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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阿阿爾爾及及利利亞亞、、馬馬爾爾他他、、塞塞普普路路斯斯傳傳奇奇之之旅旅 1188 天天  
 

《阿爾及利亞》的地理景觀與人文風格極強，旅遊資源豐富：南部有廣袤且原始的撒哈拉沙

漠，雖然荒無人煙，寸草不生，但卻因此成為地球獨特的風景；中部的姆扎卜地區，神秘而帶有

強烈宗教色彩的城鎮仍保有著數百年之前的風貌；而北部有氣候宜人的地中海金色沙灘、高原雪

山和眾多古羅馬遺址；首都阿爾及爾則融合了傳統與現代，法式的新市街以及阿拉伯舊市街醞釀

出獨特的氣氛。一踏上這片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被這個古老神秘、充滿異國情調的王國所吸引。 

 

《馬爾他》是世界上幾個最小的國家之一，位於地中海中央的幾個島嶼上，因而被稱為“地

中海的心臟”。其國土包括了馬爾他群島、戈佐島、科米諾島以及兩個無人島——康米諾托島和

費爾弗拉島。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融合了古代遺風和現代氣息，位於地中海中心的馬爾他群島

從遠古時代就一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從勇猛的腓尼基水手到風度翩翩的聖約翰騎士，

還有精美的文化鑲嵌藝術和島上熱情的人民，其他地中海的旅遊勝地很少有像馬爾他這樣既有古

代的遺風又不失現代氣息的景色。 

 

 《塞普路斯》希臘語意為「產銅之島」，女神維納斯的故鄉，擁有 9000年的悠久的歷史。

是位於地中海最東面的一個島國，它與希臘、土耳其、以色列隔海相望，自古以來就是連結中東、

非洲和歐洲的交通要道，現代人把它比喻為「東地中海不沉的航空母艦」。今天的塞普路斯是一

個受歡迎的旅遊勝地，尤其是它的鬆軟沙灘和溫暖氣候。這裡更有著燦爛的陽光和碧藍的大海，

以及設備齊全的旅遊設施。 

 

【行程特色】 

 阿爾及爾  阿爾及利亞首都，一個傳統與現代的混合體，寬闊的林蔭大道和精緻的藍白

相間的法國建築，反映了曾被殖民的過去。 

 提帕薩  地中海迦太基與羅馬帝國的遺跡，類似金字塔造型的王室墓群，相傳為埃及豔

后之女的陵墓。 

 卡斯巴古城  有地中海最美麗的海岸景觀之稱，保留了城堡、古代寺院和鄂圖曼宮殿，

同時保留了傳統的城市建築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觀念。 

 加達亞  這古城超越歷史和現實，有著美妙而主觀的色彩，剔除了所有庸俗和喋喋不休

的平凡訴說，沉澱出神性的想像。 

 康士坦丁  一座建造在奇巖峭壁上的險峻城市，嶙峋的石壁上盤旋著一條絲帶般蜿蜒的

公路及橋樑，全市共有 7座的吊橋橫跨於峽谷上，所以康士坦丁又被稱為「橋之城」。 

 傑米拉  意思為美麗的城市，古羅馬統治時期所建的一座軍事基地，宏偉的神殿、半圓

形劇場及列柱大道等廢墟散落在山谷的高地上，顯得格外的醒目。 

 瓦雷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古城瓦雷塔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瓦雷塔

始建於 1566年，城市採用棋盤式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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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石神殿之旅【哈加格印神殿、尹納依爪神殿】皆為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 

 尼科西亞  11世紀起就是塞普勒斯的首都，該城至今仍分割為兩個政治互異的部分，是

自柏林牆推倒以後世界上唯一一個分裂的首都。 

 撒拉米(北塞浦路斯) 屬該島古代十大城邦之一。在羅馬時期，撒拉米商業非常興盛，

為塞島主要港口，有許多猶太人居住。 

 特羅多斯，特羅多斯山脈綿延塞普路斯西邊大部分地區，最高峰海拔 1951 米，名為奧

林匹斯山。隱藏在山中的 9 座西元拜占庭彩繪教堂，皆被登錄為 UNESCO 世界文化遺

產， 

 利瑪索  位於風景如畫的南部沿海狹長平原上，城市附近古跡眾多，從新石器時期遺址

到羅馬時期的古城邦及拜占庭時期的教堂，反映了塞普路斯歷史的變遷。 

 羅繆海岸  女神維納斯之出生地，參觀位於海中的愛神岩以及阿芙洛狄特神廟 

 帕佛斯  氣候宜人、環境優美，此地更有不少珍貴遺跡，包括古羅馬貴族館邸、希臘神

話鑲嵌畫及中世紀城堡。 

 科伊羅寇伊提亞 新石器時代人類聚落的遺址，附近的萊夫卡拉村則是一個深具特色、

美麗如畫的鄉村。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7處 UNESCO世界遺產地   阿爾及利亞的提帕薩、傑米拉、提姆加德；馬爾他

