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城 愛琴海美麗時光~
密克諾斯 聖托里尼 品嘗米其林美食
諸神的故鄉希臘文化
諸神的故鄉希臘文化
傳說 10 日浪漫之旅
Traveling means touching more than passing.
腓尼基的公主「歐羅芭」與「宙斯」的一
段風流韻事，成為歐洲文明的起源；厄莉
絲的『金蘋果』─最美麗的女神而有特洛
伊戰爭後的羅馬帝國之發軔，雅典那、維
納斯、阿波羅…的故事皆發生在這裏，湛
藍的愛情海、藍白的房子、荒遠的文明、
美麗的傳說…到此地讓您的人生更美麗 !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您的時間真的很寶貴，所以我們祇挑最精采的
搭乘口碑最佳新加坡航空飛往浪漫國度~
搭乘口碑最佳新加坡航空飛往浪漫國度~希臘
1.精心安排暢遊希臘愛琴海美麗雙島
精心安排暢遊希臘愛琴海美麗雙島:
精心安排暢遊希臘愛琴海美麗雙島:
密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到文明古國希臘旅遊而未至此美麗島嶼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密克諾
斯島:藍白之島，聖托里尼島：柏拉圖理想國與夕陽之島
2.多一點休閒
多一點休閒:
多一點休閒 : 密克諾斯及聖托里尼小島共三晚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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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點浪漫
多一點浪漫:
多一點浪漫:聖托里尼島安排前往伊亞藝術村參觀，搭乘纜車外並體驗騎乘最原始交通工具─驢
子，並安排專車前往伊亞這美麗如畫的崖村，看全愛琴海最美的夕陽。且於米克諾斯島在專業
的領隊帶領下前往著名的天堂海灘及米克諾斯的地標-五座風車及小威尼斯區海邊，希臘之旅盡
是浪漫。
4.多一點
多一點深度
～ 有 天空之城美稱的
多一點深度:
深度 : 造訪超凡脫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珍貴遺產～
天空之城 美稱的邁提
美稱的邁提歐
邁提 歐拉各
個修道院。
修道院。
5.多一點體驗
多一點體驗:
多一點體驗:
◆愛琴海星羅棋布島嶼中是不可忽略的景觀之一，我們特別安排二段渡輪或快艇的安排讓您實現
徜徉愛琴海上的美夢
◆聖托里尼島至雅典我們安排搭乘國內航班取代的冗長船程（八小時），以增加停留在美麗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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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托里尼及雅典巴拉卡區市集逛街的時間。
◆聖托里尼島上特別加贈半天島上觀光景點導覽，並安排搭乘纜車及騎驢子等特殊交通工具，為
您增加旅遊的不同經驗。
6.嚴選
嚴選飯店安排
嚴選飯店安排:
飯店安排:
雅典飯店以
雅典飯店以五
飯店以五星級飯店為主
飯店為主，並可輕鬆前往那熱鬧的市區去體會享受浪漫解放的不夜城
為主
雅典精選飯店:
＊ IMPERIAL HOTEL(飯店位於著名蒙納斯提拉奇廣場上，其大門直達地鐵站，交通非常便利；飯
店大廳及咖啡廳區設計精緻典雅，房間舒適溫馨，每房並配有高檔音響設備；飯店配有泳池、
健身房等，頂樓泳池池畔，可眺望衛城及雅典最高的利卡维多斯山，古典希臘風情一覽無遺)
＊ MELIA HOTEL(飯店設施配有泳池、健身房等。飯店位於市區的商業市中心，徒步約五分鐘即
可到達考古博物館，走路三分鐘即可到達歐摩尼亞圓環廣場<即地鐵站>，交通便利性極佳，離
雅典著名的大學街及名牌商店街等也是數分鐘內徒步可到達)
或五星同級
外島則以
外島則以傳統
則以傳統愛琴
傳統愛琴海
愛琴海希臘藍白
希臘藍白建築風情的
藍白建築風情的四星市區
建築風情的四星市區旅館
四星市區旅館為主
旅館為主
密克諾斯島:HARMONY HOTEL
(清新淡藍白設計，SMALL ELEGANT HOTELS 成員，臨近舊港及計程車廣場)
或 PORTO MYKONOS
(簡約淡灰白設計，SMALL LUXURY HOTEL OF THE WORLD 成員，近舊港及計程車廣場)
或同級
聖托里尼島: DAEDALUS HOTEL
(2009 年 6 月重新整修裝潢，極近 FIRA 市區及 BUS 總站走路約 5 分鐘)
或 KALLISTI HOTEL(極近 FIRA 市區及 BUS 總站走路約 5 分鐘)同級
卡蘭巴卡則以希臘鄉村飯店為選擇
AMALIA HOTEL(具有森林渡假村之寧靜氛圍)或 DIVANI HOTEL 同級
7.多一點
多一點知性
多一點知性:
知性:特別安排雅典考古學博物館，一部傳奇的歷史真實呈現眼前，也為此古文明紀行更
添完整性。
8.多一點
多一點特別安排
全程西式部分四道式料理，並含飲水。
並含飲水。
多一點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全程西式部分四道式料理，
◆希臘傳統民俗歌舞表演晚餐
希臘傳統民俗歌舞表演晚餐，在當地夜總會中一邊享用希臘傳統美食，一邊欣賞希臘現代的
希臘傳統民俗歌舞表演晚餐
歌唱和希臘各地方的民俗舞蹈表演。
◆小威尼斯區濱海餐廳
小威尼斯區濱海餐廳:
小威尼斯區濱海餐廳: 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拉澤式風車，夕陽中最是美麗。
◆特別
特別安排聖托里尼島
特別安排聖托里尼島落日餐廳
安排聖托里尼島落日餐廳浪漫
落日餐廳浪漫晚餐
浪漫晚餐
◆精心推薦聖托里尼島
精心推薦聖托里尼島愛情海景觀
聖托里尼島愛情海景觀餐廳
愛情海景觀餐廳浪漫午餐
餐廳浪漫午餐
◆品嚐希臘最道地街頭風味小吃
品嚐希臘最道地街頭風味小吃 GYROS 及 PITA
◆HOT
HOT ~ 特別領先精心安排獲得一顆星米其林餐廳
9.多一點貼心:
出發日:
多一點貼心:每日每人提供一瓶礦泉水。(外島除外)
出發日:每星期二
每星期二&四
參考航班：
TPE/SIN
1810/22
0105
參考航班：
TPE/SIN/ATH
SIN/ATH SQ879
SQ879/SQ39
SQ398
1810/2235
/2235
0105/0730
/0730+1
30+1
ATH/SIN
ATH/SIN/TPE
/TPE
SQ39
SQ3
9
7
/
SQ87
SQ
876
6
1315/
1315
/
051
05
1
0
+1
0835/1
0835
/132
320
SIN
87
/1320+1
第一天
台北／
台北／新加坡／
新加坡／雅典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神話浪漫國度─希臘，夜宿機上。
全球評比最佳航空～
全球評比最佳航空～新加坡航空:
新加坡航空:
1.屢獲世界
1.屢獲世界知名雜雜誌評選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屢獲世界知名雜雜誌評選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知名雜雜誌評選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值得尊貴如您搭乘體驗。
值得尊貴如您搭乘體驗。
2.機上配備空中娛樂系統
2.機上配備空中娛樂系統，
機上配備空中娛樂系統，有多部最新電影（
有多部最新電影（可任選隨停隨看）
可任選隨停隨看）及電腦遊戲（
及電腦遊戲（可在機上
連線競賽打麻將）
連線競賽打麻將），增添飛行旅遊樂趣
，增添飛行旅遊樂趣，
增添飛行旅遊樂趣，長途飛行怎會無聊。
長途飛行怎會無聊。
長途旅行須重視航班舒適性與機艙服務評價，
長途旅行須重視航班舒適性與機艙服務評價，優質首選新加坡航空。
優質首選新加坡航空。
第二天

