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亚小镇

风车

圣托里尼

Tour Code: 8EGS

8天6晚
希腊•爱琴海浪漫游
～米科诺斯 & 圣托里尼

费拉镇

雅典, 德尔斐, 卡兰巴卡, 米科诺斯, 圣托里尼

希腊

Delphi

希腊

喀兰巴卡

德尔菲

雅典

圣托里尼

米科诺斯



● 雅典卫城在希腊古代遗址中，最有名的当属建造于雅典黄金时期的
卫城。2000多年以来，雅典卫城一直是雅典市最壮美的风景。战争
的破坏，宗教的亵渎，文化的掠夺，这一切都无法减弱它的魅力。
在卫城这块废墟里埋藏着希腊黄金时代的理想，苏格拉底的哲学，
和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作为古希腊建筑的代表作，雅典卫城达到
了古希腊圣地建筑群、庙宇、柱式和雕刻的最高水平。

● 帕那辛纳克体育场又称为Kallimarmaro，中文亦译泛雅典运动场，
是一座位于希腊雅典的马蹄型体育场，亦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部利
用大理石兴建的大型体育场。它在古希腊时期主要用来举办纪念雅
典娜女神的泛雅典运动会，直到1896年为了举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会而进行重建。2004年，第二十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再
一次于希腊雅典举行，帕那辛纳克体育场成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及
射箭比赛的比赛场地。

雅典

● 阿拉霍瓦位于希腊大陆南部的帕尔纳索斯山山脚，静谧地俯瞰着德
尔斐山谷。这里只有一条盘山公路，交通很是闭塞，但也正因如此
这里才保留了许多希腊的传统，从服饰到舞蹈到饮食，让人一窥希
腊人的本质。到这里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圣路加修道院，这个修道
院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建筑，优雅的马赛克镶嵌画是这里最有名的
古迹。

阿拉霍瓦

● 阿波罗神庙又称德尔斐遗址，由于历史影响深刻，将古希腊建筑风
格凸显，更是反映了古希腊的信仰为后世留下了众多了解历史的线
索。它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巴赛市。它是公元前6世纪由暴君
Lygdami所建立的，但由于工程太过浩大艰巨，一直至现在无法完
成，最后连建造神庙的大理石都被改变用途去建城堡了。

德尔斐

精简行程
遗产 文化 家庭 风景 休闲 购物

吉隆坡  雅典 
(14小时++)  (机上用餐/晚餐)第1天

雅典 - 德尔斐 (185公里 2小时25分钟) 
- 卡兰巴卡 (231公里3小时10分钟) (早/午/晚餐)

●  阿拉霍瓦 (拍照)

●  阿波罗神庙 (参观)

●  雅典金库 (拍照)

●  剧院 (拍照)

●  体育馆 (拍照)

第2天

卡兰巴卡 - 迈泰奥拉 (3公里7分钟) 
- 雅典 (354公里4小时20分钟) (早/午/晚餐)

●  迈泰奥拉(参观)

●  列奥尼达雕像 (拍照)

第3天

●  雅典卫城 (含入门票) 

 (帕特农神庙, 厄瑞克忒翁神庙, 雅典娜胜利神庙)

●  帕那辛纳克体育场 (参观)

●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 (路途经过)

●  哈德良拱门 (路途经过)

●  议会厅 (路途经过)

●  无名士兵纪念碑 (路途经过)

●  宪法广场 (路途经过)

●  雅典科学院 (路途经过)

●  雅典大学 (路途经过)

●  国家图书馆 (路途经过)

雅典 - 米科诺斯 (乘搭快艇) (早/午/晚餐)

●  风车(参观)

●  小威尼斯 (参观)

●  马托亚尼街 (逛街)

第4天

米科诺斯 - 圣托里尼 
(乘搭快艇) (早/-/晚餐)

●  伊亚小镇 (步行游览)

第5天

帕特农神庙, 雅典卫城 帕那辛纳克体育场 阿波罗神庙



米科诺斯

● 风车阵是米科诺斯岛的标志性建筑，由五座基克拉泽式风车组成，
建于16世纪，屋顶用茅草覆盖。在风速强劲的米科诺斯岛，风车原
本是用来磨麦的，不过现在已经停止使用，变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线，在夕阳的照耀下呈现出一派祥和的乡野宁静生活景象。因为景
点位于米科诺斯岛的半山，所以在这里可以俯瞰全市美景，将爱琴
海上的海鸥以及岛上独具特色的白屋尽收眼底。

