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遇见最美希腊（圣托里尼+克里特岛+米克诺斯三岛游）

游览国家：希腊

上下车地点：

Athens 雅典, 上团时间：14:00上团地点：雅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国际机场到达大厅A区，A

标准牌下；

Athens 雅典, 上团时间：15:00上团地点： 雅典卫城停车场（Rovertou Galli 39, Athina

117 41希腊）（请注意：雅典卫城上团的具体时间需自行提前和导游再次联系后确定）

住宿：欧洲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中文领队+自助游

行程安排：雅典-伯罗奔尼撒-雅典-克里特岛-圣托里尼-米科诺斯-雅典

 第1天雅典  

    
 行程概述  

  

下午两点接机，接机完之后开始本次希腊之旅。无论是用世俗还是用高雅的标准评判，
雅典都是兼具古代与现代魅力的城市。人潮熙然的雅典集历史与现代的色彩于一身，令
人陶醉。在这里您将在宪法广场无名英雄纪念碑前观看士兵换岗仪式，随后参观游览【
雅典卫城】（自费项目）（包括胜利女神神庙、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酒神剧
场、阿提库斯剧场）。当晚入住雅典或其周边酒店。

 

 上团地点  

  
Athens 雅典, 上团时间：14:00上团地点：雅典埃莱夫塞里奥斯·
韦尼泽洛斯国际机场到达大厅A区，A 标准牌下；
Athens 雅典, 上团时间：15:00上团地点： 雅典卫城停车场（Rovertou Galli 39, Athina
117 41希腊）（请注意：雅典卫城上团的具体时间需自行提前和导游再次联系后确定）

 

    
    



全天  

      

雅典卫城

 

胜利女神神庙

 

帕特农神庙

 

      

伊瑞克提翁神庙

 

阿提库斯剧场

 

酒神剧场

 

 

  

[雅典卫城] 
雅典卫城是凝聚着希腊人民信仰与荣耀的圣域，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为宗教政治
的中心地。雅典卫城面积约有4平方千米，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始建于公元前
580年，由一系列神庙组成，每一座神庙都有自己的神话和故事。
[胜利女神神庙] 
在希腊人心目中，雅典娜是代表着智慧、技艺与胜利的女神。胜利女神神庙有着绝佳的
战略位置，这里的景观非常壮观。神庙面朝萨拉米斯海湾的方向，那里正是希腊海军击
退波斯舰队的地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人民去掉了胜利女神的翅膀，寓意胜利将
永远伴随着雅典城邦。
[帕特农神庙] 
大气磅礴的帕特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重要的神庙，矗立在卫城的最高点，供奉的是雅
典的守护神雅典娜。重建的帕特农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雅典娜的主要神职也是战争，
因此这座神庙外侧的柱子都是多里克式，简洁大气，而内侧则是相对柔美的爱奥尼亚柱。
[伊瑞克提翁神庙] 
著名的少女柱一直被称为建筑学的奇迹，目前有五座真迹保存在新卫城博物馆，而遗失
的一座则珍藏于大英博物馆内。
[阿提库斯剧场] 
阿提库斯露天剧场修建于公元前161年，是以雅典城的捐献者的名字命名，现在是雅典音
乐节的会场。
[酒神剧场] 
酒神剧场是以酒神狄奥尼索斯之名命名，狄奥尼索斯是希腊的葡萄酒之神，代表着狂欢
与快乐。酒神剧场位于雅典卫城南侧，有两个半圆形的剧场，由门廊相连，充分体现了
古希腊人对艺术的热爱。西侧的剧场现在仍然作为夏季露天音乐会和戏剧表演的场所，
东侧的酒神剧场则作为景点向游客开放。

 

    
    

 餐饮：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住宿：雅典或其周边酒店  
    
    

 第2天雅典 伯罗奔尼撒 雅典 克里特岛（夜宿游轮）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伯罗奔尼撒，伯罗奔尼撒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城镇和历史遗迹，希腊
历史长河中的许多故事都曾在这里上演，参观【科林斯运河】、【帕拉米帝城堡】（自
费项目）和【纳普良小镇】，之后返回雅典码头，乘坐游船前往克里特岛，夜宿游船。

 

    
    

