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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旅游目的地管理公司 - 旅行社 - 旅游经营商 - 游览车公司

“为梦想插上翅膀”

“为梦想插上翅膀”旅行“Timothy’s Family”是一家首屈一指的旅游目的地管理公司，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几十年来在旅游行业中脱颖而出。

“Timothy’s Family”于 1989 年成立于历史悠久的希腊马克立市马拉松市，在提供卓越的旅游体验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基于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提出适合的和创新的方法。

多年来，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旅游运营商、团体、大学、研究所合作，提供具有旅游、文化、教育和历史特色的短途旅行。

我们在希腊和国外的各个城市和世界遗迹组织了为期几天的旅游。

我们的经验、自有游览车、专业人员、豪华合作酒店以及有竞争力的价格，均有助于提供优质服务，从而使我们脱颖而出。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定制我们的服务...”



希腊 /“马其顿宝藏”

8 天 7 晚



离开机场，前往雅典和我们的酒店。抵达和安排/入
住房间。我们的苏尼翁之旅沿着风景优美的沿海道
路开始，可以欣赏到塞隆尼克湾的壮丽景色，穿过
雅典最美丽的一些郊区（格利法扎、沃立歌美尼、
瓦尔基扎）。随着人们不断接近，苏尼翁海岬就像
一个陡峭的悬崖从海上升起。在苏尼翁海岬，我们
将参观波塞冬神庙，它建于公元前第 5 世纪，呈现
了世界上最壮观的全景之一。据传说，苏尼翁海岬
是雅典之王埃勾斯的所在地，人们认为他唯一的儿
子提修斯死于此处，他从悬崖上跳了下来，爱琴海
便得名于此。荒凉的苏尼翁海岬是波塞冬的圣所的
明显选择，水手们在离开比较安全的塞隆尼克湾之
前会供奉最后的牺牲品，来安抚强大的海神，因为
爱琴海异常危险。  公元前 480 年，这座古老的
寺庙被波斯人摧毁，而公元前 440 年，伯里克利在
这里新建了一座寺庙。  剩余的 12 根白色陶立克
柱和深蓝色的海洋之间形成明显对比，仍然像在拜
伦阁下的时代一样壮观，拜伦阁下在大理石上刻下
了他的名字。返回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1 天:
机场 - 雅典 - 苏尼翁



早餐后，我们从名为 Kallimarmaro 的 Panathena-
ic 体育场开始城市观光活动。在古代，这座体育场被
用于 Panathenea，这是为纪念雅典娜女神举行的庆
祝活动。提供拍照的自由时间。我们将乘坐公共汽车
前往 Zappeion 大厅、希腊议会和无名战士墓，这是一
座象征性的纪念碑，专门用于纪念为国家战死的士兵。
穿过雅典最著名的中央街道 Panepistimiou 街，我们
将最终到达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交叉处：图书馆、学院
和大学。接下来是我们在雅典卫城中心的最重要的参
观。在这里，我们将有机会欣赏壮丽的纪念遗迹，如帕
台农神庙、雅典娜神庙、埃里克斯神庙、普罗维拉、古
安哥拉遗址、狄俄尼索斯剧院和赫罗狄斯•阿提库斯音
乐厅。我们将有时间参观帕台农神庙纪念碑，这是由建
筑师 Ictinus 和 Kallikrates 在公元前 5 世纪建
造的。接下来将参观新卫城博物馆，主要包括雅典卫
城考古区的考古发现。博物馆于 2009 年首次开放，该
建筑由法裔瑞士人 Benar Tschumi 设计。它被认为是
最美丽的博物馆之一。之后，我们将在普拉卡的古老历
史街区自由活动，这是雅典中心靠近卫城的一个地区。
下午，我们将返回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2 天:
雅典



