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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會後旅遊 

L 團:希臘浪漫雙島密克諾斯.聖托里尼 六天五夜 

2023/4/17~4/22 

每位團費 NT$69,900 (兩人一室)，20 人成團。 

 

浪漫安排希臘愛琴海中名氣響亮的美麗雙島： 

    密克諾斯島：藍白之島(天體營的國度)。 

    聖托里尼島：柏拉圖理想國與夕陽之島(欣賞地中海日落最美的地方)。 
 

1. 聖托里尼腹地大且又是基克拉澤斯群島中最熱門的觀光島嶼，特此我們安排搭乘專車遊。 

2. 餐食再升級：這趟旅程，除了感受藍與白的的夢幻極致外，在密克諾斯島上我們於小威尼斯區濱海餐廳裡

享用鮮魚龍蝦花枝海鮮拼盤(值 50 歐元)，從餐廳可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拉澤式風車，在夕陽中最是美麗。 

3. 漫遊大城小鎮，輕鬆且悠閒：聖托里尼島(2 晚)＋密克諾斯島(1 晚)+雅典(2 晚) 

4. 團費包含行程中的機票：4/17 巴黎/雅典+4/21 聖托里尼/雅典。 

團費不包含 4/13 台北/巴黎+4/22 雅典/台北國際段來回機票。 

 

★門票或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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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請注意: 4/17 巴黎雅典航班規定每人攜帶行李限一件。 

行程簡表 

天數 日期 行程地點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4/17 

(一) 

參考航班: A3-611 巴黎(PAR)雅典

(ATH) 11:05/15:15 

雅典機場接機～雅典市區遊～ 

敬請自理 簡餐 
當地 

特色料理 
雅典當地酒店 

2 
4/18 

(二) 

雅典→ 愛琴海之旅～<搭乘快船>～ 

密克諾斯島～希臘印象 
飯店內 

海景 

希臘特色餐 

小威尼斯區

海鮮餐 

San Marco hotel  

或同級 

3 
4/19 

(三) 
密克諾斯島～<搭乘快艇>聖托里尼島 飯店內 

當地 

特色料理 

景觀特色 

餐廳 

Hotel Majestic 

或同級 

4 
4/20 

(四) 

聖托里尼島～<搭乘纜車>舊港<搭乘

驢子>景觀餐廳～酒莊～黑海灘

Karari Beach～亞特蘭提斯的落日 

飯店內 
愛琴海 

景觀餐廳 
藝術村餐廳 

Hotel Majestic 

或同級 

5 
4/21 

(五) 

聖托里尼<搭機>雅典～國會大廈／奧

林匹克競技場／雅典學院／雅典大學

／圖書館 

飯店內 中式料理 海鮮餐 
Crowne Plaza Hotel 

Athens或同級 

6 
4/22 

(六) 

雅典市區觀光～漫步布拉卡區→前往機

場搭乘參考航班(土耳其航空)飛往伊

斯坦堡(轉機)台北或僑居國(+1) 

飯店內 中式料理 
西式 

三道式 
夜宿機上 

*行程內容以行前說明資料為主。 
*觀光行程、餐食、住宿飯店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感謝您的諒解。 
*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另外若因離隊其所衍生之交通費用需自費處理。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 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門票已按團體優惠價核算，故年長者及孩 童價差不另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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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 1 天

4/17(一) 

參考航班: A3-611 巴黎(PAR)雅典(ATH) 11:05/15:15 

雅典機場接機～雅典市區遊 

今日行程於巴黎開始～早上搭機前往雅典，班機預計下午抵達後開始雅典市區遊~ 

【雅典 Athens】希臘首都，記載於冊的歷史長達 3000 多年，被譽為“西方文明的搖籃”，是歐洲哲學的

發源地，對歐洲以及世界文化產栺過重大影響。 

當晚入住雅典當地酒店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簡餐 (晚餐)當地特色料理  

住 宿： 雅典當地酒店  
 

第 2 天 

4/18(二) 
雅典→愛琴海之旅～<搭乘快船>～密克諾斯島～希臘印象  

今日安排開始一趟浪漫愛琴海之旅，首先前往搭乘★快船前往密克諾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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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均以石灰重塗刷，成為此地的特色，也是全世界人們對愛琴海的印象，而此

地曾海盜橫行，鎮上的整體設計是以防禦式的網狀排列組成的。屋前的空間和街道是室內空間的反轉和延續，

居民在這裡讀書看報，乘涼閒談，一派悠閒，街道彎曲迴轉宛如迷宮，兩側亮白色建築中，卻隨時藏有意外驚

喜，一會兒是瞪大眼睛對著你瞧的貓咪，一會兒是妝點得繽紛精巧的小花圃，一會兒又是獨具特色的商店……，

您可千萬別錯過恣意遊走在街道的樂趣。 

傍晚時分來到小威尼斯區，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拉澤式風車，風車攪動著海風，迎面催吹來好似暢快，而夕陽更是

美到不可思議。這裡是一個昂貴卻又頹廢的小島，曾經是為愛琴海的同性戀中心，因而聲名大噪，紛擁來到密克諾

斯島，尋求精神的解放，享受島上各種聚會與夜生活，今晚您也可來嘗試體驗當地著名的夜生活喔！ 

密克諾斯的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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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神遺落在希臘愛琴海的兩顆鑽石，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依山傍海，懸崖直切入海，自行租車開車前往

