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我
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22 OCT, 2020

Prices In AUD per person

團號
CODE

成人
Audlt

兒童
（6 歲以下不佔床）

單人房差
SGL SUPP

GRI8 $1199 $899 $650

未含費用

包含費用

國際機票及稅項，自費景點門票，午餐晚餐，旅遊保險，司機導遊小費(€4每人每天，大小同價)
，私人消費，因不可抗拒原因引起的額外費用。

*自費項目說明: 
景點門票 | 雅典衛城門票（不含講解費用，歐盟學生免費） 20, 00 € | 伯羅奔尼撒古城稅 15,00 € 帕拉米
帝城堡 8,00€ 沉船灣+藍洞往返坐船費用 25,00 € 德爾菲考古博物館以及遺址門票 12,00€
邁錫尼遺址 12,00 € | 火山島遊覽（門票，往返纜車費用，溫泉，船票） 45,00 €  
午晚餐費 | 中式團餐標準5菜一湯 10,00€-12,00€ | 希臘當地特色餐 25,00€-30,00€ 
以上僅為參考價，價格如有調整以當時公佈為準。 自費項目以自願為原則，導遊不得強制客人參加。

星級酒店標準雙人間（含早餐）；全程中文導遊；外籍專業司機；往返空調旅遊巴士；

雅典—伯羅奔尼撒—扎金索斯島—伯羅奔尼撒—聖托里尼
Athens-Peloponnese-Zakynthos Island-Peloponnese-Santorini

◆四大古文明【雅典衛城巴特農神廟】

◆扎金索斯島：太陽的後裔拍攝地，明信片中
的沉船灣 + 晶瑩藍洞，絕美的愛琴海風情

◆上個世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力學壯舉，耗費
大量人力物力開鑿的運河【科林斯運河】

◆暢遊聖多里尼島著名景點伊亞、費拉、 火山
島、卡馬利黑沙灘、皮爾哥斯葡萄區，盡享
愛琴海小島風情

◆聖島最西端的伊亞鎮 , 欣賞世界上最美落日
“夕陽日落愛琴海”

1 原居地    雅典
Hometown  Athens
當地下午 2 點在韋尼澤洛斯國際機場 (ATH) 接機，後
遊覽雅典。無論是用世俗還是用高雅的標準評判，雅
典都是兼具古代與現代魅力的城市。人潮熙攘的雅典
集歷史與現代的色彩於一身，令人陶醉。在這裡您將
參觀，2500 年人文奇蹟之【雅典衛城】（自費項目）
（包括：衛城露天古劇場、山門、勝利女神雅典娜•
尼基神殿、巴特儂神殿、依瑞克塞甕神殿、遙望酒神
迪奧尼索斯露天劇場），外觀 1896 年第 1 屆現代奧
運會會場。當晚入住雅典或其周邊酒店。

2 雅典 - 伯羅奔尼撒 - 扎金索斯島
Athens - Peloponnese - Zakynthos
早餐後前往伯羅奔尼撒，伯羅奔尼撒有著令人嘆為觀
止的景觀、城鎮和歷史遺跡，希臘歷史長河中的許多
故事都曾在這裡上演，參觀【科林斯運河】（外觀）

【帕拉米帝城堡】（自費入內）和【納普良小鎮】（免
費入內）。傍晚時分出發【Killini 碼頭】，坐船前往【扎
金索斯島】，參考船班：20:00-21:00 船行時間約 1 小時。
當晚入住 扎金索斯島或其周邊酒店。（早餐）

3 扎金索斯島
Zakynthos
早餐後前往【沉船灣】（遠觀）。首先到達 400 米的
山頂，在一個人工修建的小型金屬護欄觀景台上俯看
沉船灣，旁邊是陡直的峭壁，下面是碧綠的海水和潔
白的沙灘，一條鏽跡斑斑的老鐵船橫在那裡，就像突
然來到了另一個世界。下午乘船去【沉船灣】和【藍 洞】。
當晚入住扎金索斯島或周邊酒店。注：當天行程視實
際情況調整：如果天氣好， 會坐船進入藍洞 + 沉船灣；
天氣不好出船條件不允許時，將會改為遊覽扎金索斯
鎮上景點或者參加導遊根據實際情況安排的其他遊覽
項目，具體情況請聽當日帶團導遊的通知， 望您留意。 
( 沉船灣 + 藍洞往返坐船費用 25 歐）（早餐）
※ 如果天氣差，去扎金索斯島船不運營的話，將改為
自由活動。

