐－海景景觀餐廳    

晚餐－小威尼斯鮮魚+花枝海鮮拼盤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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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行距離：雅典(約 4～5 hr)密克諾斯島 

 

第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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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打擾遊興，敬請自理        晚餐－景觀特色餐廳 
參考飯店: 五星 Splendour Hotel 或 9Muses Hotel Santo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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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4.5 hr)聖托里尼島 

 

第 七 天   聖托里尼島＜亞特蘭提斯的落日＞ 

上午逛逛斐拉市街，特別安排★搭乘纜車下

懸崖(高空眺望美麗舊港碼頭與之字型階梯)

★騎個騾子上懸崖(驢子走在之字型的階

梯，可以從不同角度看舊港，也可感受驢子

相互搶頭彩的刺激)，是難忘的體驗，藍彩

紅花，找個陽光灑落的露天咖啡讓微風吹

拂。近午，領隊將帶領大家搭專車前往半山

設計理念專區：夏季時間搭船前往密克諾斯，途中可欣賞到愛琴海明媚風光，羅列著許多小

島及島上的許多白屋，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罕見的，空氣中瀰漫著海的味道，“真藍＂是遊

客共同的讚嘆，浪漫、歡愉是美麗人生的基本元素，不是唯一卻必需！前往海島如果沒撘渡

輪航行在愛琴海上欣賞各各小島的白色山城之美，實為可惜，所以特此安排渡輪與快艇讓您

徜徉於藍與白的夢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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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的景觀餐廳用餐；午後★專車前往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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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領隊

將帶領大家前往聖托里尼北邊的小村◎伊亞(巴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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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別忘了前往斷崖欣賞有全世界最美夕陽之稱的愛情海日落。(視天候)。 

特別安排：纜車、騎乘驢子。 

特別安排：黑沙灘、聖托里尼北邊的小村伊亞欣賞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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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飯店: 五星 Splendour Hotel 或 9Muses Hotel Santo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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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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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自理     晚餐－旅館內主廚料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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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行距離：聖托里尼島－(約 2hr)克里特島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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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遊覽著名之★伊拉克裡翁考古博物館 Archaeological Museum (伊拉克裡翁考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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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明起源： 

米諾斯國王(King Minos)除了在島上建築了囚禁牛怪的迷宮外，克里特島上的米諾安文明劃

開了西洋文明的混沌，即使後來面對希臘大陸文明、拜占庭、羅馬及鄂圖曼土耳其文明的洗

禮，克里特島上的米諾安文明仍是它最令人不可忘的一頁，甚至後來的強勢文明都是以它為

根、融合它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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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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搭飛機飛往雅典，

夜宿雅典。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海鮮風味料理         晚餐－Tripadvisor 的美

食卓越獎餐廳–BARBQ 牛排餐館 

參考飯店：五星 Crowne Plaza 或 N.J.V Plaza 或 Radisson Blue Park 或 Grand Hyatt 或同級。  

設計理念專區：貼心安排從克里特島至雅典搭乘國內班機，以增加停留在文明之島克里特島的旅

遊時間。(因航班有限，若因航班爆滿則優先安排改搭當晚渡輪兩人一室面海外艙返回雅典每人

退費 50 歐元，或遇船班滿時則改隔日早上航班返回雅典) 

 

 

 

 

 

 

 

 

 

 

 

 

 

 

 

 

 

 

第 十 天  雅典杜哈 

今早雅典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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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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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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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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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可前往 Plaka 區，或您可自行漫步街頭感受雅典獨特的風味，

多采多姿的各式精品、琳瑯滿目的各式希臘傳統與紀念商品，讓您精神振奮、眼睛為之一亮，並

續體驗異國情調及享受殺價購物的樂趣，也順道帶點收穫給遠方的親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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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北。 

行車經過：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圖書館。 

下車參觀：憲法廣場、奧林匹克競技場、Plaka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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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居。它是諸多希臘神話的發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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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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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衛城。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米其林推薦餐              晚餐－機上 

參考飯店：機上  

 

第十一天  杜哈香港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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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飛機抵達台北，返回甜蜜的家 

。 

餐  食：早餐－ 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參考飯店：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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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