全天  

*
全程选择单人间不包括船舱住宿为单人间，船舱默认四人
内舱，有可能出现异性拼舱，如需升舱，需额外付费，
费用另询。
      

科林斯运河

 

纳普良小镇

 

帕拉米帝城堡

 

 

  

[科林斯运河] 
科林斯运河是从1881 年到 1893 年建造的，共长 6.3 千米，为此建造者将科林斯地峡的最
窄处打通。从此塞隆尼海湾与科林斯海湾之间有了一条通道。科林斯运河建成前船要航
行 400 千米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此建造者必须凿入 84 米深的岩层，运河内的水深达
八米，运河水面宽 24 米，底部宽 21 米。
[纳普良小镇] 
那普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港口小镇，希腊以前的首都。曾被誉为“
东罗马帝国的那波里”。旧市区山上的伯那米底城堡为威尼斯人在 18 世纪时所修建。 在
1829 年至 1834 年间，那普良是现代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历来的军事要塞之地。
[帕拉米帝城堡] 
 
帕拉米蒂城堡是威尼斯时期的军事要塞的杰作，座落在老城边的一块216米高的巨岩上。这
里是希腊推翻土耳其统治的第一任首都，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它的
存在，高高在上，神秘之极。它有一种力量，吸引你去一探究竟，当然登顶之后你绝对
不会失望。站在千年的古堡，一览众山晓的豪迈，豁然开朗，思绪万千。城堡可分为八
个部分（Bastion
），其中最重要也保留的最完好的是西边的圣安德鲁部，其内有圣安德鲁教堂（Agios
Andreas Bastion，St. Andrew’s Chapel
）。 要上城堡可以打车，另一种更有意思的做法是从东边入口（汽车站）登999级台阶，
虽然不容易，一旦登顶，可以将纳夫里欧老城，纳夫里欧高城，港湾，阿格斯平原以及
部分的波罗奔尼撒半岛海岸线的美景尽收眼底。城堡可分为八个部分（Bastion
），其中最重要也保留的最完好的是西边的圣安德鲁部，其内有圣安德鲁教堂（Agios
Andreas Bastion，St. Andrew’s Chapel）。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住宿：夜宿游轮  
    
    



 第3天克里特岛  

    
 行程概述  

  
早上抵达克里特岛的城市伊拉克利翁。克里特是希腊的第一大岛，是希腊古老文化中心、
地中海旅游地。当天游览【克诺索斯王宫】（自费项目）【伊拉克利翁雄狮广场】【库
勒斯古堡】（自费项目），当晚入住克里特岛酒店。

 

    
    

全天  

*游轮上不提供早餐，敬请自理。
      

克诺索斯王宫

 
 

  
[克诺索斯王宫] 
克诺索斯是克里特岛上的一座米诺斯文明遗迹，被认为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它位
于克里特岛的北面，海岸线的中点，是米诺斯时代最为宏伟壮观的遗址，可能是整个文
明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餐饮：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住宿：克里特岛上酒店  
    
    

 第4天克里特岛 圣托里尼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码头搭船前往圣托里尼岛，午餐后前往酒店登记入住，稍作休息，之后直
接前往【伊亚（Oia
)艺术村】，该处建于临海的火山断崖上，被世界旅游组织评为10佳观赏落日地点，在这
里才能欣赏到圣多里尼的“夕阳日落爱琴海”
的美丽景致。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日落的可遇不可求正是吸引情侣们，摄影爱
好者苦苦等待。游览完后，前往圣岛酒店入住。

 

    
    



全天  

      

圣托里尼OIA

  

  

[圣托里尼OIA] 
伊亚镇建立在海边的悬崖上，是圣托里尼岛第二大镇，被认为是世界上观看落日最美的
地方。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这里享受落日落的余晖，在太
阳落下的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了，太阳慢慢消失在地平线，镇上却突然变得宁静安
详。每个人脸上都突然带上微笑，安静的送走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每个人都陶醉在这
人间美景中，大家都会情不自禁的鼓掌，他们被大自然的美景折服了。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住宿：圣托里尼岛上酒店  
    
    

 第5天圣托里尼  

    
 行程概述  

  
酒店早餐后-搭乘缆车上下码头，乘船游览【火山岛】（自费项目）；前往该岛的最高处，
纵览圣托里尼岛全貌和隔海相望的活火山岛PALIA KAMENI
，前往【黑沙滩】，夜宿圣托里尼酒店。