早餐后前往马其顿和皮埃里亚山脚下建造的
维尔吉纳。维尔吉纳在 1977 年因考古学教
授麦克尼斯•安德罗尼科斯和他的同事而出
名，他发现了马其顿国王的墓地和一个纪念
碑，根据安德罗尼科斯所说，这是亚历山大大
帝的父亲菲利普二世国王。随后导游将带领
大家在宫殿和皇家陵墓游览。然后，我们将前
往维里亚，一个位于马其顿中部的美丽城市，
也是伊马夏州的首府。我们将有机会看到使
徒保罗的足迹，这个历史遗迹引起了全世界的
广泛关注。公元前一世纪，使徒保罗曾在维里
亚传教。 我们将提供享用午餐的自由时间。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希腊人口第二大的城市
塞萨洛尼基。这座城市由亚历山大后裔卡桑
德创立。抵达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3 天：
维尔吉纳 - 维里亚 - 塞萨洛尼基



早餐后出发，首先游览圣迪米特里教堂。我
们将欣赏教堂的镶嵌画，看看圣徒受难的地
方。然后，我们将参观白塔和上城，在那里我
们可以欣赏塞萨洛尼基的全景。我们的下一
站是塞萨洛尼基考古博物馆。此后，我们将有
自由时间在城市中心周围漫步，并享用午餐。
抵达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4 天：
塞萨洛尼基



早餐后，我们首先前往马其顿古城派拉州。这

座城市由亚基老建立于公元前 413 年。 随

后导游将带领大家参观考古遗址。接下来参

观的是 Pozar Baths 浴场。浴场的金属弹簧

的温度为 37℃，化学成分的作用显著。这里

的水有许多愈合特性，适用于平衡疗法或调

理放松。想游泳的人可以有自由时间。然后我

们将在传统酒馆享用午餐。返回我们的酒店。

晚餐和住宿。

第 5 天：
塞萨洛尼基 - 派拉州
POZAR BATHS 浴场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哈尔基季基州最重要的历
史地区，即亚里士多德的诞生地古斯塔吉拉。这
座城市由来自安东罗斯岛的爱奥尼亚定居者建
立于公元前 665 年。在那里，我们将有机会参
观哈尔基季基州唯一的主题公园亚里士多德公
园。原始的互动机构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进行
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提及了这一点。公园里
展出的实验仪器包括：罗盘、望远镜、棱镜、日
规、透镜、五面镜、水轮机、怠速球体和抛物镜
面。我们将有自由时间在公园周围游览。我们继
续前往马其顿东部的安菲波利斯古城，位于斯
特律蒙河畔。这座城市由雅典人建立于公元前 
437 年。 随后导游将带领大家参观考古遗址。
返回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6 天：
哈尔基季基州 - 亚里士多德公园

安菲波利斯古城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腓利比的古老殖民地，由

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利普二世建于公元前 356 

年。我们的旅行继续前往古代剧场和腓利比

教堂，由使徒保罗建立于公元 49 年。我们也

将看到圣丽迪雅的洗礼堂。我们的旅行继续

前往传统酒庄，在这里我们将品尝到当地的

葡萄酒。返回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7 天：
腓利比 - 古代剧场 - 传统酒庄



早餐后，我们前往塞萨洛尼基机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碑/世界遗产地：
卫城、帕台农神庙、埃格考古遗址/维尔吉纳 
塞萨洛尼基的古基督教和拜占庭纪念碑

第 8 天:
塞萨洛尼基 - 机场



希腊/“寻味希腊”

11 天 10 晚



离开机场，前往雅典和我们的酒店。抵达和安排/入
住房间。我们的苏尼翁之旅沿着风景优美的沿海道
路开始，可以欣赏到塞隆尼克湾的壮丽景色，穿过
雅典最美丽的一些郊区（格利法扎、沃立歌美尼、
瓦尔基扎）。随着人们不断接近，苏尼翁海岬就像
一个陡峭的悬崖从海上升起。在苏尼翁海岬，我们
将参观波塞冬神庙，它建于公元前第 5 世纪，呈现
了世界上最壮观的全景之一。据传说，苏尼翁海岬
是雅典之王埃勾斯的所在地，人们认为他唯一的儿
子提修斯死于此处，他从悬崖上跳了下来，爱琴海
便得名于此。荒凉的苏尼翁海岬是波塞冬的圣所的
明显选择，水手们在离开比较安全的塞隆尼克湾之
前会供奉最后的牺牲品，来安抚强大的海神，因为
爱琴海异常危险。  公元前 480 年，这座古老的
寺庙被波斯人摧毁，而公元前 440 年，伯里克利在
这里新建了一座寺庙。  剩余的 12 根白色陶立克
柱和深蓝色的海洋之间形成明显对比，仍然像在拜
伦阁下的时代一样壮观，拜伦阁下在大理石上刻下
了他的名字。返回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1 天：
机场 - 雅典 - 苏尼翁



