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臘、愛琴海、天空之城 

11天古文明浪漫醉人之旅     MGT11-ZGL 

塞薩洛尼基、卡蘭巴卡「天空之城」、德爾菲「世界中心」 

聖淘維尼島(2晚)、米可諾斯島(2晚)、雅典(2晚) 

選乘：土耳其航空(TK) 

 

 

 

 

 

 

 

 

 

 
 
 
 
 
 
特色行程: 

❁選乘 Skytrax 連續六年(2011-2016)歐洲最佳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塞薩洛尼基入境；雅典出境，順序暢遊。 

❁一睹世界十大古蹟及古希臘最偉大建築之一『巴特儂神殿』。 

❁遊覽「天空之城」卡蘭巴卡(Kalambaka)－梅特羅修道院，此修道院於 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文化與自然

雙遺產】。 

❁全程住宿兩大愛琴海浪漫小島米可諾斯島及聖淘維尼島，充裕自由活動時間於島上享受愛琴海度假風情。 

❁遊覽希臘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並一睹修建於 11 世紀的拜占庭式教堂「帕納吉亞查肯教堂」，市場罕

有行程。 

❁到訪希臘神話傳說之世界中心德爾菲(Delphi)，宙斯從世界的兩端各派出一隻老鷹，向世界的中心飛去，兩鷹在德爾

菲會合，因而這裡成為世界的中心。暢遊古色古香布拉卡區(Plaka)，在彌漫十九世紀氣氛街道上，佈滿各式各樣的手

工藝品店。 
※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一經報名，決不加價，優惠額滿即止※ 

2 至 3 人同時報名, 每位額外減$200 

4 至 5 人同時報名, 每位額外減$300 

  6 至 9 人同時報名, 每位額外減$500； 

10 人或以上同時報名,每位額外減$600 

**此優惠不適用於嬰兒**  

 

 

熱門出發日期 : 2019年 4月 29日、6月 17，24日 

 重本安排於聖淘維尼島 

前往「伊亞」欣賞島上美景 

**不用自費 ** 

巴特儂神殿【UNESCO】 
是古希臘雅典娜女神的神廟，興建於公元前 5

世紀的雅典衛城。這座神廟曆經兩千多年的

滄桑之變，如今廟頂已坍塌，雕像盪然無存，

浮雕剝蝕嚴重但從巍然屹立的柱廊中，還可

以看出神廟當年的豐姿。 

米可諾斯島 

島上最具特色的是其獨特風格的建築房屋，潔

白如羽毛的白牆和五彩鮮豔的門窗、陽臺，獨

具一番風味。島上還有幾座潔白神聖的教堂、

博物館，感受希臘濃郁的宗教氣息和民俗文

化。 

聖淘維尼島 

它是所有希臘小島中最有名的一個！傳說

中，聖淘維尼島與亞特蘭提斯大陸  相連結, 

後來亞特蘭提斯大陸因受神罷而沒入海底，

令這個源遠的傳說為小島蒙上一層神秘的面

紗。 

MED-L-MGT11ZGL-002-150319-P.1/3 

生效日期：19/03/19-30/09/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5%8A


 

 

 行 程 安 排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酒店 

1 香港  伊斯坦堡  Hong Kong  Istanbul    航機上 航機上 

2 

伊斯坦堡  塞薩洛尼基．外觀拍照:(大廣場．白塔．羅馬凱旋門．帕納

吉亞查肯教堂(UNESCO)．卡蘭巴卡 
Istanbul  Thessaloniki．Photo Stop: (Aristotle Square．Lefkos Pyrgos．Roman 

Arch．Church of Panagia Chalkeon)．Kalambaka 

帕納吉亞查肯教堂: 是位於希臘北部城市塞薩洛尼基的一座修建於 11 世紀的拜占庭式教 
  堂。教堂內大部分大理石雕刻和 11 及 14 世紀的壁畫都得到了保存。 

航機上 

輕膳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卡蘭巴卡 

Grand Meteora 

Hotel 

或四星同級 

3 

卡蘭巴卡．梅特羅修道院「天空之城」(UNESCO)．德爾菲． 

阿克華村『太陽的後裔』拍攝地 
Kalambaka．Meteora Monastery．Delphi．Arachova Village 

梅特羅修道院:Meteora 在希臘文中指的是「漂浮在半空中」，於 14 世紀大批修行者為了 
  逃避動亂，來到梅特羅，建造了聳立在奇岩巨石上的修道院，為這裡贏得「天空之城」 