 

    
    

全天  

温馨提示：当天请您自备泳衣。
      

圣托里尼火山岛

 

圣托里尼黑沙滩

 
 

  

[圣托里尼火山岛] 
圣托里尼火山口是一个大型的，基本上被水淹没的火山口，位于爱琴海南部，希腊
克里特岛北部120公里。水面以上可见的是环状的圣托里尼群岛，包括最大的岛屿
圣托里尼岛(锡拉岛)，周边有锡拉夏岛、阿斯普罗尼西岛，中心是卡美尼岛。
[圣托里尼黑沙滩] 
圣托里尼岛的黑沙其实是火山喷发时候的岩浆石形成的。卡马利沙滩是游泳的最佳去处，
海水干净清澈，据说还有美容作用。不过沙滩上都是石头，走路不方便。 这里的夜晚才
是这片沙滩出名的原因，晚上这里的酒吧和餐馆热闹非凡，很多酒吧有现场乐队演奏，
提供舞池，还有巨大屏幕可以观看球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5%B1%B1%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7%90%B4%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9%87%8C%E7%89%B9%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89%98%E9%87%8C%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89%98%E9%87%8C%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C%AB%E6%8B%89%E5%A4%8F%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BE%8E%E5%B0%BC%E5%B3%B6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住宿：圣托里尼岛上酒店  

    
    

 第6天圣托里尼 米科诺斯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圣托里尼岛的首府【费拉小镇】活动，可以自费选择骑驴或乘缆车，游览建
在悬崖上的白墙蓝顶的民居，之后乘船前往米克诺斯岛，抵达后游览【天堂海滩】，当
晚入住米克诺斯岛上酒店。

 

    
    

全天  

参考船班：1310/1605
      

菲拉（FIRA）小镇

 

天堂海滩Paradise Beach

 
 

  

[菲拉（FIRA）小镇] 
费拉（又名锡拉）是希腊爱琴海岛屿圣托里尼岛的首府，这是一个传统的居民居住点。
小镇交通便利，酒店众多，从这出发到伊亚小镇、黑沙滩和红沙滩等都有直达的公共汽
车，可以说是圣岛的公交卡中转站。每到 7、8、9 月的旺季这里基本上都挤满了游客，
很多都是刚结婚的新人，来这里度蜜月，超级浪漫。小镇不大，十分适合步行慢慢游览。
镇上的小巷布局考究，纵横交错，上上下下蜿蜒屈指。小巷中布满了经营传统服饰、手
工艺品、金银首饰的小商铺以及众多家庭自营的小餐馆和咖啡厅。
[天堂海滩Paradise Beach] 
蜚声世界的天堂海滩，是世界七大浴场之一，也是米科诺斯岛上最吸引人的海滩。它真
正驰名的是天体海滩和夜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贫富之分，没有歧视，没有物欲，这里
就是天堂，人们可以毫无保留的释放自己。这里原本还是同性恋海滩和裸体主义者的天
堂，但现在已少有全裸的日光浴者，喜欢裸游的人多去超级天堂海滩。海滩上设施齐全
还有劲歌热舞，海滩上还有全球最佳海滩酒吧之一的Tropicana Bar。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住宿：米科诺斯岛上酒店  
    
    

 第7天米科诺斯 雅典  

    



 行程概述  

  
早餐后游览米克诺斯岛，如果说圣托里尼是蓝白的，那么米科诺斯就是纯白的。具有梦
幻气质的米科诺斯是爱琴海阳光下的一颗珍珠，以其白色的建筑、金色的沙滩、天体浴
场、鹈鹕、风车和迷宫式的小镇而闻名，游览【小威尼斯】、【风车阵】、【帕拉波尔
蒂阿尼教堂】，午餐后乘坐游船返回雅典。

 

    
    

全天  

参考船班：1345/1830
      

小威尼斯

 

风车阵

 

帕拉波尔蒂阿尼教堂

 
 

  

