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隨使徒腳蹤行
土耳其.希腊

爱琴海邮轮 12日

出團日期

2021.08.27 – 09.07 (當地參團)

2021.09.24 – 10.05 (當地參團)

費用

1999 美金 / 人



行程亮点

聖托里尼 / 米克諾斯

忙 翻 相 機 的 新 月 型 美 麗 島

嶼， 觸目所及皆是藍與白的傳

統希臘建築，景觀如夢似畫，

建築中的蜿蜒石板小路，隨意

取景都是大片。

爱琴海的珍珠

拔摩海岛
使徒約翰在此領受天啓寫下啓示錄



启
示
录
七
教
会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

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啟示錄 1:11



歌羅西｜君士坦丁堡｜ 加帕多家｜以哥念｜希拉坡立 ｜

克里特 ｜雅典

初代教会宣教使命

加帕多家 – 初代教會 。在4至9世紀間哥樂美成了小亞細亞的信仰中心。

( 使徒行傳2:9, 彼得前書 1:1 )

希拉波立

建於別迦摩王國統治時期，

在羅馬時代更為興盛繁榮，

到拜占庭時期達到鼎盛。此

處亦有使徒腓力的墓。 (歌

羅西書 4:13)

雅典 君士坦丁堡

克里特島

聖經中所記載的革哩

底（使徒行傳 2:11，

27:7，27:12-13，

提多書1:5，1:12）



雅典衛城｜使徒約翰修道院與天啟洞穴｜君士坦丁堡｜別迦摩｜

以弗所｜ 歌樂美｜棉花堡

囊括7大UNESCO
世界遗产

別迦摩及其多層次文化景觀 2014年列入文化遺產

使徒約翰修道院與天啟洞穴

1999年列入世界遺產

哥樂美國家公園和加帕多家
1985年列入文化與自然遺產

棉花堡
1988年列入文化與自然遺產

伊斯坦布爾 歷史城區
1985年列入文化遺產

以弗所
2015年列入文化遺產

雅典衛城

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独家尊宠

01.
精选爱琴海最佳邮轮

埃及艳后古董浴池
在罗马遗迹上泡温泉

在貴妃級別的浴池，獨一無二的

享受，池水像香檳一樣冒著小泡

泡，傳說這裡本來是安東尼送給

克麗奧佩脫拉的禮物。

- 依個人喜好需求享用，為自費

項目-

02.

CELESTYAL 榮獲最佳綫路郵輪大獎,地中海

郵輪大獎，最佳旅客體驗白金獎。

Celestyal Cruises

Best Cruise Line for Service



精品双城连泊
加帕多家/士每拿

兩晚夜宿加帕多家精品洞穴酒店

酒店依當地岩石洞窟地貌而建，舒適

奇幻的空間，身處如故事般的場景，

是難得的體驗。

兩晚夜宿愛琴海畔士每拿五星酒店

亞細亞的冠冕、愛琴海的明珠。

03.

在藍紫色黎明將至的空中，等候曙光照亮全地，剛升起的日頭

將整座山谷染成金黃色，印入眼球的是一望無盡的廣大遼闊，

上百顆熱氣球壯觀的景色，是在土耳其不可錯過的奢華體驗。

- 熱氣球體驗適天氣以及個人狀況而定，為行程自費行程 -

体验热气球

升空的感动
04.



每晚精选5星旅宿



特色贴心服务

1.全程免費WIFI巴士(土耳其地區) 