早餐后，我们从名为 Kallimarmaro 的 Panathena-
ic 体育场开始城市观光活动。在古代，这座体育场被
用于 Panathenea，这是为纪念雅典娜女神举行的庆
祝活动。您将有拍照的自由时间。我们将乘坐游览车，
前往 Zappeion 大厅、希腊议会和无名战士墓，这是
一座象征性的纪念碑，专门用于纪念为国家战死的士
兵。然后沿着雅典最著名的中央街道 Panepistimiou 
街，我们将看到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交叉处：图书馆、学
院和大学。接下来最重要的参观是卫城，这里有壮丽
的纪念遗迹，如帕台农神庙、雅典娜神庙、埃里克斯神
庙、普罗维拉、古安哥拉遗址、狄俄尼索斯剧院和赫罗
狄斯•阿提库斯音乐厅。我们将有机会参观帕台农神庙
纪念碑，这是由建筑师 Ictinus 和 Kallikrates 在
公元前 5 世纪建造的。然后，我们将参观新卫城博物
馆，其中主要包括雅典卫城考古遗址的考古发现。博
物馆于 2009 年开放，该建筑由法裔瑞士人 Benar 
Tschumi 设计。随后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然后我们
将在普拉卡的传统村落自由活动。这是雅典中心靠
近卫城的一个地区。下午，我们将返回酒店。晚餐和住
宿。

第 2 天：
雅典



早餐后，前往伯罗奔尼撒。我们的第一站将是科林斯
地峡。这是一条狭窄的土地，长 6 公里，连接着希腊
中部与伯罗奔尼撒。我们将有拍照的自由时间。然后我
们首先前往科林西亚州的一个村庄古尼米亚，这座著
名的古城因被大力神杀死的神话狮子而知名。在希腊
神话中，尼米亚猛狮是一只生活在尼米亚地区的狮子，
害怕恐惧。它是 Tyfonos 和针鼹鼠的后代。杀死这只
狮子是 Evrythea 派给大力神的第一个壮举。大力神
赤手空拳与野兽搏斗，最终扼杀了它。天上的神将狮子
的尸体移到了天堂，形成了狮子座。我们将看到复仇女
神宙斯神庙的废墟。只有三根柱子和其他一些部分幸
存下来。这里生产带原产地名称的高品质葡萄酒。在
那里，我们将品尝传统酒庄的著名葡萄酒。我们接下来
将参观迈锡尼。这是阿古斯的一座古城，也是最大的
希腊文化中心之一，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堡垒。我们将参
观神秘的阿伽门农王国，荷马在他的史诗中对其大加
称赞。然后我们前往阿尔戈利斯的首都纳夫普利翁。它
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是希腊在 1828-1833 
年期间的第一个首都。您将有自由时间探索这座城市
风景如画的街道*。抵达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3 天：
科林斯地峡 - 古尼米亚 - 传统酒庄