雅典－
雅典－德爾非－
德爾非－卡蘭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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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經專人協助接機後前往希臘文化中心德爾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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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太陽神阿波羅(Apollo)，守護著德爾非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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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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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德爾非聖地最重要的遺蹟－★阿波羅神殿，為當時請示神喻之地。之後參觀★德爾
非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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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驅車北上，
晚間夜宿於山下的小鎮卡蘭巴卡。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懸崖景觀餐廳
晚餐：旅館內晚餐
參考飯店: AMALIA HOTEL 或 DIVANI METEORA HOTEL 同級
行車距離: 雅典－(185km 約 2.5 hr)德爾非－(230km 約 3.5 hr)卡蘭巴卡
世界的中心德爾非︰
世界的中心德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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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在德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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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非阿波羅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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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後來德爾非出現了著名的阿波羅神廟組群。
設計理念專區:
設計理念專區:第一天讓各貴賓調時差，
第一天讓各貴賓調時差，行程安排選擇路可以少走一點多一點休息
行程安排選擇路可以少走一點多一點休息，
點多一點休息，安
排到寧靜小鎮~
到寧靜小鎮~卡蘭巴卡住宿，
卡蘭巴卡住宿，並輕鬆於飯店內享用晚餐，
並輕鬆於飯店內享用晚餐，希望貴賓能有第一晚的好眠，
希望貴賓能有第一晚的好眠，
迎接明日的登高階梯比賽
迎接明日的登高階梯比賽。
。
登高階梯比賽
第三天