的瓦雷塔老城區；塞普路斯的特羅多斯拜占庭彩繪教堂、帕佛斯、科伊羅寇依提亞(塞普

路斯世界文化遺產此行程全部囊括)。 

 

【寂寞星球全球 500大景點】 

 行程參觀 2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大景點」  阿爾及利亞的提姆

加德（269）；塞普路斯的帕佛斯（433）。 

 

第01天 台灣杜拜 Dubai【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EK-367 2345/0545+1【飛行時間 10 時 00 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直飛杜拜轉機。 

 

第02天 杜拜阿爾及爾 Alger【阿爾及利亞】 

EK-757 0810/1240【飛行時間 07 時 30 分】 

今日早上飛往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參觀阿爾及爾舊城區★卡斯巴古城

【UNESCO,1992】。目前它仍保留了城堡、古代寺院和鄂圖曼宮殿，同時保留了傳統的城市建

築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觀念。城下的▲Ketchaoua 清真寺，帶有東羅馬帝國及摩爾式風格的

建築，建於 1612 年鄂圖曼帝國時，但是在 1845 年法國統治期間，清真寺被迫改為教堂，1962

年時，才被改回清真寺。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ilton Algier 5* 或 同級  

 

第03天 阿爾及爾－提帕薩 Tipaza－阿爾及爾加達亞 Ghard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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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150 公里，3 小時)；AH-6200 1830/2000【飛行時間 01 時 30 分】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迦太基與羅馬帝國的遺跡★提帕薩【UNESCO, 1982】，這個建於 1 世紀的

城市，在過去是屬於迦太基人的貿易驛站，曾經被羅馬人佔領成為重要的軍事基地，遺址中

鬥獸場、神殿區、劇場齊備。隨後前往參觀類似金字塔造型的★公主墓，相傳為埃及豔后之

女克麗奧佩特拉八世的陵墓，她為努米底亞和茅利塔尼亞（在今摩洛哥北部和阿爾及利亞西

部，非今日之茅利塔尼亞）國王尤巴二世的妻子和共治女王（約西元前 26~西元 6 年在位），

這一座他們夫婦倆的陵墓，可說是綜合了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建築風格。如今和提帕

薩同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傍晚抵達首都阿爾及爾，市區到處可見寬闊的林蔭大道和藍白相

間的法國建築，反映出阿爾及爾曾被殖民的過去。下午返回阿爾及爾搭機前往位於撒哈拉沙

漠中的綠洲城市──加達亞。這座傳奇的千年古城生活著最保守的伊斯蘭教派。人們尊重並

堅持古老的傳統，生活的一切都離不開宗教的範疇。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發放餐費 

住宿：Maison Traditionnelle 或 同級 

 

第04天 加達亞 

 (全日加達亞參觀) 

上午首先前往▲山丘處俯瞰整個姆扎卜谷地【UNESCO, 1982】，土黃色的民宅依山坡而建，一

座座立在古怪的土堆上，而且頂上還有一個尖頂，看上去就像一個滿周歲生日蛋糕。這裡的

房子都是沙色的，建築物與周邊環境融為一體，再加上散落各處的椰棗林點綴，猶如一座遠

離塵囂的世外桃源。隨後前往宗教聖城▲貝尼伊斯奎恩，這裡的道路蜿蜒曲折，錯落有致，

十分狹窄卻四通八達，宛如一座座的迷宮。山頂有座瞭望塔和宣禮塔，塔尖朝麥加方向傾斜，

只有到麥加朝聖過的人才可以住在這裡。城裡的居民都還穿著傳統服飾，當地的女性穿著罩

住全身的白長袍，遮到只剩下單眼露出來，形成特殊的人文景觀（此處不允許穿短褲、拍照

或吸煙）。續前往城郊參觀聖人▲西迪的陵寢以及千年歷史的▲水壩。今日晚餐特別安排享用

風味餐，並欣賞傳統舞蹈表演。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Maison Traditionnelle 或 同級 