  的美譽。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德爾菲 

Nafsika Palace 

或四星同級 

4 

德爾菲．阿波羅聖殿．德爾菲劇場．德爾菲神廟．雅典娜聖域及博物館．

雅典．布拉卡區步行街 
Delphi．Temple of Apollo．Delphi Theater．Oracle of Delphi．Museum and Temple 

of Athena Pronaia．Athens．Plaka Shopping Street 

阿波羅聖殿:希臘德爾菲的聖殿中，祭祀太陽神的祭壇是古希臘的宗教中心和統一的象徵。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精選中菜 

雅典 

Athenaeum Palace 

Hotel 

或四星同級 

5 

雅典．~~ ~~(乘高速快船約 5 小時)#註 9． 

聖淘維尼島．前往「伊亞」欣賞藍白小屋，更有機會觀賞黃昏夕陽 
Athens． By High Speed Boats (around 4 hrs)#9．Santorini．Island Tour 

聖淘維尼島:它是所有希臘小島中最有名的一個！傳說中，聖淘維尼島與亞特蘭提斯大陸 
  相連結, 後來亞特蘭提斯大陸因受神罷而沒入海底，令這個源遠的傳說為小島蒙上一層 
  神秘的面紗。 

酒店餐廳 島上自費 

當地餐廳 

或 

當地酒店 

聖淘維尼島 

連住兩晚 

Costa Grand Hotel  

或四星同級 

6 
聖淘維尼島．全日自由活動  
Santorini．Whole day Free For Leisure 

酒店餐廳 島上自費 島上自費 

7 

聖淘維尼島~~ ~~(乘高速快船約 3 小時)#註 9．米可諾斯島． 

自由活動 或《自費-米可諾斯環島遊》 
Santorini ~ By High Speed Boat (around 3 hrs)#9．Mykonos．Free For Leisure or

《Optional Tour - Mykonos Island Tour》 

米可諾斯島:島上最具特色的是其獨特風格建築房屋，潔白如羽毛的白牆和五彩鮮豔的門 

  窗、陽臺，獨具一番風味。島上還有幾座潔白神聖的教堂、博物館，感受希臘濃郁的宗 
  教氣息和民俗文化 

酒店餐廳 島上自費 

當地餐廳 

或 

當地酒店 

米可諾斯島 

連住兩晚 

San Antonio 

Pending 

或 Three Shades 

或四星同級 

8 
米可諾斯島．全日自由活動 
Mykonos．Whole day Free For Leisure 

酒店餐廳 島上自費 島上自費 

9 
米可諾斯島~~ ~~(乘高速噴射船約 3 小時)#註 9．雅典．民族歌舞晚宴 

Mykonos．By Sea Jet (around 2 hrs)#9． Athens．Greek Folklore dance Show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希臘民族 

歌舞晚宴 

雅典 

Athenaeum Place 

或四星同級 

10 

雅典．阿克波里斯山．丘古衛城．巴特儂神殿(UNESCO)．外觀拍照: 

(宙斯神殿．哈德良拱門．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會場．憲法廣場． 

國會大廈．無名戰士紀念碑．雅典大學及學院)．雅典   伊斯坦堡 
Athens．The Acropolis．Parthenon． Photo Stop: (Temple of Zeus．Hadrian's Arch 

Pan Athenaic Olympic Stadium．Syntagma Square．The House of Parliament．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Athens Academy and the University)． 

Athens  Istandbul 

巴特儂神殿:是古希臘雅典娜女神的神廟，興建於公元前 5 世紀的雅典衛城。這座神廟曆

經兩千多年的滄桑之變，還可以看出神廟當年的豐姿。 

酒店餐廳 精選中菜 
機場客運 

大樓自理 
航機上 

11 
伊斯坦堡  香港   Istanbul Hong Kong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行程至此完畢，祝君旅途愉快 ! 
航機上 抵港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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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航空航班資料 飛行時間 

  
第 1 天 香港  伊斯坦堡 TK071 23:00  / 05:25 約 11hrs 
第 2 天 伊斯坦堡  塞薩洛尼基 TK1881 07:25  / 08:45 約 1hr 
第 10 天 雅典  伊斯坦堡 TK1844 22:25  / 23:55 約 1.5hrs 
第 11 天 伊斯坦堡  香港 TK070 01:35  / 17:05 約 10hrs 
 

香港..….…. ●---約 2.5hr----約 3hr ----約 2hr --- ---- 約 5 小時----- ----約 3 小時--------約 3 小時-----…. .……香港 

       塞薩洛尼基     卡蘭巴卡   德爾菲       雅典           聖淘維尼島           米可諾斯島         雅典 

※以上航行時間是以正常情況下作為計算標準，全以整數為單位，只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改,均以茶會時為準※  ●途經城市  住宿 1 晚     住宿 2 晚 