迈锡尼 - 纳夫普利翁

*本公司将为所有旅客提供纳夫普利翁的观光
“火车之旅”，不收取额外费用。



早餐后，我们首先前往纳夫帕托斯。它是科

林斯湾的一个沿海城镇，这个城市历史悠久。

它由多利安人建立于公元前 1104 年。它因 

1571 年在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发生的海

战而闻名。我们将有自由时间在风景如画的

威尼斯港漫步。然后我们前往特尔斐。它是一

座古希腊城市，形成了古希腊世界最重要的甲

骨文。抵达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4 天：
纳夫帕托斯 - 特尔斐



早餐后出发。导游将带领我们游览特尔斐的

考古遗址和博物馆，然后我们将有自由时间

享用午餐。然后我们将前往卡兰帕卡。这座城

镇位于特里卡拉州，建立于迈泰奥拉罕见的

地质现象地带。它是由砂岩形成的巨大深色

石群。迈泰奥拉的名字来源于 Agios Atha-

nasius 修道院的 Meteorite 修道士。抵达

卡兰帕卡和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5 天：
特尔斐 - 迈泰奥拉 - 卡兰帕卡



早餐后，前往迈泰奥拉。我们将有机会欣赏

全景，参观两个最受欢迎的修道院。我们的

旅程继续前往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

它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卡桑德的崛起而创立

的。抵达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6 天：
迈泰奥拉 - 塞萨洛尼基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圣迪米特里进行城市观

光，我们将朝拜圣徒圣物，欣赏教堂的镶嵌

画，还可以看到圣徒受难的地方。然后，我们

将参观白塔和上城，在那里我们可以欣赏塞

萨洛尼基的全景。我们的下一站是塞萨洛尼

基考古博物馆。随后利用自由时间在市中心

享用午餐。回到我们的酒店并放松。晚餐和住

宿。

第 7 天：
塞萨洛尼基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腓利比古老的殖民地。它

建立于公元前 356 年，由亚历山大的父亲菲

利普二世建立。此外，我们将参观古代剧场、

腓利比教堂，由使徒保罗建立于公元 49 年。

这是欧洲领土上的第一个教堂。我们也将看

到圣丽迪雅的洗礼堂。之后，我们将参观传统

酒庄，在这里我们将品尝到当地的葡萄酒。返

回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8 天：
腓利比 - 古代剧场 - 传统酒庄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哈尔基季基州最重要的

历史地区，即古斯塔吉拉。亚里士多德的出

生地。这座城市由来自安东罗斯岛的爱奥尼

亚定居者建立于公元前 665 年。在那里，您

将有机会参观哈尔基季基州唯一的主题公园

亚里士多德公园。原始的互动机构是在自然

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提

及了这一点。公园里展出的实验仪器包括：罗

盘、望远镜、棱镜、日规、透镜、五面镜、水轮

机、怠速球体和抛物镜面。我们将提供自由时

间在公园周围漫游。然后，我们前往马其顿东

部的安菲波利斯古城，位于斯特律蒙河畔。这

座城市由雅典人建立于公元前 437 年。 随

后导游将带领大家参观考古遗址。下午回到

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9 天：
哈尔基季基州 - 亚里士多德公园 

安菲波利斯古城 



早餐后出发，参观风景如画的利托霍龙，它建

在希腊最高的山奥林匹斯山脚下。返回途中

停下来享用午餐和喝咖啡。晚上抵达雅典。

安排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10 天：
利托霍龙 - 雅典



早餐后，我们从雅典市中心前往机场。

第 11 天：
雅典 - 机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碑/世界遗产地：

卫城、帕台农神庙、迈锡尼考古遗址、特尔斐考古遗址

迈泰奥拉、塞萨洛尼基的古基督教和拜占庭纪念碑



“独特方案” - 希腊/“探索‘未知’的希腊”
7 天 6 晚



早晨集合并前往特尔斐，在莱瓦贾地区稍作

停留，享用咖啡。然后我们将在特尔斐停留，

这个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地，在神话中还被视为地球的中心。随后导

游将带领大家参观考古遗址和博物馆。享用

午餐的自由时间。前往卡兰帕卡和我们的酒

店。抵达和安排房间。晚餐和住宿。

第 1 天：
机场 - 雅典 - 特尔斐 - 卡兰帕卡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迈泰奥拉，在那里我们会
欣赏罕见的地质现象，它是由砂岩形成的巨
大深色石群。我们将参观修道院，并有时间
游览。我们的下一站是麦索福，这是一个传统
村庄，建在希腊最大的山脉平都斯山脉的斜
坡上。游览时间和午餐时间。然后前往伊古迈
尼察，这是该国最大的港口之一。通过港口，
我们将前往科孚岛。科孚老城位于亚得里亚
海入口处的战略位置，源自公元前 8 世纪。
四个世纪以来，著名威尼斯工程师设计的三
座城镇堡垒一直捍卫着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
曼帝国的海上贸易利益。旧城区的主要新古典
主义住宅部分来自威尼斯时期，部分属于后
期建筑，特别是 19 世纪。抵达酒店，安排房
间。晚餐和住宿。