卡蘭巴卡－
卡蘭巴卡－邁提歐
邁提歐拉～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雅典
早餐後，今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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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一覽這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遺產，而當地人稱為「天空
之城」的邁提奧拉(遇休息則以其他修道院取代)進入希臘半島北部的色薩利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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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搭車返回雅典，
途中親歷希臘重要戰役—溫泉關戰役舊址，遠眺世界著名斯巴達三百壯士紀念碑，更增
添旅遊的歷史性。
晚間安排前往 PLAKA 活動感受雅典夜生活的特色，安排希臘餐並欣賞希臘民俗表演，渡
過一個難得的希臘假期。
(行程、
行程、餐食會依班次時間作先後順序之調整)
餐食會依班次時間作先後順序之調整)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岩腳下或花園餐廳
晚餐：希臘傳統菜餚及表演
參考飯店: IMPERIAL HOTEL 或 MELIA HOTEL 或五星同級
行車距離:卡蘭巴卡－(6.8km 約 15 分)邁提歐拉－(386km 約 4hr 40min)雅典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邁提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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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提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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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雅典/
雅典/密克諾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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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前往景色優美且具特色的天堂海灘(裸體者天堂)，海濱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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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享樂人生的歐洲遊客，上空的男女隨著音樂而起舞，歡愉的氣氛這是我們想要的，傍
晚時分逛逛小威尼斯區，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拉澤式風車，夕陽中最是美麗，今天將是
您真正能體驗希臘愛琴海印象的開始。
早餐：飯店早餐(或餐盒)
午餐：希臘式套餐
晚餐：小威尼斯區餐廳
參考飯店: HARMONY HOTEL 或 PORTO MYKONOS 同級
航行距離：雅典－(150km 約 4~5 hr)密克諾斯島
密克諾斯的晚餐（
克諾斯的晚餐（小威尼斯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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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船前往
搭船前往密克諾斯島
前往密克諾斯島：
密克諾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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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海灘:
天堂海灘: (四月以後開放
(四月以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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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理念專區:
設計理念專區:前往海島
前往海島如果
海島如果沒撘渡輪航行在愛琴海
如果沒撘渡輪航行在愛琴海上
沒撘渡輪航行在愛琴海上欣賞各各小島的白色山城之美，
欣賞各各小島的白色山城之美，實
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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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特此安排渡輪與快艇讓您徜徉於藍與白的夢幻之中。
第五天

