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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藍白迷情‧愛琴海四島‧希臘深度 17 日之旅
【希臘深度攝影之旅，滿足您的旅遊知性與攝影創作】
希臘藍白迷情，她是一個如詩如畫的國度！希臘民族昔日「天才」的光環，雖已褪去了光彩，但她豐
富的文化傳承，堪稱人類精神文明的寶藏。其燦爛的陽光、澄淨的天空、湛藍的海洋，仍不停細語傾
訴，向造物主發出千古不易的讚歌。
＜UNESCO W.H.＞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UNESCO W.H.-1988)梅泰奧拉修道院：意為『懸在半空中』，位於巨岩、峭壁的修道院，彷彿

與地隔絕。


(UNESCO W.H -1989)奧運會發祥地：奧林匹亞考古遺址，奧林匹亞自西元前 11 世紀漸發展到西

元前八、九世紀時的古希臘各國參與之盛會，現今奧運聖火也是到奧林匹亞遺跡點火。


(UNESCO W.H -1989)米斯特拉古跡及博物館：其夢幻般的典型拜占庭古城，如置身中古世紀。



(UNESCO W.H -1988)耶比達路斯考古遺址：原本祭拜太陽神阿波羅的神殿西元前四世紀時改由

希臘神話中阿波羅與 Coronis 所生下的醫藥神 Asclepius 取而代之。西方世界之以蛇形做為醫學標誌
乃源自這座神殿。附近山坡上建造的半圓形劇場，石灰石材質觀眾席可容納一萬四千人。
＜天海一色 海島風情＞


密克諾斯島：以花崗岩或片麻岩所築的小屋和基克拉澤斯式風車；在藍天豔陽的交織下，構築成

繽紛亮麗的威尼斯圖像。(拍攝愛琴海的晨曦景象及風車區動人的夕照)


提洛斯島：古希臘傳說中太陽神阿波羅的出生地，古跡雲集。藍天下之孤寂獅子。



聖托裏尼島：愛琴海最迷人的火山島柏拉圖筆下高度文明古國。島上北部的知名小鎮—伊亞藝術

村，是臨海崖而建的白色山城，石洞穴屋為當地的建築特色，地中海式建築美學呈現在您眼前。(伊
亞--崖頂拍攝著名之日落美景)(費拉區--拍攝落日美景之最佳地區)