第 2 天：
卡兰帕卡 - 迈泰奥拉 - 麦索福 

伊古迈尼察 - 科孚岛 



早餐后出发，参观令人惊叹的阿喀琉斯宫，这

里有壮观的景色和美丽的装饰，由 19 世纪

末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皇后建造，这位皇后被

科孚岛和希腊神话深深迷住了。我们将提供

带导游的参观，然后参观风景如画的卡诺尼。

提供自由时间拍照和买礼品。我们的下一站

是在科孚镇享用午餐，我们将在这座城市的

美丽街道上漫步。返回我们的酒店。午餐。可

以选择晚上出去。晚餐和住宿。

第 3 天：
科孚岛 - 阿喀琉斯宫



早餐后，我们开始参观这个岛，穿过康特卡里 

- 达西亚 - 益普索 - Nisaki，最终到达卡

西奥皮，在那里我们将有自由时间享用午餐

和游览。然后我们前往科孚岛最著名的旅游

胜地 - 老城堡。这个地区风景独特、景色壮

丽。无边无际的橄榄园，被松树覆盖的山丘，

岩石遍布的海岸线，带海滩的海湾，大自然

的所有美景都汇聚在一起，在地球上创造出

了一个天堂。自由漫步，然后回到科孚岛。午

餐。可以选择晚上出去。晚餐和住宿。

第 4 天：
科孚岛



早餐后，前往科孚港。坐船前往伊古迈尼察。

前往多多尼，这是约阿尼纳附近的一个村落。

古代多多尼是希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其甲骨文是希腊文明的摇篮，这里是朝拜众

神之王宙斯的主要场所，也有希腊最古老的甲

骨文。游览时间。然后，我们将前往约阿尼纳

市，这座城市沿着约阿尼纳湖不断延伸。城

堡、历史遗迹、传统房屋、风景如画的街道、

民间艺术工坊、银器和木制品都是其悠久历

史的典范。乘船前往克拉弗罗西尼岛，这是一

座风景如画的村庄，有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带

可爱花园的石屋，这里大约有 100 个家庭。

愿意的人可以参观阿里帕夏博物馆。然后我

们将离开这里，前往我们在约阿尼纳市的酒

店。晚餐和住宿。

第 5 天：
科孚岛 - 多多尼 - 约阿尼纳



早餐后，我们的第一站是美丽的科尼察市，在

那里我们将有时间闲逛和喝咖啡。然后前往

西萨武里的阿里斯蒂村，海拔 650 米。在风

景如画的村庄漫步。前往帕皮康的受保护的

传统村落，这里有鹅卵石街道、豪宅和美丽

的喷泉。在令人印象深刻的 Agios Vasilios 

教堂旁边是小学，这是迈克尔•阿纳格诺斯托

普洛斯的工作，他在 1888 年创立了著名的 

Kallineia 学校，在大帕皮康和小帕皮康共

有五家。今天，它包含了阿纳格诺斯托普洛斯

图书馆，其中还有一些罕见的作品，而阿纳格

诺斯托普洛斯是波士顿珀金斯研究所聋盲学

校的主任。自由时间在美丽的村庄漫步并享

用午餐。前往约阿尼纳。在城市内自由活动。

返回我们的酒店。晚餐和住宿。

第 6 天：
科尼察 - 萨武里 - 阿里斯蒂 

帕皮康 - 约阿尼纳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希腊历史博物馆，也被称为
蜡像博物馆。这是一位单身男士保罗•弗雷利斯
的工作，他在 13 年里专注于这项工作。这位艺
术家的目的是在博物馆内按实际尺寸描绘希腊
不同地区的历史事件。这样他就可以展示各个
英雄们及其在各自领域的作用。博物馆藏有约 
150 个蜡像和希腊历史上的 36 个重大事件。
然后我们将在纳夫帕托斯停留。在这座美丽的
城市中享用午餐，这里曾是一个传统村落。自古
以来，纳夫帕托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也因 
1571 年发生的海战而出名。据说，它的名字来
自“nays”和“pignymi”，意思是“充满了船”。
穿过里翁•安提里翁大桥，也被称为“Charila-
os Trikoupis”，我们将返回，中途将会停留。晚
上，带着最美好的回忆回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碑/世界遗产地：