密克諾斯島/
密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
聖托里尼島(亞特蘭提斯的雪白斐拉)
亞特蘭提斯的雪白斐拉)
今天是一個感覺的日子，沒有追趕的行程，也沒有擾人的叮嚀，請享受在萬里無雲的穹蒼
之下泛白的教堂、蔚藍的愛情海，樸實的風車及典雅的帕拉波堤尼教堂，享受愛琴海的陽
光，這才是度假吧！午間離開密克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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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GYROS 及 PITA 風味小吃
晚餐：日落餐廳晚餐
(或船上簡餐)
參考飯店: DAEDALUS HOTEL 或 KALLISTI HOTEL 或同級
航行距離：密克諾斯島－(150km 約 3~4.5 hr)聖托里尼島
聖托里尼（
聖托里尼（日落餐廳）
日落餐廳）
漫步在 FIRA 的唯美小街上，七彩炫麗的外陽，宛如阿波羅走過的餘輝，夜女神將黑夜的
紗漸漸蓋，上深藍色的天空裡，伴著星輝閃耀，阿特密斯將銀色的月光灑在那大海之上，
希臘神話的愛戀尤如餐桌上的菜色如此多變，小島風情的開味菜，鮮嫩多汁的歐式香料魚
排，甜蜜蜜的 DESSERT，這是聖托里尼浪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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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ROS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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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理念專區
設計理念專區:
念專區:
1. 安排聖托里尼住 2 晚，是要將一晚留給全世界有最美的夕陽~OIA
是要將一晚留給全世界有最美的夕陽~OIA 藝術村，
藝術村，並特別安排
在 OIA 吃晚餐，
吃晚餐，雖然成本高一點，
雖然成本高一點，卻能讓各貴賓有更多時間欣賞
卻能讓各貴賓有更多時間欣賞 OIA 藝術村的美，
藝術村的美，另
一晚當然是留給斐拉
一晚當然是留給斐拉(
斐拉(FIRA)
FIRA)，斐拉(
斐拉(FIRA)
FIRA)的白與晝隨著日光與月光
的白與晝隨著日光與月光照射
與月光照射的角度不同而
照射的角度不同而
變化無窮，
變化無窮，又因旺季時
又因旺季時，
旺季時，島上車子數量有限無法隨叫隨到，
島上車子數量有限無法隨叫隨到，為了不讓大家的精華時間
耗損在等車，
耗損在等車，把握欣賞美景時分，
把握欣賞美景時分，所以飯店位置選擇極具重要性
所以飯店位置選擇極具重要性。
2. 因配合行程完整性，
因配合行程完整性，隔日公司有安排全程專車接送，
隔日公司有安排全程專車接送，今日抵達聖托尼島後，
今日抵達聖托尼島後，可輕鬆遊
斐拉(FIRA)
斐拉(FIRA)，
(FIRA)，斐拉鎮上越晚越美麗，
斐拉鎮上越晚越美麗，享用日落晚餐後，
享用日落晚餐後，可獨自任意徘徊在巷弄之間直
到深夜。
到深夜。
第六天

聖托里尼島～
聖托里尼島～亞特蘭提斯的落日
清晨沒有擾人的鬧鐘聲，祇要你不覺得睡覺是人生的一種浪費，找個陽光灑落的露天咖啡
讓微風吹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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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午，領隊將帶領大家前往半山腰的景觀餐廳用餐；餐後前往聖
托里尼島的最高點~Profítis Llias 修道院，讓您一探聖托里尼的全貌；隨後前往酒莊品
嘗島上最出名的 Santo Wines，手握著酒杯，望著迷人的愛琴海，與大海訴說幸福浪漫的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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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將帶領
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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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愛情海景觀餐廳
晚餐：伊亞(OIA)藝術村餐廳
參考飯店: DAEDALUS HOTEL 或 KALLISTI HOTEL 或同級
全世界最美的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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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理念專區:
設計理念專區:本公司因應客人時間寶貴，
本公司因應客人時間寶貴，時間即是金錢，
時間即是金錢，所以下午聖托里尼島上活動行
所以下午聖托里尼島上活動行
程全程派
程全程派車接送，
車接送，不必等公車也不用因公車時刻表而有所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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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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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理由是前往每站景點都必須回到公車總站(Fira 市區)
市區)轉車，
轉車，才能
前往下一站景點，
前往下一站景點，希望這貼心的安排能夠讓您玩的盡興。
希望這貼心的安排能夠讓您玩的盡興。

第七天

聖托里尼島/
聖托里尼島/雅典
今日為難得自由愛琴海悠閒時間，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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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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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前領隊將帶領大家做最後的巡禮並安排搭乘★纜車至舊港(高空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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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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搭機飛返雅典(因航班有限，若因航班爆滿則改隔日航班或搭快船返回雅典)。 (行程、
行程、餐
食會依班次時間作先後順序之調整)
食會依班次時間作先後順序之調整)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附水果與茶水)
參考飯店: IMPERIAL HOTEL 或 MELIA HOTEL 或五星同級
飛行距離: 聖托里尼島－(300km 約 1hr)雅典
設計理念專區:
設計理念專區 : 時間與金錢要如何選擇呢?
時間與金錢要如何選擇呢 ? 聖托里尼回雅典改搭飛機可節省
聖托里尼回雅典改 搭飛機可節省七
搭飛機可節省 七 個小時以
上，故本公司還是安排改搭飛機回雅典
公司還是安排改搭飛機回雅典(因航班有限，若因航班爆滿則改隔日航班或搭快
安排改搭飛機回雅典
船返回雅典)。
。
第八天