 

第05天 加達亞阿爾及爾康士坦丁 Constantine 

AH-6201 0815/0945【飛行時間 01 時 30 分】；AH-6192 1120/1225【飛行時間 01 時 05 分】 

今日早上搭機經阿爾及爾轉機前往東部大城康士坦丁。康士坦丁是阿爾及利亞的第三大城，

人口約有 75 萬人。早在數千年前腓尼基人稱此地為西爾塔(Cirta) ，努米底亞王朝曾以此地

為首都，是康士坦丁發展到最輝煌的巔峰階段。4 世紀時曾遭到戰火的破壞，後來羅馬的康士

坦丁大帝(也譯為君士坦丁大帝)再加以重建，為了紀念這位皇帝就改名為康士坦丁。康士坦丁

座落於岩石高原上，魯枚爾河切割過石灰石的平原而成為險峻的峽谷，海拔高度約是 650 公

尺，峽谷最寬處約有 400 平方公尺，整座城市即是環繞峽谷而建。上午參觀這座建造在奇巖

峭壁上的險峻城市──康士坦丁。整座城市分成了高中低數層的結構，谷底的平原散佈著大

大小小的村落，嶙峋的石壁上盤旋著一條絲帶般蜿蜒的公路及橋樑，全市共有 7 座的吊橋橫

跨於峽谷上，所以康士坦丁又被稱為「橋之城」。其中就屬▲西迪拉西德石橋是城市中著名的

一處地標性建築物，這座橋建於 1908 年，橫跨於 60 公尺高的河谷之間，有 27 個拱形橋墩。

續走訪▲康士坦丁大帝雕像，以紀念羅馬的康士坦丁大帝對此地的建設。 

早餐：飯店餐盒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Marriott Constantine 5*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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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天 康士坦丁－提姆加德 Timgad－康士坦丁 

(行車：240 公里，4.5 小時) 

今天前往馬格里布地區最經典的羅馬古城─★提姆加德，又有著非洲龐貝古城的美譽。該城

是典型的羅馬城市，原本是為了羅馬退役士兵建築的眷村，在北非的第三軍團服役滿二十五

年後，羅馬政府給予退休宿舍，類似於眷村的設計概念。提姆加德城堡建於西元 100 年，最

初只是古羅馬奧古斯都軍隊沿著奧雷斯山區北部地方建立的一系列哨所之一。後來，羅馬帝

國特拉讓皇帝的命令，在此地建立了城市，並命名為塔姆加迪。西元 600 年，柏柏爾人起義，

趕走了羅馬人，這座城市也隨之改名為塔姆加德。城市在抵禦奴米底亞人的入侵上也起過重

大作用，經過幾個世紀的繁榮期，城市最終被柏柏爾人所毀壞。儘管如此，現在依然可以看

到當初城市的繁榮景象。整個城市都使用巨大的石塊建築起來的，平坦的石面大廣場，是古

代人們聚會的場所。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Marriott Constantine 5* 或 同級 

 

第07天 康士坦丁－傑米拉 Djemila－塞提夫 Setif 

(行車：166 公里，2.5 小時) 

今日參觀位在塞提夫東邊的一座羅馬古蹟★傑米拉【UNESCO, 1982】，意思為美麗的城市。傑

米拉古稱古克爾(Cuicul) ，是羅馬統治時期所建的一座軍事基地，遺址呈東南向西北延伸之

走向，位在海拔 9 百公尺的高地上，宏偉的神殿、半圓形劇場及列柱大道等廢墟散落在山谷

的高地上，顯得格外的醒目。隨後前往塞提夫，因位在海拔高度 1 千公尺的高地上，氣候涼

爽，成了阿爾及利亞的避暑盛地。塞提夫位於阿爾及爾以東約 190 英里，是阿爾及利亞著名

的大學城。在前 225 年，塞提夫便已建城，當時是馬塞西里的首都。後該城在朱古達戰爭中

遭到毀滅，羅馬帝國皇帝涅爾瓦在位期間重建該城。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Best Western Plus Setif Hotel 4* 或 同級 

 

第08天 塞提夫－阿爾及爾 

(行車：281 公里，3 小時) 

