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出發日期   
5 月  06, ★20, ★27 

6 月 ★03, ★17 

7 月 ★01, ★15, ★22 
8 月 ★05, ★19, 26 
9 月 02, 09, 23 
10 月 07, 14 

團號 成人團費＋機票 (包燃油費及稅)   
單人房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服務費 

西岸 West Coast 東岸 East Coast 

EJD10 3599 3549 969 ★300 €130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成人計算，小童(2至11嵗)不佔床為成人費用 90%；佔床與成人價相同。        團費含來回機票(包燃油費及稅)，正確數目須於出

票日方能作準。      價格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團將以中英雙語講解。 

西岸 出發城市: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出發城市: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其他城市出發費用，歡迎聯絡查詢。) 

 

原居地    雅典 
Home City  Athens 

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雅典～希臘的

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市。 

 
 
 
 
 
 
 
 
 
 
 
 
 
 
 
 
 
 
 
 

雅典 
Athens 

雅典是馳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西方哲學

的搖籃，柏拉圖學院和亞里士多德的講

學場所之所在地。抵達後，由專車送往

酒店休息。晚餐於當地餐廳。   (晚餐) 
住宿：Divani Acropolis Hotel或同級    
 

雅典 - 聖多里尼島 
Athens ~ Santorini 

安排早餐飯盒。驅車前往海港碼頭，安

排乘搭高速渡輪啟航至聖多里尼島，展

開浪漫之旅，親近愛琴海，在湛藍的海

洋上，無際的天空下、島嶼風情中。抵

達後，午餐於當地餐廳。聖多里尼島分

佈著多個小市鎮；餐後前往遊覽較有名

的“皮爾戈斯”、“梅加洛克豪略翁”，

及首府“費拉” 。今天行程完全活現了

希臘的傳統風格，如童話般的白色小屋

以及美麗的藍頂教堂。途經山頂，那是

島上最佳地點可俯瞰愛琴海風光，並在

鄰近的修道院停留拍照。後往西北邊小

山城，暢遊號稱擁有全世界觀看夕陽的

最美地點“伊亞”。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住宿: El Greco Hotel或同級    
 

聖多里尼島 
Santorini 

自助式早餐。餐後自由活動，讓人盡情

享受小島生活，和選購飾物、紀念品。

為求盡覽希臘新美景，可自費選擇參加

各項島上節目。一嚐傳統，騎著驢子穿

越迂迴小巷，沿著崖邊的石階路，上上

落落，真是刺激又有趣。是日午餐自

備，而晚間可代安排享用夕陽浪漫餐

膳。  (早餐) 

推薦自費行程- 米可諾斯島: 團友又可自

行遊覽米可諾斯島，那是最適合現時年

青人新興旅遊熱點。晚晚派對，夜夜笙

歌，喧嘩作樂之城，島上基本完全沒有

任何觀光行程提供，團友只能全面自由

探索及拍照。交通十分方便，如乘坐渡

輪，直升機或飛機前住，最快約 35 分鐘

暢遊：雅典、聖多里尼島、艾比達羅斯、 
邁錫尼、奧林匹亞、卡拉巴卡、德爾菲 

完美配搭  

 住宿希臘群島最負盛名～聖多里尼兩晚 

 增遊有"天空之城"之稱 ～ 米提奧拉修道院 

 全市獨家深入希臘內陸多晚的觀光行程 

 



到達。該島亦擁有美麗如畫的海灘和傳

統優美的風車，聞名於世。此外參加火

山觀賞船河，定會有不錯的體驗。                     

住宿：El Greco Hotel 或同級    
  

聖多里尼島 - 雅典 (市內觀光) 
Santorini ~ Athens (City Tour) 

安排早餐飯盒。乘搭高速渡輪返回雅典。

登岸後，驅車直達市內。午餐自備。繼

後，安排乘車觀賞沿途景色，宙斯神廟, 
哈德良拱門, 及學院大道上的三楝建築 ~ 
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希臘國家圖書館，

合稱為“新古典主義建築三部曲”。到

達雅典地標，參觀位於阿克波里斯山上

之巴特農神殿。此神殿建於公元 447 年，

供奉雅典之守護神「雅典娜」。晚餐享

用希臘烤肉，伴酸乳酪青瓜汁。(早/晚餐) 
住宿：Divani Caravel Hotel或同級    
 
 
 
 
 
 
 
 
 
 
 
 
 
 
 
 
 
 
 
 
 