4 扎金索斯島—邁錫尼—雅典
Zakynthos - Mycenae - Athens
早餐後，乘船返回 Killini 碼頭，抵達後，前往邁錫尼，
是位於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阿爾戈斯平原上的一
座愛 琴文明的城市遺址，位於科林斯和阿爾戈斯之間。

遊覽特洛伊戰爭中【邁錫尼古城】（ 自費入內）。隨
後返回雅典，入住酒店休息。（早餐）

5 雅典—聖托里尼
Athens - Santorini
早餐後，乘船前往碼頭搭船前往【聖托里尼島】，船
上午餐快餐自理 ~ 抵達後，直接前往【伊亞（Oia）
藝術村】，該處建於臨海的火山斷崖上，被世界旅遊
組織評為 10 佳觀賞落日地點，在這裡欣賞到聖多里
尼“夕陽日落愛琴海” 的美麗景緻。這裡也是攝影愛
好者的天堂。日落的可遇不可求正是吸引情侶們，攝
影愛 好者苦苦等待。遊覽完後，入住酒店。（早餐）

6 聖托里尼
Santorini
早餐後，導遊帶領下前往有著自然風貌的地勢險峻的

【紅沙灘】，之後前往聖島的【 Pyrgos 】, 一覽眾山小。
午餐自由活動，下午我們前往【聖托里尼酒廠】，您
可以在這裡自費點 一杯葡萄酒小酌一下，這裡也是許
多新人的婚紗攝影的好地方。最後我們前往【黑沙灘】，
在這裡您可以撿到好多漂亮的海卵石，經過海水上千
年的沖刷形成了純黑色的細小顆粒，這裡由火山地質
造就，是火山岩、火山灰的沉積，看起來沙是黑的，
水看起來也是黑的,黑色的沙子不單沒有影響到海水，
反而給美麗的愛琴海點綴了一抹不一樣的顏色。海水
清涼、乾淨、兼具美容作用，在愛琴海中戲水玩樂。
當晚入住聖島酒店。（早餐）

7 聖托里尼 - 雅典
Santorini - Athens
酒店早餐後，就可以開始在聖托里尼的自由活動啦。
推薦行程：可以選一些島上的紀念品帶給同事朋友，
在懸崖上的咖啡吧里再次感受希臘 人的悠閒。或者去
老碼頭乘坐遊船出海，品著葡萄酒，欣賞著海天一色；
再去到【火山島】泡個溫泉，吃一頓海鮮大餐。下午
前往碼頭乘船返回雅典（乘船時間 8 小時），午餐 自
理，乘船返回比利埃夫斯港，船上晚餐自理。抵達後
前往雅典入住酒店 。（早餐）

8 雅典      原居地
Athens    Hometown
酒店早餐安排送機，送機時間為 10 點。（早餐）

備註 Remarks

●由於匿率的變更導致的额外費用。
●如天氣惡劣、罷工、航班取消或延誤政變等等
或在非本公司能力範圍以內所能控制
之情況下，而必須將行程及住宿更改或取消任何
一項旅遊節目，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況儘量安排
及全權處理
●行程前後順序會有調整 , 最終行程以本公司的
確認單為準。
●兒童佔床按成人價格收費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

藍洞
Blue Cave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s

2020 年
4 月 APR 3

5 月 MAY 7

6 月 JUN 7, 19

7 月 JUL 10, 24

8 月 AUG 14, 28

9 月 SEP 11, 28

* 7-9月的旺季附加費 $80

起

8天遇見最美希臘

8 Days Best of Greece (Santorini · Mykonos)
（聖托里尼·扎金索斯雙島遊）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