前往非洲最大的天主教堂▲非洲聖母院，建於 1859 年，採用新拜占庭風格的聖殿，雄踞於

124 公尺高的懸崖上，可俯瞰阿爾及爾港。續參觀紀念阿爾及利亞獨立 20 周年的▲殉難烈士

紀念碑，建於 1982 年，三角柱的形狀往天際延伸，晚餐後休息準備隔天大早的飛機前往馬爾

他。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ilton Algier 5* 或 同級 

 

第09天 阿爾及爾義大利瓦雷塔 Valletta【馬爾他】―馬沙許洛克彩石漁港 Marsaxlokk－巨石神

殿之旅－丁格里懸崖 Dingil Cliffs－瓦雷塔 

AZ-803 0530/0715【飛行時間 01 時 45 分】 ；AZ-886 0955/1120【飛行時間 01 時 25 分】 ；

(行車：50 公里，1.5 小時) 

(馬爾他雖只位於北非東北邊外海，但從阿爾及利亞出發無任何直飛班機，且班機選擇少。) 

今天因航班關係需起個大早前往機場經義大利李奧納多達文西機場轉機飛往有「地中海金銀

島」之稱的馬爾他首都－瓦雷塔。這裡是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地中海司令部，也是歐洲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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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聖地，整個島嶼充滿著優閒的度假風情。瓦雷塔，以聖約翰騎士團第六任首領拉•瓦萊

特（1557-1568 在位，瓦雷塔城始建者）的名字命名，是全國政治、文化和商業中心，人口 1

萬多。198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古城瓦雷塔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瓦雷

塔始建於 1566 年，城市採用棋盤式佈局。瓦雷塔有古跡 320 多處。抵達後前往位於東部的漁

港－▲馬沙許洛克(Marsaxlokk)，是欣賞馬爾他傳統漁船，＂魯祖＂這種美麗漁船的最佳地

點，因為，臨著的馬沙許洛克海灣裡，滿佈著彩色的魯祖。小漁港除了是欣賞魯祖美景的絕

佳位置，也是品嚐地中海鮮魚的好地方哦！▲哈加格印神殿(Hager Qim Temples)的外型保持

完整，從空中鳥瞰像是三個及四個圓圈所構成(那是外星人的基地)；從正面看，層疊排列的巨

大石牆，顯見數千年前精良的建構和細緻的工藝，起初發掘的石像和石器，已經搬進國家考

古博物館永久保存了。▲尹納依爪神廟(Mnajdra Temples)又被稱為「太陽神廟」，當地研究員

相信該神殿在一萬多年就是精確的太陽鐘，根據日光投射在祭壇和石柱上的位置，即可顯示

四季節令…。接續前往位於西南角的丁格里懸崖，像極了英國的白堊斷崖。 

早餐：發放餐費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Grand Hotel Excelsior 5* 或 同級 

 

第10天 瓦雷塔 －斯利馬 Slema－瓦雷塔 

(行車：15 公里，40 分鐘 來回) 