備註項目 
1. 航班安排：團隊安排乘坐《土耳其航空》 
2.     團費及稅項：有關收費詳情請參閱行程單張或向櫃檯職員查詢，團費並不包機場稅、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費、機場旅客保安費及本社行政費用等，團費並以報名時為準。 
3. 停留須知：請參閱「地中海線停留細則」。 
4. 行程安排︰航班有可能更改，以航空公司安排作準；酒店、膳食及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顧客參與既有行程活動或自費活動時，須遵守工作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自行衡量身體狀況、活動內容等以評估參加與否。顧客須自行承擔一切責任後果，如有疑問 
可自行向醫生或專業人士尋求意見。既有行程活動或自費活動於當地有不同之限制，顧客有機會未能參與。如因當地條件、天氣或緊急維修或其他不受控之情況下 
而未能進行活動或顧客因當地限制未能參與，本公司不會作出任何賠償。 

5. 旅遊綜合保險：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6. 附加條款：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附件上之條款。而簽證、延期停留及自費活動之資料，請參閱有關須知及細則，如欲申請停留， 
     請參閱「地中海停留細則」(如適用)。 
7. 服務費包括：全程服務費為 HK$1540(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之全程服務費)，團員可於出發前於各分行繳交，或於完團前由領隊/導遊

個別向團員收取；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新服務費將於 4 月 15 日出發起生效(全程服務費為 HK$1650) ，如 3 月 14 日或以前已報名之客人將按照舊有服務費收取；
而 3 月 15 日後報名之客人將按新服務費收取。 

8. 凡單數組合及單人報名，最終未能夾房者，必須交單人房附加費，客人不得藉詞退出。 
(註: 單人房附加費必需於報 名時預先繳交,而最終可安排夾房,已繳交之費用將於出發前退回。) 
9. 如遇上天氣影響、船期有所更改或高速快船爆滿，將會改乘渡輪前往島嶼及雅典，因團體票價不設差額退款，一切均以當地安排為準。 
10.  香港保安局推出黃、紅、黑三色『外遊警示制度』，以評估到訪國家之風險。詳情請參閱保安局網頁：www.sb.gov.hk 或致電 (852) 1868。 
11.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責任細則補充資料※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旅行社處理退款時可收取主要交通服務供應商 
 (即航空公司、郵輪公司、火車公司)因應旅行團取消而徵收的退票及手續費，確實金額以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及本社的手續費 HK$500-HK$800。 
有關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指引，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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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自費活動項目 

地區 自費活動項目 
費用 歐羅

(EUR) 
交通及活動時間

(約) 
成行 
人數 

安排時間 
不參加者
之安排 

米可諾
斯島 

 

米可諾斯島 

環島遊 
 

Mykonos  

Island Tour 

在導遊帶領下，帶您遊遍島上的名勝：風車屋、欣賞日落白屋
教堂、世界聞名的天體海灘 Paradise Beach 或參觀酒吧街及
商店街等，讓您可感受這白屋小島的迷人風情。 

 
小威尼斯 

EUR60 
(大小同價) 

3 小時 

10-14 人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酒店休息 

EUR45 
(大小同價) 

15 人 

自費活動細則： 
1) 如行程上沒有註明自費的項目，即代表團費已包括；如行程上有註明需自費的項目，請參閱自費節目簡介。 
2) 為使團員於自由活動時間，能有更充實、更豐富之節目，本公司領隊或當地導遊可代為安排自費活動，團員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活動。 
3) 自費活動以安全為首要原則，倘因客觀或非控制因素而導致活動須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有權按實際環境及因應時間而作出適當安排。 
4) 自費活動收費按活動性質訂定，收費涵蓋之服務範圍請向導遊查詢（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司機超時工作等）。如活動需額外導遊或職員，小費可隨心意打賞。 
5) 小童收費根據當地標準（包括歲數、高度等）訂定。 
6) 此自費活動表僅供參考，價格或活動內容如有任何更改，均以當地所訂為準。 
7) 團員應因應個人身體狀況、年齡而選擇參與自費活動；如有任何意外，責任須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8) 由於部份自費活動之安排須視乎成本，地理因素及其他基本行程等配合，因此必須所有團員參與方可安排，團員不得異議，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9) 自費活動表已註明最少限制參加人數，若參加該活動人數未達最少限制人數，團員則須攤分有關費用，方可安排。 
10) 若團隊出發人數不足自費項目表所註明之最少限制參加人數，只須全團參與該自費活動，領隊或導遊亦可代為安排，不須攤分有關費用。若未能全團參加則按上列等 9 點

之做法，須按自費活動表中列明之收費攤分有關費用，方可安排此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