● 小威尼斯是米科诺斯的骄傲。它位于岛的中心地带，是一列建在沙
滩边海岸上的小房子，近海边的多是餐厅或咖啡馆，海水浸没了房
子的基石，几乎漫到了地平面，类似威尼斯的水边建筑而得名“小
威尼斯”，它也成为米科诺斯的地标之一，也是米科诺斯看落日的
最佳地点。

● 马托亚尼街是米科诺斯产品和传统希腊美食的市场。 有商店出售昂
贵的珠宝品牌以及由本地和世界顶级设计师设计的手工珠宝、服装
和鞋子，还有许多纪念品商店。 狭窄的街道上摆放着当地制作的艺
术品、手工艺品和装饰品。 出售着独特物品、古董和当地材料制成
的物品的商店和精品店遍布各个角落。 这条街上还有画廊、咖啡馆、
餐馆、食品摊，甚至还有酒吧可供参观。

圣托里尼

● 伊亚是希腊南爱琴大区圣托里尼岛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位于该
岛的西北端，沿着火山口的北部边缘延伸约2公里，海拔70-100米。
伊亚小镇地处希腊的王冠圣托里尼岛，是岛上最耀眼的明珠。伊亚
小镇有着全世界最著名的日落、最漂亮的教堂、最迷人的白色小屋。

● 费拉镇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位于岛的西岸。费拉镇是圣托里尼岛
的商业和旅游中心，酒店、餐厅和咖啡馆依火山断崖而建，白色的
房屋高低错落、层层相连，教堂的穹顶如同爱琴海的蓝色海水，形
成独特的人文景观。

●  圣托里尼岛游
●  皮尔戈斯传统村庄 (路途经过)

●  普诺菲提斯山修道院 (拍照)

●  黑沙滩 (拍照)

●  红沙滩 (拍照)

●  费拉镇 (步行游览)

圣托里尼 (早/午/晚餐)第6天

圣托里尼     吉隆坡 
(13小时50分钟++) (早/机上用餐)第7天

第8天 抵达吉隆坡

免责声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当地/ 宗教节日, 公众假期, 天气状况, 交通等情况, 自然灾害, 必要时黄金旅程保留对行程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景点游览顺序) 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
会或否事先通知。 
备注：如果旅游行程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 将不予退款或更换。图片仅供参考。

两程快艇 (雅典 - 米科诺斯) & (米科诺斯 - 圣托里尼)

探索雅典卫城最杰出的古建筑群

参观泛雅典体育场,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举办地

到著名韩剧《太阳的后裔》中看到的阿拉霍瓦村
参观 

在马托亚尼街享受购物乐趣

游览以壮丽日落闻名的伊亚小镇

探索岛上最大的城镇费拉，也是希腊最美丽的
景点之一

旅游亮点

雅典   X 2 晚
卡兰巴卡  X 1 晚
米科诺斯  X 1 晚
圣托里尼  X 2 晚

4星级酒店或同级酒店 (6晚)

6美式自助早餐/ 4 午餐/ 6 晚餐
当地餐与中餐为主

阿拉霍瓦 米特奥拉 红沙滩

● 迈泰奥拉位于希腊中部，是东正教修道院中最大、最陡峭的建筑群
之一，其重要性只仅次于阿索斯山。它位于希腊中部色萨利平原的
西北边缘，靠近皮尼奥斯河(Pineios)和品都斯山脉，最近的城镇为
卡拉巴卡（Kalabaka）。当中有24座寺院（其中6座为完好）矗立
在天然的砂岩支柱上。 1988年，迈泰奥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为复合遗产。

卡兰巴卡



希腊

旅游资讯

希腊 : +30欧元 1 : RM 4.90

230伏特， 50赫兹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月 - 5月 6月 - 8月 9月 - 11月 12月- 2月
 10°C- 25°C                    28°C- 37°C                  8°C- 20°C -5°C- 11°C

货币
欧元 : (EUR)

信用卡

致电信用卡中心，以延长你的信用卡额度
*许多信用卡在希腊通行.

拨号代码

时差

电压

(4月 – 9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5小时
(10月 – 3 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6小时

插头

行李托运

货币兑换率

气候

飞机型号

 A320 A330 Boeing 777

ICE HOLIDAYS SDN BHD 
(230643-X) KPK/LN:2441

Operated By

出发日期：    航班行程：

团费：    机场税及燃油附加费：

小费：    旅行社代收费：

签证：    旅行保险：

     总数:

每人只限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的手提
行李上机, 以及托运行李不超过20公斤

Travel Agent:

C型(2脚) F型(2脚)

*请自带多功能插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