雅典 - 艾比達羅斯  - 那普良 - 
邁錫尼 - 奧林匹亞 
Athens ~ Epidaurus ~ Nafplion ~ 
Mycenae ~ Olympia 

自助式早餐。驅車前往艾比達羅斯，途

經科林斯運河，稍作停留拍照。艾比達

羅斯於 1998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參觀至

今仍保存相當完整的圓形劇場，可容納

1 萬 4 仟個觀眾。遊畢後，前往美麗的港

口小城那普良；欣賞那充滿古希臘風情

的大街小巷。午餐自備。餐後啟程往邁

錫尼城，為 西元前 2000 年邁錫尼文明的

發祥地。通過獅子門及巨石牆，可看到

城堡內邁錫尼國王的皇宮遺址；主體設

有聖火祭壇、國王珍寶室、多座蜂窩式

墓穴群等。遊罷驅車前往古奧林匹克競

技場聖地，就是現今世界奧運會的發源

地。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晚餐) 
住宿：Amalia Hotel或同級    

 
 
 
 
 
 
 
 
 
 
 
 

奧林匹亞(市內觀光) - 帕特拉斯 
- 卡拉巴卡 
Olympia (city tour) ~ Patras ~ 
Kalambaka 

自助式早餐後，首先前往古代奧林匹亞

運動會的遺址。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只

剩下建築的地基，台階和圓柱。稍後遊

覽鄰近的宙斯廟，是為了祭祀那眾神之

神而建的神廟；繼而參觀赫拉神殿，為

奧林匹亞遺址中現存最古老的建築，在

神廟的祭壇旁，是現代奧林匹克大會聖

火點燃儀式的舉行地點。午餐自備。乘

車通過里翁-安提里翁大橋，前往卡拉巴

卡。路經帕特拉斯古城，最後抵達卡拉

巴卡，位於中部的希臘式小鎮，區內滿

佈後拜占庭時代的教堂，收藏著具有價

值的聖徒手記。這裡有獨特秀麗的自然

風光和壯觀的巨石林。並且是前往「天

空之城」米提奧拉必經的城鎮，令這地

顯得格外觸目。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Amalia Hotel或同級     (早/晚餐)  
 
 
 
 
 
 
 
 
 
 

卡拉巴卡 - 米提奧拉修道院 
 (天空之城) - 德爾菲 
Kalambaka ~ Monastery of Great 
Meteoron ~ Delphi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遊覽素有「天空之

城」美譽的米提奧拉修道院。於 1988 年

被列入世界遺產。這裡自然與宗教文化

結合而成，一座座的奇岩石峰上，高聳

著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不禁令人驚訝。

修道院建於中世紀時期，建立在巨大的

山巖頂峰上，仿如懸在半空，幾乎無法

抵達。當時修道士都是利用流籠進出及

運送生活必需品 及利用繩索來運送物資。

午餐自備。繼後，驅車前往德爾菲。希

臘神話中，宙斯為了確定地球的中心在

哪裡，便從相反的方向各放出一隻老鷹，

他們就在德爾菲相遇，因而這裡成為世

界的中心，被譽為「大地的肚臍」。晚

餐於酒店餐廳，安排地道甜品。(早/晚餐)  
住宿：Amalia Hotel或同級    
 
 
 
 
 
 
 
 
 
 
 
 
 
 
 
 
 

德爾菲(市內觀光) - 雅典 
 Delphi (city tour) ~ Athens 

自助式早餐後，德爾菲是一處重要的

“泛希臘聖地”。阿波羅太陽神廟坐落

於高達 2459 米的帕納塞斯山的斜坡上，

俯瞰整個希臘中部。但神廟的地位較為

特殊，因為阿波羅神的像在聖地中僅是

次要，神廟最主要的功用是“神諭”，

通過女祭司皮提亞，作中介而將神明意

旨昭示給世人，並被認為能夠預見到未

來。這片遺址沿着“神道”展開，所謂

神道是一段兩邊排列各種紀念碑的道路，

包括二十幾座各個城邦貢奉的紀念建築。

午餐自備。驅車返回雅典，直達市中心

的布拉卡區。布拉卡區呈現 19 世紀的雅

典風貌，經過重新裝修後，成為餐廳、

咖啡館、及售賣希臘特產的小商店。晚

餐品賞經典本地菜~燉牛肉。 (早/晚餐) 
住宿：Divani Acropolis Hotel或同級    
 

雅典  原居地 
Athens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乘車前往

機場飛返原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洲旅行團章程。

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February 11,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