[小威尼斯] 
小镇上的一组建筑群被称为“小威尼斯”
，是观赏米岛日落的最佳地点。房屋傍海而建，在屋内就可以看到金色的沙滩和湛蓝的
海水。在炫目的白墙的映衬下，怒放的鲜花从窗台的花篮里垂下，门窗则为鲜艳的蓝、
绿、红等色调，对比度及其强烈。这里餐厅、酒吧林立，海水涌向墙角，堆叠到餐馆边
缘，淹没了基石，几乎漫过了地平面，极富意大利的威尼斯情调，“小威尼斯”
因此而得名。选一家酒吧临水而坐，点一杯口味纯正的鸡尾酒和海鲜料理，柔软而温暖
的夕阳洒在脸上，影子碎落在餐桌上被渐渐拉长，童话般美轮美奂。
[风车阵] 
从小威尼斯沿着海岸线走到尽头，会看到五座古朴的卡特·米利风车
，面朝大海一字排开，圆柱形的外墙，稻草覆盖的圆锥形房顶，以及十二边形的风车转
轴，它们是米科诺斯岛的标志性建筑。在风速强劲的米科诺斯岛，风车原本是用来磨麦
的，现在已经停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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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位置相对最高，可以俯瞰全岛美景，将爱琴海上的海鸥以及岛
上独具特色的白屋彩窗尽收眼底。
[帕拉波尔蒂阿尼教堂] 
（Panagia Paraportaani）在米科诺斯岛，教堂随处可见，小小的米克诺斯岛上竟然有
300
多座教堂，这些形状各异的小教堂，竖起缀满铜钟的牌坊，总是适时地出没在民宅街道
间，与周围环境和谐地连为一体。小教堂是作为报答神明保佑她们的丈夫、儿子出海捕
鱼或经商后，安然归岛而建立的，用以实现他们对神明许下的承诺。教堂房檐下的铜钟
在微风的吹拂下会发出悦耳的鸣声，似乎是对传说中的冥冥神灵的呼应。帕拉波尔蒂阿
尼教堂是米科诺斯岛上最具盛名的教堂，位于阿诺梅拉（Ano Mera
）村，是拜占庭式教堂的瑰宝，洁白神圣的教堂让人印象尤为深刻。教堂每年都要重新
粉刷，所以会一直保持着白色的状态。教堂分上下两层，由五座独立的礼拜堂集合而成，
上层的教堂已经关闭，而下层的一间教堂有一个小门，因此也被称为小门教堂，不过可
惜的是，教堂是不向公众开放的。据说这盐山一样造型的教堂，是由一群无名的水泥匠，
用他们的想像力和经验，经过了16和17
两个世纪的岁月，在一个废墟上建造出这座独一无二的教堂。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住宿：雅典或其周边酒店  
    
    

http://www.mafengwo.cn/poi/18933.html


 第8天雅典  

    
 行程概述  

  酒店早餐后10点前往雅典埃莱夫塞里奥斯·
韦尼泽洛斯国际机场送机，行程结束。 *建议预定13:00以后离开的航班 。

 

    
    
    
    

 餐饮：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往返旅游巴士1.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费用2.
酒店标准2人间3.
当地中文导游服务4.
儿童价特殊说明：2位成人带一位6岁以下小孩同住双人间，小孩不占床可享受65折优惠价。5.
小孩占床则与成人同价。一位成人带一位小孩，小孩与成人同价。

自理费用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导致1.
的额外费用。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2.
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3.
单房差。4.
（1）自费景点门票：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景点门票上团后导游统一收5.
取。

（2）午餐晚餐：客人可以选择跟团餐或者自己选择当地美食。

（3）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导游小费各2欧元。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自费项目说明
景点门票



雅典卫城门票（不含讲解费用，欧盟学生免费） 20, 00 €
伯罗奔尼撒古城税 15,00 €
帕拉米蒂城堡 8,00 €
克诺索斯王宫 15,00 €
库勒斯古堡 2,00 €
火山岛游览（门票，往返缆车费用，温泉，船票） 45,00 €
*船舱升级费用（如果不满足升级人数，需补差价，需二次确认）
3人内舱 15€/人
2人内舱 30€/人
午晚餐费
中式团餐标准5菜一汤 10,00€-12,00€
希腊当地特色餐 25,00€-30,00€
司机及导游小费
每位客人每 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小费 2,00 €
每位客人每 天规定最少给导游小费 2,00 €
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自费项目以自愿为原则，导游不得强制客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