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加傳奇-秘魯單國 12 日遊
行程總覽
第 1 天：台北✈香港✈達拉斯 Dallas✈利馬 Lima
第 2 天：利馬巴拉卡斯 (返回利馬車程約 300 公里，約 4~4.5 小時車程)
第 3 天：伊卡那斯卡伊卡
第 4 天：伊卡巴拉卡斯利馬
第 5 天：利馬✈庫斯科聖谷 Sacred Valley
第 6 天：聖谷

溫泉鎮馬丘比丘溫泉鎮

聖谷《新七大奇觀馬丘比丘》

第 7 天 : 聖谷庫斯科
第 8 天：庫斯科普諾 (前往普諾約 380 公里，約 10 小時車程)
第 9 天：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第 10 天：普諾胡利亞卡 Juliaca✈利馬✈達拉斯 Dallas
第 11 天：達拉斯 Dallas✈香港
第 12 天：香港✈桃園

(特別安排:安地斯山印加文化生態之旅及秘魯七彩山自費行程)

太平洋海岸沙漠 :利馬古城區巡禮、巴耶斯達生態島、伊卡沙漠大體驗、那斯卡神秘地畫
古印加文化巡禮 :庫斯科印加古城、高原觀光火車遊、古城墟馬丘比丘、印加聖谷大探索
安地斯高原風情 :西屋斯坦尼墓群、的的喀喀湖浮島、塔吉拉風光人文、安地斯山高原行
第 1 天：桃園－香港－達拉斯 Dallas－利馬 Lima
(今日航班:CX403 0910/1110+ AA126 1430/1640+ AA909 2222/0524+1)
今日上午搭機經香港前往美國德卅達拉斯入境轉機後(行李可由台灣直掛秘魯利馬)，再搭機
飛往南美古印文明發源地－秘魯。
早餐:
午餐:機上
晩餐: 機上
旅館:機上
第 2 天：利馬 －【利馬古城區巡禮】－巴拉卡斯 Paracas
上午飛抵曾是南美政教中心的秘魯首都利馬。入境迎賓後前往西班牙風格的利馬歷史城區的
【聖馬丁廣場 Plaza de San Martin】、【大廣場 Plaza de Armas】、「大教堂 La Cathedral」、
「總統府 the Government Palace」【百年郵局大厦 correo central】、名列世界遺產的【聖
多明哥修道院 Convento de Santo Domingo】。然後前往利馬太平洋畔的新城中遊覽印加前的
【瓦卡.瓦亞馬卡金字塔 Huaca Huallamarca】、【愛情公園 Love park】。
下午專車前往巴拉卡斯，車行經祕魯西海岸沿泛美公路南下約 250 公里。巴拉卡斯海灣為南
美國父聖馬丁(San Martin)將軍登陸祕魯並從殖民地政府解放脫離由西班牙人統治而獨立的
重要起點。
早餐: 機上
午餐: 西式料理
晩餐: 西式料理
旅館: Hotel Las Dunas Ica 或同級
第 3 天：伊卡 ICA－那斯卡－伊卡沙漠綠洲《那斯卡神祕大地畫》《探索伊卡沙漠綠洲》
上午前往那斯卡機場自費(USD.140 元 30 分鐘)搭機於空中瀏覽那斯卡神秘大地畫，遊覧專機
在空中欣賞於地面上 50 公里範圍的巨大神秘的幾何、動物地畫圖案奇（全區聯合國訂為人
類文化財產保護區）。然後遊覽那斯卡線之母【瑪麗亞瑞契博物館 Museum Maria Reich】，她
是一名出生於德國的數學家和考古學家，她以其對秘魯古文明遺址 納斯卡巨畫 的研究而著
稱。然後經泛美公路返回利馬(今日行車距離約 450 公里)。
下午前往伊卡沙漠【華卡奇那綠洲 Oasis Huacachina】，綠洲中央有一個有著美人魚傳說的
美麗小湖，湖畔周圍棕梠樹林立，外圍均被沙漠所包圍，湖中的水是被認為有治療疾病效果
的聖水，並可沿綠洲小湖畔步道漫步。搭越野車(約 90 分鐘)享受在沙漠中疾駛的快感，並
可同時體驗享受在沙丘上玩沙板滑降的刺激，讓喜愛探險的您在這綠洲中盡情享樂。
早餐: Hotel
午餐: 西式料理
晩餐: 西式料理
旅館: Hotel Las Dunas Ica 或同級
第 4 天：伊卡－巴拉卡斯－利馬
上午我們於此搭船到海上巴拉卡斯國家保護區的【巴耶司達群島 Islas las Ballestas】俗
稱鳥島，在此 2 個小時的船遊中去觀賞驗體生態大驚奇，在 Paracas 外海約 30 公里處，由
三個主島和無數的岩礁組成。搭快艇先沿著巴拉卡斯半島參觀海岸神祕的【燭台大地畫
Candelabro de paracas】，然後再至鳥島觀察壯觀奇特的島嶼自然生態，鳥島上堪稱鳥類的
天堂,生活著數百萬隻海鳥，鸕鶿、火鶴、鰹鳥、鵜鶘、海鷗及海豹、海獅等野生動物奇觀。
下午搭車返回利馬。
早餐: Hotel
午餐: 西式料理
晩餐: 中式料理
旅館: Lima Hotel El Pardo Double tree Hilton 或同級
第 5 天：利馬－庫斯科－印加社區《印加社區生態之旅》 (今日航班:LA2023 0810/0945)
上午搭機前往曾是印加帝國首都的庫斯科(海拔 3,400)。庫斯科是一個高海拔城市，海拔有
3400 公尺，它的名字在秘魯當地話中（蓋丘亞語）意味著「肚臍」。1983 年城市中的古城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抵達庫斯科機場後，專車接機前往庫斯科聖谷高地中去探訪