特尔斐考古遗址、迈泰奥拉、科孚老城

第 7 天：
约阿尼纳 - 纳夫帕托斯

雅典 - 机场 



希腊 - 土耳其/爱琴海印象/“希腊 5 岛和土耳其”

米科诺斯岛 - 库萨达斯岛 - 帕特莫斯岛 - 罗得岛 - 克里特岛 - 圣托里尼岛



登船后，将提供一系列活动。休息放松，享受

明媚的地中海阳光。然后，船将抵达米科诺斯

岛。晚上，我们将享受这个美丽的标志性基克

拉迪群岛。

第 1 天：
登船 - 雅典（比雷埃夫斯）

米科诺斯岛 



清晨，乘船抵达库萨达斯港。我们强烈建议

您参观古以弗所。下午抵达帕特莫斯岛，可以

选择参加岸上游览，去探索圣约翰修道院和 

Grotto of Revelations 洞穴。傍晚回到船

上，乘船前往圣托里尼岛。

第 2 天：
库萨达斯岛（土耳其）
帕特莫斯岛（希腊） 



清晨，乘船抵达罗得岛，我们将在那里度过一

整天，探索另一个无与伦比的岛屿。大统领宫

位于罗得岛的旧城区，属于联合国科教文组

织世界遗产地，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穿越到了

古代，还有高海拔的林多斯古代卫城和骑士

城堡。傍晚回到船上，乘船前往克里特岛。

第 3 天：
罗得岛 



清晨，乘船抵达伊拉克里翁港。在伊拉克里

翁，我们将有机会在克诺索斯参加一次奇妙

的游览，看看米诺王宫的废墟。下午，我们将

到达圣托里尼岛，欣赏到这个壮丽岛屿的迷

人景色。我们可以选择参观伊亚和锡拉（我

们将乘坐摆渡船前往 Athenios 港，那里会

有公共汽车）。或者，我们将乘坐摆渡船前往

圣托里尼的小港口，在那里我们可以通过缆

车或驴或者步行来体验火山口的梦幻般的旅

程。傍晚，我们将乘坐缆车回到船上，我们将

离开这里并返回比雷埃夫斯。

第 4 天：
克里特岛（伊拉克里翁）

圣托里尼岛 



清晨，我们从游轮上下船。

第 5 天：
登船 - 雅典（比雷埃夫斯）



您可以到海边度过轻松的一天，游览神话般
的希腊海岛：伊兹拉岛、波罗斯岛和埃伊纳
岛。抵达港口后，我们将乘船前往波罗斯岛，
在这里我们将有自由时间散步和购物。接下
来，我们将前往伊兹拉岛。我们将休闲约 1 
小时 45 分钟，享受伊兹拉岛的独特魅力，这
是一个露天剧场形状，曾经是萨罗尼克海盗
的安全庇护所。从甲板上，我们将能够欣赏到
这座岛屿非常特别的建筑和戏剧性的景观，
其古老而传统的石头房屋和豪宅默默地矗立
着，见证了漫长而动荡的历史。抵达埃伊纳岛
后，我们可以在主要城镇散步。埃伊纳岛是希
腊萨罗尼克群岛之一。这座可爱的岛屿距离雅
典仅有 50 公里，是雅典人在夏季期间广受
欢迎的度假胜地。我们将在船上享用午餐，欣
赏希腊民间风情舞蹈，聆听希腊传统音乐。

希腊/3 岛 - 一日游 
“伊兹拉岛 - 波罗斯岛 - 埃伊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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