2.精心安排在地特色料理，品嘗地道的美食。

3.包含了遊輪航程一日三餐，可自由選擇餐廳用餐。

4.包含了遊輪航程中飲料無限暢飲，瓶裝水、果汁、

汽水、含部分酒精性飲料等等。

5.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

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領隊的專業解說，

不受外界所干擾。注：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于返國

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6.每人每天1瓶礦泉水

7. 遊輪航程中所拜訪的島嶼和景點，已經包含景點的

岸上觀光費用，登岸後便有專車前往景點，也有導遊

隨車解說。



行程路线图



每日行程
Day1: 伊斯坦堡 ★聖蘇菲亞 ★地下水宮 ★跑馬場 ★托普卡匹皇宮

Day2: ★國父紀念舘 ★歷史博物館

Day3: ★鹽湖 ★地下城 ★精靈煙囪 ★駱駝岩安卡拉 加帕多家

Day4: ★熱氣球之旅 (自費）★哥樂美 ★阿凡諾斯

▲鴿子谷

加帕多家

Day5: ★ 山谷徒步 ★蘇丹哈尼客棧加帕多家 以哥念

Day6: ★歌羅西 ★老底嘉 ★希拉波立 ★棉花堡

★使徒腓力的墓

以哥念 棉花堡

Day7: 棉花堡 士每拿 ★非拉鐵非 ★撒狄 ★推雅推喇 ★別迦摩

伊斯坦堡 安卡拉

Day8: 士每拿 ★使徒約翰之墓 ★以弗所 ★士每拿

Day9: ★使徒約翰修道院 ★啟示

錄洞窟

士每拿 庫沙達瑟 拔摩島

Day10: ★ 克諾索斯皇宮 ★使徒提多教堂克里特島

自由活動 或自費 ★伊亞小鎮夕陽或 ★休眠火山

探秘

聖托里尼

Day11: ★ 雅典衛城 AKROPOLIS雅典

自由活動 或自費參加套裝行程米克諾斯

Day12: 庫沙達瑟 士每拿

士每拿 伊斯坦堡



費用包含

1. 8晚精品住宿：雙床/大床，酒店如行程表所示 ， 兩人一室

3晚 Celestyal郵輪內艙船艙，兩人一室

2. 全程交通用車，含一段土耳其內陸段機票，含郵輪港務稅。

導遊領隊與司機全程住宿餐食補貼。

3. 行程所包含用餐 ：郵輪上無限暢飲套餐

土耳其段 1瓶礦水/人/天 餐廳用餐4人1瓶大礦

4. 郵輪、酒店和餐廳小費。

費用不包含

1. 國際段機票：出發地往返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IST 的機票

2. 簽證費用：土耳其電子簽證 /希臘旅遊簽證 （我司可代辦）

3. 旅遊意外醫療保險

4.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10 Usd/天 （建議在行程中領隊統一收取 10*12天=120 usd）

5. 單人房差 650 USD (若無法配對雙人一室或需求個人入住單人房)

相關說明 ：

*若因疫情不可控原因未能成團所有訂金費用無損全退。

售價：1999usd   團號 TKGRCR12D27AUG

早鳥優惠：

4月30日前報名團費減免100usd/人

1. 預定繳交訂金 400 usd ，

2. 其餘費用於出發前60日前繳清 。

此報價4月30 前預付定金有效 7月20 為報名截止日 （出發前40日）

3. 十夫長專案 （團隊報名優惠）

團隊領袖須知 (Instructions for Group Leaders): 

* 所有相關報名登記表格及付款,都只能由團隊領袖（代表）寄送。

* 12人代表中可有一人免費 （11+1），團隊領袖必須處理所有的錢款及溝通，請收

集你團隊的費用並一次性付款，這樣可以減少混亂並節省銀行匯費，

請附上留言備註你的交易內容，不要讓你的小組成員自己匯款，如果個人分別匯款，

他們就不屬於你的小組部分。

報名須知

團體確定成行後，若取消參團，則退還團費的標準如下：

1. 距離出團日70 天前取消參團者，費用全數退還。

2. 距離出團日46 天至69 天前取消參團者，退還70%

3. 距離出團日31 天至45 天前取消參團者，退還50%

4. 距離出團日21 天至30 天前取消參團者，退還30% 

5. 距離出團日20 天內取消參團者，退還0 % 

*取消參團時若已辦理證照及已開立機票，則必須另外支付相關證照費及退票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