雅典
今早展開雅典市區觀光：★阿克波里斯(雅典衛城)─帕德嫩神殿、伊勒克戎神殿之少女列
柱、戴奧尼索斯劇場及，並可登上眺望台一覽雅典城的風光。大學街旁雅典學院、雅典大
學及圖書館三大古典建築，參觀◎國會大廈前的憲法廣場並觀看衛兵交接及◎奧林匹克運
動場、行車遊覽宙斯神殿遺蹟等，我們更特別為您安排★雅典考古博物館，一部傳奇的歷
史真實呈現眼前，也為此古文明記行更添完整性。
早餐: 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附水果與茶水)
晚餐: 一星米其林餐廳 (五道式)
參考飯店: IMPERIAL HOTEL 或 MELIA HOTEL 或五星同級
雅典衛城的榮光：
雅典衛城的榮光：
衛城建築有兩種意義，一為祭祀的聖地，一為都市國家的防衛要塞，雅典衛城建於
公元前五世紀是雅典最偉大的時期，頗有向世人宣誓的味道，１９８７年登錄為世界珍
貴遺產，最精彩的遺跡包含：巴特農神殿、伊勒克戎神殿、戴奧尼索斯劇場及伊羅得音
樂廳等不容錯過。
雅典考古博物館
雅典考古博物館：
博物館：
歐洲文明源自古希臘及羅馬文明，希臘文明悠久及深遠，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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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博物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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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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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別領先安排於 2009 年獲得一顆星的米其林餐廳享用
美食!

第九天

雅典－
雅典－智慧之城／
智慧之城／新加坡
上午您可漫步街頭感受雅典獨特的風味，或採購您喜愛的希臘紀念品後，該是收拾滿是愛
琴海的記憶與行李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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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間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以上行程及航班時間供參考，本公司有依內陸交通、船次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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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許多的美好：
人的一生有許多的美好：
享受 10 天自由的幸福
享受與戀人甜蜜的幸福
享受與家人好友溫暖的幸福
當您倘佯於藍色愛琴海時，
當您倘佯於藍色愛琴海時，每一個時刻都是繽紛且幸福的…
每一個時刻都是繽紛且幸福的…
第十天

新加坡／
新加坡／台北
今日飛機抵達新加坡，隨後轉機飛回台北，返回甜蜜的家。
※以上行程及航班時間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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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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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次調整餐食及
餐食及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之權利。
※本行程是經由本公司多年操作經驗不斷調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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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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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勿擅自複製張貼網站，因為旅遊行程與品質的進步，
因為旅遊行程與品質的進步，實需要彼此不斷的努力，
實需要彼此不斷的努力，而
非直接複製行程。
非直接複製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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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免簽證旅客基本資料
申根免簽證旅客基本資料
我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
我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自
持中華民國護照自（100）
100）年 1 月 11 日起，
日起，即可無須申請申根簽證赴歐洲 35
個國家及地區，
個國家及地區，每半年內可多次出入申根地區累計停留至 90 天。
(停留期限
(停留期限 :自首次以免簽證方式入境當日起算
:自首次以免簽證方式入境當日起算，
自首次以免簽證方式入境當日起算，每 6 個月內累計不超過 90 天)。
□ 1). 護照正本或影本:
載有身份證字號且
護照正本或影本 護照上載有身份證字號
載有身份證字號
1. 離境申根會員國時，護照有效期須有六
六個月以上
2. 護照須為入境前十年內所核發。
3. 財力證明 (備查用)。
4. 回程機票、旅館訂房紀錄(全程參團者由旅行社提供)
5. 身分證正本(
身分證正本(由於申根規定台灣護照免簽,
由於申根規定台灣護照免簽,如護照上無 TAIWAN 字樣
則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則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 2). 18 歲以下(含 18 歲)請附父母同意書(任一方不同行) (備查用)
※ 如有遇航班更改或取消及緊急事件之通知
如有遇航班更改或取消及緊急事件之通知,
, 請務必填妥以下資料
我們將提供您最正確的資訊。
我們將提供您最正確的資訊。
~謝謝~
謝謝~

旅客姓名：

婚姻狀況：單身 已婚 其他

1. 住家地址：
2. 住家電話：

手機：

工作狀況： 待業中  退休  家管  學生  上班中；上班或學生請填：

3. 公司（學校）中文名稱：

職稱：

4. 公司（學校）地址：

電話：

5. 特別餐食 全素 不吃牛肉 機上素食 其他特別餐食
6. 特別行程： 回程脫隊
7. 分房 與
8. 緊急事件聯絡人:

其他
同房 訂大床 (需訂大床者請註明)
電話：

手機：
100 年/01 月/11 日 起適用

2011 天空之城~希臘愛琴海雙島 10 天 SQ 米其林(升級版)適用於 0623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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