今日前往東北部商業大城斯利馬， 坐上★遊港渡輪眺望馬爾他最重要的兩個港口，西岸的馬

薩姆克塞特港 MARSAMEXTT 以及東岸的格蘭德海港 GRAND HARBOUR。參觀▲芭拉卡花園。

漫步在瓦雷塔，你會發現每個角落裡都有著神秘的歷史遺跡。高舉手臂奉獻的少女塑像；透

露著神秘色彩的壁龕，噴泉；訴說著歲月故事的古老城牆。當你停下來慢慢領會它時，你會

發現在廣場，庭院，花園，大街小巷裡，都有著與眾不同的故事和回味無盡的寓意，在這裡

還可以遠眺對岸的 The Three Cities,這三座城市分別是 Vittoriosa、Senglea 和 Cospicua，雖

不像瓦雷塔那麼熱鬧，但因位居格蘭德海港兩岸，地形相形重要。前往★聖約翰聯合大教堂

（原騎士修道教堂），網路上流傳著這段話，來到馬爾他，如果沒有參訪過這間教堂，那就等

於白來了。跟義大利或是梵蒂岡的教堂比較起來，也許不入你的法眼，但是她金碧輝煌的程

度，還是令人榨舌。這是崇拜「施洗約翰」的天主教堂。這座教堂是馬爾他騎士 Knights of Malta 

在 1573 到 1578 年建蓋。外觀是由軍中建築師設計。內部裝潢及其華麗，採用巴洛克式風格，

教堂包含了八個小教堂(Chapel) ，分別獻給 8 語言(方)忠誠的馬爾他騎士聖人，在這八個小

教堂的祭壇下，存放著重要騎士的屍骨。整座教堂四週的牆壁及圓拱形的天花頂，全是著名

藝術家馬蒂亞-布列提 Mattia Preti 所畫的浮華壁畫。特別是牆上的浮雕與大理石牆面是一體

成型的，而不是另外雕刻之後才黏上去的。踏進教堂後，不得不對畫家布列提 Mattia Preti

表達敬意，映入眼前的圓拱形天花板，一系列的聖約翰一生的油畫作品。直視著這些作品，

人物的表情、動作、陰影的表現讓人覺得栩栩如生，有如浮出畫作一般的直指著你，尤其是

圓型窗戶兩側的聖人或是殉道者，表情逼真。布列提 Mattia Preti 花了六年才完成天花板的畫

作，畫作分為 6 排(bay)，每一排都表達三段故事，每一段故事感覺像是互相連結，又可成為

獨立畫作，更厲害的是，第一段跟第三段畫作是呈現 180 度的，但是彼此之間卻沒有突兀的

感覺。隨後參觀巴洛克建築風格的★曼諾爾劇院。觀賞★The Malta Experience 馬爾他體驗，

有著全馬爾他最珍貴也最昂貴的電影之稱，透過聲光及視覺效果，讓我們親臨現場感受這有

著七千年歷史國家的文化淬鍊，位處地中海割喉位置的馬爾他，是如何被造就今日的面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Grand Hotel Excelsior 5* 或 同級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第11天 瓦雷塔 －戈左島 Gozo Island－瓦雷塔 

(行車：60 公里，1.5 小時)來回 

早餐後前往制高點俯拍普派卜派大力水手村，當初會建造這水手村是為了要拍攝一部迪士

尼在 1980 年出產的電影「大力水手 Popeye」，花費近 7 個月完成建造，由於馬爾他沒有森林，

村莊中 19 棟木造房屋均是由荷蘭及加拿大進口，比照 20 年代的房屋風格建造。除了使用近

2000 加侖的油漆為房屋上漆。水手村裡有著不同顏色的木造小屋(冬天行程安排俯拍行程，夏

天入內參觀)。隨後前往奇克瓦灣(CIRKEWWA)搭船至戈佐島的恩嘉(MGARR)港，前往距今六千

年的★巨石神殿吉甘提亞(GGANTIJA)，這座比埃及金字塔還早了約 500-1000 年的石廟，設有

無數個祭壇，是當時馬爾他人舉行豐年祭的地點，午後續往西岸的著名景點「菌石」，見海水

如寶石般的忽藍忽綠閃爍著，真是亮麗。而在海岸外還有一無人居住的小島，稱為「菌石」，

據說「菌石」生長的菌類是一種藥用植物，可治療出血、胃潰瘍等，效果類似中國的雲南白

藥，接著參觀▲維多利亞城堡(CITADEL OF VICTORIA)，由城牆上可眺望整座戈佐島，隨後搭

乘 20 分鐘的渡輪返回瓦雷塔。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Grand Hotel Excelsior 5* 或 同級 

 

第12天 瓦雷塔拉納卡 Larnaka【塞普路斯】－尼科西亞 Nicosia－利瑪索 Limasol 

EK-110 1455/1815【飛行時間 02 時 20 分】 

早餐後參觀▲Mdina 馬迪那中古世紀圍城小鎮。午餐後搭機飛往塞普路斯第一大城──拉納

卡，抵達後立即前往擁有 9,000 年悠久歷史，塞普路斯首都－尼科西亞，尼科西亞從西元 11

世紀開始就是塞普路斯島的首都，西元 1974 年戰爭的結果後分裂成兩部分，中間分界線駐有

聯合國維和部隊，是自柏林牆推倒以後世界上唯一一個分裂的首都，使該城市至今仍分割為

兩個政治互異的部分。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The Royal Apollonia 5* 或 同級 

 

第13天 利瑪索－撒拉米 Salamis－法馬古斯塔城 Famagust－利瑪索 

(行車：160 公里，2.5 小時) 