克裏特島：希臘神話中米諾斯王的迷宮。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費

出發日期

2017.9.22

---------------------------------------------

商務艙追加

單人房追加

訂金

報名截止日

出發前

天

01. 台北  杜拜
班機：EK367 TPE/DXB 23:35/04:15+1 (8H40M)
晚間搭乘豪華客機，前往夢中的神話國度─希臘。夜宿機上。
02. 杜拜  雅典
班機：EK209 DXB/ATH 10:50/15:30 (5H40M)
班機於下午抵達雅典。前往餐廳用餐，一覽衛城美景。
＜旅館＞5★Wyndham Grand Athens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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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雅典→83KM 科林斯運河→40KM 麥錫尼→134KM 斯帕提
★科林斯運河：在堅硬地質的地峽中切割巨石造出 6 公里長、23 公尺寬、垂直高達水面 90 公尺的運
河，由法國工程公司自西元 1883 年施工迄 1893 年七月完成。
★耶比達路斯考古遺址 (UNESCO W.H -1988)：原本祭拜太陽神阿波羅的神殿西元前四世紀時改由希
臘神話中阿波羅與 Coronis 所生下的醫藥神取而代之。附近山坡上建造的半圓形劇場，石灰石材質觀
眾席可容納一萬四千人。
★麥錫尼，其殘留遺跡中出土的城牆、城塔、宮殿、Atreaus 的寶庫以及 Clytaemenestra 的墳墓。而最
著名的獅子門是歐洲最古老的紀念碑雕塑，傳說它是被邁錫尼這位傳奇的國王的最外面一層武器。
＜旅館＞3★Hotel Menelaion 或同級
(伯羅奔尼撒半島)
希臘南部半島歷史文化豐富，風景各有特色。聚集在東北角的一些古代遺址，包括艾帕迪奧斯劇院、
柯林斯和梅加洛波里。神秘的拜占廷城市米斯特拉斯 Mystras 位於 Taygetos 山的山坡上。走過蜿蜒的
小徑和台階便會來到荒廢了的宮殿和佈滿壁畫的教堂。
04. 斯帕提→8KM 米斯特拉→166KM 奧林匹亞
★米斯特拉古跡及博物館；其夢幻般的典型拜占庭古城。漫步曲折的古巷街衢，古色古香的房舍、宮
殿、教堂直如置身中古世紀。隨後，前往奧運會發祥地〜奧林匹亞，奧林匹亞自西元前 11 世紀逐漸
發展到西元前八、九世紀時的古希臘各國參與之盛會，現今奧運聖火也是到奧林匹亞遺跡點火。
＜旅館＞4★Hotel Europa 或同級
05. 奧林匹亞→248KM 德爾菲
★奧林匹亞考古遺址(UNESCO W.H -1989)，參觀宙斯神殿、希拉神殿以及競賽場 Stadium。奧林匹亞
是希臘南部平原的一個城市，位於伯羅奔尼撒的西北。是古代厄利斯用以祭拜宙斯的宗教中心，又是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遺址。其中由菲迪亞斯所作的奧林匹亞宙斯神像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午餐後，
行經小達達尼爾海峽，前往德爾菲。
＜旅館＞4★Hotel Nafsika Palace 或同級
06. 德爾菲→228KM 卡拉巴卡
德爾菲(UNESCO W.H.-1987)，參觀有「大地的肚臍」之稱，而被視為世界中心的古鎮，舉目所見特
殊的環境景觀與保存完善的遺跡將讓你印象深刻，而鎮上的建築多散落在山丘斜坡上，可以遠眺科林
提亞科斯灣的秀麗景緻，將參觀音樂與藝術之神阿波羅聖域、競技場、雅典娜聖域..等景點。午餐後，
前往梅泰奧拉。傍晚，停車拍攝西段區之聖尼科勞阿那帕夫沙修道院及黃昏美景。
＜旅館＞4★Divani Meteor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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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卡拉巴卡→梅泰奧拉→卡拉巴卡
★當地最大的美加洛米特歐拉修道院，★參觀以 16 世紀濕壁畫著稱的魯沙奴修道院，隨後，安排攝
影師常健行拍照之路段〜聖特里亞修道院、聖斯戴方諾修女修道院、瓦爾拉姆修道院、梅泰奧拉修道
院，14 世紀時許多修道院建造在峭立巨岩上端彷彿懸浮於半空中之聖三位一體修道院 (007 電影在此
拍攝處)。
(梅泰奧拉)
梅泰奧拉 (UNESCO W.H.-1988)，其意為『懸在半空中』是世界歷史遺產第 67 號，一座座位於巨岩
與峭壁的修道院，彷彿與地隔絕，此區總計原有二十四座修道院，現今仍有 5 座有人居住。初期前往
修道院必須借助拆卸組裝的長梯才可爬上去，後來僧侶改用槓桿式的絞盤吊籃把自己拉上去，而這種
方法一直沿用到 1920 年。參觀著名的世界奇觀之一，修道院建築於天際間如同橋樑般的巨石群，是
希臘正教全心全意、祈禱冥想的修道士夢寐以求的修行處所。入內
＜旅館＞4★Divani Meteora 或同級
08. 卡拉巴卡→352KM 雅典
早餐後，行經三百壯士紀念碑。抵達雅典後，市區觀光，憲法廣場：這個方形廣場盡是小攤子和咖啡
座，因紀念 1843 年頒佈憲法而名。奧林匹克運動會場：1896 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場址，入口處有四
塊石碑，其中刻有歷屆奧運會舉行的年份和城市。哈德良拱門、奧林匹克宙斯神殿遺跡。隨後享受購
物之樂、以憲法廣場為中心的商店，有珠寶、皮毛、皮革製品、皮鞋等高級商店為主、由憲法廣場向
西便是 Ermou 街，又稱「女性街」，以婦女飾品店為主、憲法廣場向東是 Voukourestiou 街也是著名
的購物街。
＜旅館＞5★Wyndham Grand Athens 或同級
09. 雅典－密克諾斯島< 展開愛琴海列島黃昏美景之旅 >

