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腊爱琴海梦幻蓝白6日深度游【6-30人匠心团，圣托里尼岛可升级悬崖酒店】

行程简介 Overview

● 中文讲解导游
Tour Inclusions

Add-ons

● 7月20日 8月17日

团号：GR6 行程A雅典+圣岛 

* 价格涨幅请以官网为准

1人起报，保证出团 接送城市：雅典 须持有签证进希腊

可选
增值项目

出团日期

价格包含

D2

D3

Hotel - Peloponnese - Nafplio - Epidaurus Theater - Hotel 

酒店出发 — 伯罗奔尼撒半岛 —  纳夫普里奥小镇 — 埃皮达鲁斯古剧场 — 酒店
【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 】希腊有名的旅游风情岛，位于希腊南部，岛上有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和古迹，还有原始质朴的马伊纳山区。

Hotel - Santorini - Oia - Hotel

酒店出发 — 乘坐爱琴海渡轮 — 圣托里尼岛 - 伊亚小镇 — 酒店
【圣托里尼岛Santorini】这座以蓝白房子为标志的弦月型观光岛屿，像一副蓝白相间的水彩画。

● 专职司机

● 1-4排前排座的预定：5天*5镑/人，
仅限全程预定

● 可升级单人间: 225镑/人/5晚

● 豪华舒适旅游大巴

● 3晚雅典四星级酒店和

2晚其他城市三星级酒店双人间
● 雅典 - 圣托里尼岛往返游轮

● 酒店内欧陆式早餐

�

499 起
镑

Date

温馨提示 Reminder

若遇天气/交通管制/景点限制等不可抗力因素，我社导游或将变更游览顺序和调整为相似的游览内容，不再另行通知，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 本团客人自行安排交通到达指定接送站开启
行程体验， 配备随车导游， 无跨境领队

酒店早餐，午餐晚餐自理，入住四星级参考酒店

酒店早餐，午餐晚餐自理，入住三星级参考酒店

D4

D5

Hotel — Santorini：Pyrgos - Kamari Beach — Hotel

酒店出发 — 畅游圣岛经典：圣岛制高点Pyrgos - 卡马利黑海滩 — 酒店
【卡马利黑海滩Kamari Beach】卡马利黑沙滩，位于圣托里尼的东面，是一处长方形黑色沙滩。

Hotel — Santorini：Fira — Hotel

酒店出发 — 圣托里尼岛首府：费拉 — 乘坐爱琴海渡轮返回雅典 — 酒店
【费拉Fira】这个悬崖边上的白色房屋小镇，是岛上巴士的中转站，无论从圣托里尼岛的任何地方坐巴士都要经过这里。

预计在10:00将送您前往机场，建议您预定当天13:30之后离开的航班，送机服务仅限希腊雅典国际机场，机场代码ATH

酒店早餐，午餐晚餐自理，入住三星级参考酒店

酒店早餐，午餐晚餐自理，入住四星级参考酒店

D6 Hotel - Drop off Athens airport ( time: 10:00, Code: ATH）- End

酒店出发 — 雅典送机 — 行程结束

酒店早餐，午餐晚餐自理，行程结束

D1 Pick up  Athens airport ( time: 13:00, Code: ATH）-Classic Athens Day Tour - Hotel

自行飞往雅典 — 雅典机场13:00接机  —  雅典特色一日游  —  酒店
【雅典Athens】希腊首都，记载于册的历史长达3000多年，被誉为“西方文明的摇篮”，是欧洲哲学的发源地。

三餐自理，入住四星级参考酒店

● 9月7日/14日/28日 11月2日

雅典

费拉

伯罗奔尼撒半岛

纳夫普利奥小镇

圣托里尼岛



接送站说明 Departure & Return

接站点

行程价格不包含 Tour Exclusions 

▲旅行团服务费：4欧元/顾客/天，包括旅游巴士司机及

当地导游 

▲个人旅行保险： 建议购买，保障您的权益

▲往返机票：您的出发地往返英国机票

▲可升级单人间：225镑/人/5晚

▲景点门票：无变相购物或强制游览

▲建议每人每天备40-80镑现金用于小费/自选景点/自购餐食

▲其他未包含的费用

▲酒店税（必付）：3星级酒店1.5欧/间夜；4星级酒店3欧/间夜

（如单人入住则需支付整间房间的费用） 

订购必读 Terms & Conditions

报名后，我们将默认您已阅读并接受载于本社官网之【报团须知及责任明细】且默认其合法有效性. 请在确认报团前务必了解相关的预定、
付款、取消或更改、行程价格及其他费用调整、旅客及旅行社责任等细则， 您在报团后因任何原因无法参团或者需要修改订单，需发送
相关书面邮件，我社将根据收到您邮件的日期扣除如下管理费用：

本文档为2019年7月人工阶段性更新，若与本社官网信息不一致，请以官网信息为准

This document is artificially periodically updated in Jul. 2019. 

If the information is inconsistent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please refer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参团年龄说明 Age Classification
 若参团人年龄【不足3岁】请在下单前联系我们。
【3-17岁】和【70岁+】参团本社强烈建议购买保险且需至少1位69岁以下成年人陪同参团。请衡量身体状况是否合适出行。

自费项目/景点票价参考 Optional Experiences

*自选项目以自愿原则参与请结合个人健康状况和条件，以安全为准；票价含车司导加班费和停车费，请准备现金交导游组队或自行散买。�

自选项目 每成人 每儿童

100欧（每团）

12欧

100欧（每团）

8欧

12欧 18岁以下免费

8欧

8欧 8欧

20欧 18岁以下免费

埃匹达鲁斯古剧场，英文导游陪同进入景点以及导游讲解费用

费拉悬崖骑驴

费拉观光缆车

埃匹达鲁斯古剧场首道门票（不含导游陪同进入）

奥林匹亚遗址 + 博物馆（自行进入，或为导游提供门票）

雅典卫城首道门票（不含导游陪同进入）

雅典Athens：我们会在行程第一天免费安排1趟雅典国际机场接机，机场代码为ATH。

接机时间为：【13:00】您需要自行订购往返雅典的机票。

送站点
雅典Athens：我们会在行程最后一天免费安排1趟雅典国际机场送机，机场代码为ATH。

送机时间为：【10:00】建议您预订13:30之后起飞离开的航班，以免延误行程。

100欧（每团） 100欧（每团）

18岁以下免费

雅典卫城，英文导游陪同进入景点以及导游讲解费用

15欧 15欧希腊当地餐

12欧 18岁以下免费迈锡尼

10欧 10欧中式午餐或晚餐

参团方需邮件申请

变更订单需支付操作管理费 100%团款

出团前30天及以上 出团前30-0天

50%团款



入住酒店参考说明 Hotel References

行程

D1

D2

D3

*以下参考表格只供参考使用，实际随团入住酒店请以导游安排为准

参考酒店名称

Parnis Palace Hotel Suites 或同级

Parnis Palace Hotel Suites 或同级

Parnis Palace Hotel Suites 或同级

Divelia Hotel 或同级

Divelia Hotel 或同级D4

D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