固然自由，但因懸崖峭壁多及不熟悉地形，往往易發生意外。因此，為了您的安全及節省等車的時間，我們不

省成本，特別安排由領隊帶領坐車前往天堂海灘。 

天堂海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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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距離：雅典－(150km 約 4～5 hr) 密克諾斯島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 海景希臘特色料理 (晚餐)小威尼斯區海鮮餐  

住 宿： San Marco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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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4/19(三) 
密克諾斯島～<搭乘快艇>聖托里尼島  

今日離開密克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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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距離：密克諾斯島－(150km 約 3~4.5 hr)聖托里尼島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當地特色料理  (晚餐) 景觀特色餐廳 

住 宿： Hotel Majestic 或同級 

第 4 天

4/20(四) 

聖托里尼島～<搭乘纜車>舊港<騎乘驢子>景觀餐廳～酒

莊～黑海灘 Karari Beach～亞特蘭提斯的落日  

今日安排搭乘★纜車至舊港（高空眺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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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午，

領隊將帶領大家搭專車前往半山腰的景觀餐廳用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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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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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A 物語~全世界最美的夕陽:(特別安排專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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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纜車、騎乘驢子。 

專車前往:伊亞、酒莊、黑沙灘。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愛琴海景觀餐廳  (晚餐)藝術村餐廳 

住 宿： Hotel Majestic 或同級  

第 5 天

4/21(五) 

聖托里尼<搭機>雅典~國會大廈／奧林匹克競技場／雅典學院／

雅典大學／圖書館 

今早飛機抵達雅典後繼續進行未完成之行程◎國會大廈前的憲法廣場並觀看衛兵交接及◎奧林匹克運動、行車

遊覽宙斯神殿遺蹟。隨參觀◎奧林匹克競技場 Athens Stadium —1896 年舉行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而聞名的競技場，其歷史可回溯至西元前 331 年的泛雅典大會。當初競技場十分簡陋，直到羅馬時代才演變

至擁有大理石的觀眾席，但因天災人禍而毀壞，1895 年在希臘富豪的贊助下才又恢復壯觀宏偉的原貌。整個

運動場總長 204 公尺、寬 83 公尺，跑道一圈有 400 公尺，大理石觀眾席可容納 5 萬人，跑道是仿古的馬蹄

型。接續行車參觀大學街旁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及圖書館三大古典建築。 

安排從聖托里尼飛往雅典中段飛機。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海鮮餐 

住 宿： Crowne Plaza Hotel Athens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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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4/22(六) 

雅典市區觀光～漫步布拉卡區→前往機場搭乘參考航班

(土耳其航空 )飛往伊斯坦堡 (轉機 )台北或僑居國 (+1) 

今日全日市區觀光:首先造訪★衛城 Acropolis --矗立在高達 150 公尺高的山丘上的雅典衛城，是雅典的地標。

在古希臘，城邦文化發展興盛的地區，都會有一座衛城，古時的衛城是整個城邦內最重要的建築物群，作為祭

祀、軍事防守及市政等公共空間用途，其內的景點包含帕德嫩神殿 Parthenon Temple、衛城山門 Propylaea、

勝利女神神殿 Athena Nike Tem -ple 依瑞克堤翁神殿 Erechtheion Temple 等。★國家考古學博物館—收藏

了希臘所有古代遺跡的精華，愛情海上重要的史前文明、邁錫尼遺跡等生動的古物教材在館內完整呈現。 

午後可漫步於布拉卡區及各大名品商店中，在街頭感受雅典的獨特風味。收拾愛琴海的記憶與行李，行程進入

尾聲，整裝前往機場。搭機經伊斯坦堡，返回台北或僑居地。 

參考航班: 

入內參觀：衛城。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 宿： 夜宿機上(隔天 4/23 抵達台北或僑居國) 

每位團費 NT$69,900 (不含國際段來回機票，兩人一室)，20 人成團。 

報名截止日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 

報名時請務必提供護照影本資料！ 

團費包含: 

▲ 專業中文領隊&當地英文導遊。 

▲ 當地旅遊巴士及專業司機。 

▲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12 歐/天。 

▲ 4/17 巴黎/雅典單程機票及 4/21 聖托里尼/雅典單程機票 

▲ 行程列表中提及之景點門票、纜車門票、船票、餐點(5 早餐+6 午餐+6 晚餐)及住宿(5 晚) 

▲ 保險 500 萬履約責任險+20 萬醫療險<依保險公司規定：未滿 14 歲以及滿 70 歲以上者，保額上限為

200 萬履約責任險+20 萬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 

▲ 上列包含費用之外的私人費用、酒水費等其餘消費 

▲ 參考航班 4/13 台北/巴黎&4/22 雅典/台北的國際段來回機票（如需訂購可另外洽詢） 

注意事項(取消條款): 

因故取消者，需以書面通知。海外台商旅行社將於報名截止後 10 天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 

若報名者在團體確認成團而於 2023 年 01 月 17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已產生的作業手續費。 

2023 年 01 月 18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20%。 

2023 年 02 月 2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50%。 

2023 年 03 月 2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75%。 

2023 年 04 月 03 日以後取消者不予退費。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承辦單位：海外台商旅行社  

★旅遊報名表發送及聯繫窗口-海外台商旅行社電話:+886-2-3322-4458#38 Ivy 李 /E-mail: iv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 Line:otcta88   

mailto:ivy@otcta.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