預計船班: 07:30/12:45

上午搭乘渡輪前往〜密克諾斯島，是世界旅人度假的最愛，它具有歐洲都會的時髦迷人氣質，又有愛
琴海藍天白屋風車的輕鬆悠閒，優質海灘和緩坡山崖更是美麗動人，漫步欣賞於港口的漁船、豪華遊
艇，和負載著籃子緩步走在山坡道的驢子、不怕生的鶙鵠鳥，體會著密克諾斯島的雅典與其濃厚的海
島風情，而且，以花崗岩或片麻岩所築的小屋和基克拉澤斯式風車，皆年年以石灰重新塗刷，漫步像
迷宮狹窄交錯的市區街道，在藍天豔陽的交織下，構築成繽紛亮麗的威尼斯圖像。
(拍攝愛琴海的晨曦景象及基克拉澤斯式風車區動人的夕陽)
＜旅館＞4★Leto Hotel Mykonos 或同級
10. 密克諾斯島→提洛斯島→密克諾斯島
早餐後，搭乘渡輪前往〜★提洛斯島，Delos 是古希臘傳說中太陽神阿波羅的出生地，上面古跡雲集，
至今仍不允許遊人居住，而最美的藍天下獅子遺跡，是攝影家之最愛，亦是提洛斯島之明信片代表。
據說阿波羅神出生在基克拉迪群島的提洛斯島。提洛斯原來是海神波塞頓從海底浮於水面上的花崗岩
小島，後經過風神的吹送，飄到基克拉迪群島海域一帶。當時主神宙斯的愛妾萊托即將臨產，心存嫉
妒的天后希拉，派出一條蟒蛇前往迫害萊托，讓她沒有安定之地進行生育，萊托為了躲避妒心重的希
拉的逼迫害，不得不漂泊四方；據說在希臘文中，萊托的名字 Leto 即（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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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4★Leto Hotel Mykonos 或同級
11. 密克諾斯島→聖托裏尼島

預計船班:

搭乘渡輪前往愛琴海最迷人的火山島柏拉圖筆下高度文明古國〜聖托裏尼。是希臘最美麗的島嶼，每
年數以萬計的旅客前來見識那個注了海水的火山噴口，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噴發口，加上藍穹頂、
白牆壁和黑沙灘，組成一幅美得難以置信的風景。傍晚前往島上北部的知名小鎮—伊亞藝術村，欣賞
日落伊亞是臨海崖而建的白色山城，石洞穴屋為當地的建築特色，將淋漓的地中海式建築美學呈現在
您眼前。(伊亞--崖頂拍攝世界著名之日落美景)
＜旅館＞4★Hotel El Greco 或同級
12. 聖托裏尼島
聖托里尼古名為希拉，是基克拉澤群島中最南邊的一座島，面積 73 平方公里。島上總人口數約為 7000
人。這座歐洲著名的渡假島，一到旅遊旺季島上人口就激增十倍，可以說是希臘遊密度最高的島嶼之
一。要深入瞭解這個島嶼與不同的歷史背景，可以到位於首城的費拉，漫步於費拉舊港灣與舊市街。
(宿費拉區，並拍攝落日美景之最佳地區)。
＜旅館＞4★Hotel El Greco 或同級
13. 聖托裏尼島－克裏特島預計船班: 17:00/18:40
搭乘渡輪前往〜赫拉克里昂，克裏特島的首邑及主要商港，愛琴海最南面的皇冠，它是諸多希臘神話
的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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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琴海最大的島嶼，
面積 8305 平方公里，也是地中海第五大島嶼，米諾斯國王在島上開建了米諾安文明劃開了西洋文明
之始，後來希臘文明、拜占庭、羅馬及鄂圖曼土耳其文明，皆受其文明的洗禮。
＜旅館＞5★ Atlantis Hotel 或同級
14. 克裏特島－雅典