今天前往塞普路斯古都撒拉米，屬該島古代十大城邦之一。傳統認為它是 Telamon

王的兒子 Teucer 約於主前 11 世紀所建。在羅馬時期，撒拉米商業非常興盛，為塞

島主要港口，有許多猶太人居住。新約時代，保羅和巴拿巴曾在此登岸並在會堂傳

道。後在拜占庭時代成為塞島首都。至主曆七世紀被阿拉伯人所毀，漸漸衰落，之

後被附近的法馬古斯塔所取代。參觀★撒拉米遺蹟、▲圓形露天劇場、▲浴池、▲

古市集、▲宙斯神廟、▲拜占庭式教堂…等，可見當時繁榮一班。接續來到★聖巴

拿巴修道院和★巴拿巴之墓，相傳巴拿巴第二次來此傳道，曾住了十年之久，並成

為此地第一任大主教。後被猶太人用石頭打死，屍體被棄，卻為門徒收藏、秘密埋

葬，並以一馬太福音聖經抄本陪葬。傳說在 432 年，有一大主教 (Athemios)夢見巴

拿巴墓穴的地點，他下令挖開墓穴，並發現內有馬太福音聖經抄本。接續來到素有

「鬼城」之城的法馬古斯塔城，也有「365 教堂」之稱。古城被 13 世紀威尼斯共和

國所建的古老城墻，城高 12 公尺、寬公尺 5.6 和 4.8 公里長及 3 座城門。古城是

一座經過無數戰爭洗禮的城市，從殘存的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城堡、教堂、圍墻，我

們依然可以看到它歷史的輝煌，充滿神秘和精神文化，歷史的滄桑歷歷在目。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住宿：The Royal Apollonia 5* 或 同級 

 

第14天 利瑪索－尼科西亞－利瑪索 

(行車：160 公里，2 小時)來回 

前往南、北塞普路斯首都◎尼科西亞，又稱為 LEFKOSIA 早在西元前 200 多年便是

塞普勒斯古代重要的城邦，稱之為「麗德拉」。尼科西亞，1984 年北塞第一位總統

MUSTAFA KEMAL ATATURK 曾說：「NE MUTLU TURKUM DIYENE(HOW HAPPY IS THE 

ONE WHO SAY“ I AM A TURK”！」。今日尼科西亞便是在麗德拉的基礎上逐漸形成

和建設起來的，自西元 10 世紀末以來，尼科西亞便一直是塞普路斯的首都，西元

1974 年戰爭的結果，使該城市至今仍分割為兩個政治互異的部分。尼科西亞那一座

座白色、黃色的高大建築物與繁花綠樹交相輝映，全城猶如一座美麗的大花壇，點

綴在島國這塊錦繡般的巨毯之上。這一派迷人的景色，加上城內保存完好的歷史文

明古跡，每年吸引著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今早參觀★國家考古博物館、▲聖約

翰東正教堂、▲尼科西亞老城區等。隨後穿過★Ledra Street 萊德拉街前往尼科西亞位

於北賽的區域，萊德拉街是尼科西亞市中心的一條主要商業街，連接南北尼科西亞兩部分 這

條街穿過聯合國緩衝區之處曾是萊德拉街街壘的所在。街壘標誌希臘南部和土耳其北部的分

治。2008 年 4 月街壘撤除，萊德拉街成為賽普勒斯南部和北部地區之間的第六條通道。萊德

拉街得名於古代的萊德拉城邦，位於塞普路斯島中央。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he Royal Apollonia 5* 或 同級 

 

第15天 利瑪索－帕佛斯 Paphos－利瑪索 

(行車：140 公里，2 小時)來回 

今日專車沿西海岸至女神愛芙羅黛蒂（維納斯）之出生地──羅繆海岸，參觀位於海中的▲

愛神岩及附近的★阿芙洛狄特神廟。隨後前往氣候宜人、自然環境優美的帕佛斯城【UNESCO，

1980】，此地留有不少珍貴的遺跡，於此參觀古羅馬貴族館邸－★迪厄尼索斯之家，內仍留有

東地中海的傑作－希臘神話鑲嵌畫，續走訪▲保羅之柱、▲帕佛斯中世紀城堡及★王家墓地

等。在返回利瑪索沿路可參觀古希臘羅馬的遺跡－★庫利翁古城，走訪古羅馬露天劇場、列

柱大道、浴場等遺址。隨後前南塞普路斯第二大城市也是利馬索爾區的首府－利瑪索。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The Royal Apollonia 5* 或 同級 