預計船班: 21:30/06:00+1

驅車前往赫克里昂市區五公里外的★科諾索斯王宮，1900 年由亞瑟伊凡所發掘並修復，據信這座宮殿
就是希臘神話中米諾斯王囚禁牛怪的迷宮以及古米諾安文化的中心。午餐後，於著名的赫拉克里昂觀
光，它曾經是 Minoan 文明歷史遺址的小沿海村莊，該村莊風景如畫，處處自然風光，並且擁有多處
考古勝地和歷史遺跡，吸引著各地的遊客，雖是現代化的城市，內部卻有著迷宮般複雜的舊威尼斯式
的房子，漫步其中，偶爾才會遇到些能提醒你這是二十世紀的東西。21：30 搭乘渡輪返回雅典。
＜旅館＞夜宿船上（2 人外艙）
15. 雅典
上午抵達雅典後，參觀★衛城-阿克波里斯 (UNESCO W.H.1987)—首先欣賞 Benule Gate 門：座門和山
丘的階梯都是羅馬時代的建築、衛城前門：這座門通往阿克波里斯的聖殿，門分三部份：由左至右為
北翼、中央樓及南翼、雅典娜勝利女神殿：也稱無翼勝利女神殿，雅典娜是希臘神話中的智慧、技藝
與戰爭女神，她與海神波塞頓爭奪雅典獲勝，成了雅典的保護神、Artemis Brauronia 神殿、巴特農神
殿：為阿克波里斯山上最負盛名的一層建築，更是舉世聞名的古代七大奇觀之一。以奉祀雅典守護女
神雅典娜而聞名，也是多利亞式建築中無與倫比的極品，完成於西元前 432 年。每根石柱均向內微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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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存建築中最具均衡美感的創作。瞭望臺：此處欣賞到雅典市區，及拍攝巴特農神殿的正面全景。
下午前往位於雅典南方 70 公里海岸邊的★蘇尼恩海岬此處以留有拜倫親筆簽名於白色大理石柱的波
塞頓神殿及美麗景致的愛琴海美麗的碧海風光而聞名。
＜旅館＞5★Wyndham Grand Athens 或同級
16. 雅典  杜拜
班機：EK210 ATH/DXB 18:80/23:40+1 (4H40M)
參觀★國立考古學博物館：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希臘博物館，包括新石器時代到拜占庭時代的文物。
有西元前七世紀時古神殿頂下的三角楣雕刻，有獅子打敗雄牛大快朵頤的雕刻。有雅典娜女神迎接崇
拜者並接受進獻的情景。有雅典古神殿的雕刻，及壺類的展示。有公元前六世紀的雕刻作品，像「克
里特的少年」、「沈思的雅典娜」、「有翼的勝利女神」等：表情柔和而有古典韻味，肌肉線條刻畫
得莊嚴有自信、流暢而不生硬。有巴特農神殿頂部的三角楣雕刻。第八室展示巴特農神殿的裝飾、圍
繞有翼勝利女神神殿扶手壁上的浮雕。海拔 273 公尺的利卡維多斯山丘是雅典的最高點，與衛城彼此
相對望，形成著名的景觀。
＜旅館＞夜宿機上
17. 杜拜  台北
班機：EK366 DXB/TPE 03:40/16:20 (8H40M)
今日班機於下午抵返國門，結束此次的古典浪漫之旅。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 護照正本。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連絡電話：02-2500-0585
行者無疆旅行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FB 粉絲專頁連結 / Google+連結 / Youtube 影片連結
Line@ ID : @spirittour / 微信 ID : spiritpeter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Tel: 02-2500-0585 http://spiri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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