 

第16天 利瑪索－尼科西亞－特羅多斯 Troodos－利瑪索 

 (行車:120 公里，2 小時) 

今日尼科西亞便是在麗德拉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和建設起來的，自西元 10 世紀末以來，尼科西

亞便一直是賽普路斯的首都，西元 1974 年戰爭的結果，使該城市至今仍分割為兩個政治互異

的部分。尼科西亞那一座座白色、黃色的高大建築物與繁花綠樹交相輝映，全城猶如一座美

麗的大花壇，點綴在島國這塊錦繡般的巨毯之上。這一派迷人的景色，加上城內保存完好的

歷史文明古跡，每年吸引著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接續來到位於賽普路斯島的中央、有

綠色心臟之稱的特羅多斯，特羅多斯山脈綿延塞普路斯西邊大部分地區，從阿爾納烏特

(Arnauti)角向內地延伸，山體為火成岩經侵蝕切割而成。最高峰海拔 1951 米，名為奧林匹斯

山。隱藏在山中的 9 座西元 11～16 世紀的拜占庭彩繪教堂，皆被登錄為 UNESCO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最具知名的世界遺產教堂★是科斯教堂(kykkos Monastery)，教堂內有聞名於東地中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海的海神之家馬賽克拼圖。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he Royal Apollonia 5* 或 同級 

 

第17天 利瑪索－尼科西亞－萊夫卡萊村 Lefkara Village－鹽湖 Salt Lake－拉納卡杜拜 

EK-108 1930/0125+1【飛行時間 03 時 55 分】 

今日早上前往拉納卡西南 32 公里的世界遺產－★科伊羅寇伊提亞【UNESCO，1998】，參觀塞

普路斯島新石器時代人類聚落的遺址，續參觀一個非常有特色、以刺繡和製作銀器工藝品聞

名於世的鄉村▲萊夫卡拉村。隨後前往塞普路斯第一大城──拉納卡，又名拉納克斯，古稱

克提昂。曾一度是腓尼基人在塞普路斯島的重要據點，後在希臘人同波斯人的戰爭中遭破壞。

奧斯曼帝國佔領後，逐漸發展成為重要的城市和海港，伊斯蘭文化得到傳播。但後又為法馬

古斯塔所代替。參觀位於拉納卡▲海濱大道上的拉納卡城堡，始建於 12 世紀的拜占庭的時代

裡，到了威尼斯統治時重修建為▲拉納卡城堡要塞。來到矗立鹽湖畔優雅的▲哈拉蘇丹特克

清真寺。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發放餐費 

 

第18天 杜拜台灣 

EK-366 0445/1650【飛行時間 08 時 05 分】 

班機與今日凌晨抵達杜拜，隨後搭機返抵台灣，結束【【阿阿爾爾及及利利亞亞、、馬馬爾爾他他、、塞塞普普路路斯斯傳傳奇奇

之之旅旅 1188 天天】】。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行

車參觀。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以及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

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歐元，180 日共計 180 歐元。 

 2018 年 3 月(含)出發後之團體，所有行程皆含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5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36,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

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

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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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

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3 頁以上空白頁)  

 六個月內之二吋照片 4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旅客基本資料。(聯絡地址/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工作天：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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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杜拜 TPE/DXB 阿聯酋 EK-367 2345/0505+1 10:10 

杜拜─阿爾及爾 DXB/ALG 阿聯酋 EK-7570810/1240 07:30 

阿爾及爾─加達亞 ALG/GHA 阿爾及利亞 AH-62001830/2000 01:30 

加達亞─阿爾及爾 GHA/ALG 阿爾及利亞 AH-62010815/0945 01:30 

阿爾及爾─康士坦丁 ALG/CZL 阿爾及利亞 AH-61921120/1225 01:05 

阿爾及爾─義大利 ALG/FCO 義大利 AZ-8030530/0715 01:45 

義大利─馬爾他 FCO/MLA 義大利 AZ-886 0955/1120 01:25 

馬爾他─拉納卡 MLA/LCA 阿聯酋 EK-1101455/1815 02:20 

拉納卡─杜拜 LCA/DXB 阿聯酋 EK-1081930/0125+1 03:55 

杜拜─台北 DXB/TPE 阿聯酋 EK-366 0435/1640 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