印加傳統社區【密斯密耐社區 Misminay】。進入這個百姓多以農牧及旅遊為主的印加村落，
旅客會受到接待居民以舞蹈、音樂及花環的熱列歡迎。
然後旅客扮演志願者角色，分組去參與社區中接待家庭的安排，並在專家的帶領下參與編
織，烹飪或地面工作，進行一位公益志工的角色。午餐也會在接待家庭中享用道地風味。然
後以步行的小旅行去欣賞田園大地及雪山自然美景。
此行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你將有機會在旅行中去幫助偏鄉人家，獲得所需要的一些人力
參與或財力上小小的協助。但在這次印加人文探索的公益之旅後，也許你會改變人生價值與
生活態度！總之，您將在這旅途中享受一段純淨自然中美妙的人文風景。
然後前往海拔約 4000 公尺的【莫瑞梯田 Moray ruins】。在此安地斯山中的 5 個圓形梯田群
所組成，最大一個深達 40 公尺、寬約 130 公尺，冬季時地表上和梯田底部溫度最大時可差
約攝氏 14 度，梯田內也建有巧妙的排水設計，此地也有如是印加人的農試所，也印証印加
在農業文明上的成果。然後再前往印加鹽田【馬拉斯鹽田 Maras Salt Mines】參觀，鹽田運
用高鹽份的山泉水日晒沈積結晶的傳統方式生產，由印加時代開採至今，可供應庫斯科地區
使用，總共約有 3 千多鹽池分佈在此山谷中，白雪般的大片鹽池也形成一幅壯觀美麗的景觀。
早餐: Hotel
午餐: 西式料理
晩餐:中式料理
旅館: Sonesta posadas del inca sacred valley 或同級
第 6 天：庫斯科－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 《世界新七大奇觀》－庫斯科
上午專車前往印加聖谷中的古道重鎮烏魯邦巴，沿途欣賞美麗田園景觀，隨後至【奧揚泰坦
博 Ollantaytambo】搭乘高原觀光火車，沿著安地斯山烏魯邦巴河谷北上前往神秘的印加古
城墟--馬丘比丘，車行 90 分鐘抵達馬丘比丘山下的【溫泉鎮 Aguas Calientes】(海拔 1700m)
後，隨即搭接駁車沿之字形山路約 20 分鐘上山至世界新七大奇觀【馬丘比丘公園
Machu-Picchu】(海拔 2400m)。
入內參觀其座落於斷崖絕壁上的神殿、廣場、祭壇、聖石、皇居、府阺、原生植物、水道、
梯田等精巧的巨石建築，並於古城墟上眺望美麗的安地斯山峽谷風光、午後下山至溫泉鎮街
區印加【傳統工藝市集】参觀，然後搭下午火車返回。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晩餐: 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Xima Cusco 或同級
第 7 天：庫斯科《庫斯科世遺古城》
今日自由活動: 可自費參加:
1. 庫斯科半日遊(4 小時，團員免費參加)：
上午於旅館出發前往庫斯科近郊的白色基督像，並眺看美麗的庫斯科全景，然後於濃濃印加
味的庫斯科城內遊覽【巨石街】、【大廣場 Plaza Amars】、【大主教堂 Cathedral】、【太陽神
殿 Qorikancha】、【聖多明哥教堂】等含午餐。
2. 七彩山 Vinicunca 一日遊(15 小時，04:00-19:00，費用 USD.120)：
上 午 4 點 於旅 館出發前往 Pitumarca ，行車約 3 小時先享用早餐，然後再行行車 至
Hanchipata-Quesuno (海拔 4530M) 後開始步行約 3 小時，沿途欣賞安地斯山及冰河壯麗風
光及野生動物至 Vinicunca（彩虹山脈觀景區海拔約 5000m）的自然奇景。一小時後下山返
回，含午餐。步行往返約 15 公里，最高海拔約 5300M，個人必需確認本身條件再參加。
早餐：Hotel
午餐：自理
晩餐: 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Xima Cusco 或同級
第 8 天：庫斯科 Cuzco－普諾《安地斯高原風情》
上午沿著安地斯山脈中的〝太陽之路〞前往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畔的普諾市（海拔 3800
公尺）, 沿途安底斯山山頭白雪美景皆是快門的好目標，也是觀察印加人生活的好機會，然
後沿途欣賞安底斯山高原風光經河谷、平原等印加鄉間小鎮、古老教堂、印加古蹟及山水風
光，其中駱馬及羊駝悠行其間，途經精緻的殖民地風的【古老教堂 Andahuaylillas】
，
【印加
行宮神廟古蹟 Racchi】
、印加鄉間小鎮【Sicuani】享用當地風味午餐、及此段公路最高點【La
Raya】（海拔 4335 公尺），下午抵達的的喀喀湖畔的普諾(海拔 3800 公尺) (今日行車距離約
380 公里)。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Jose Antonio 或同級
第 9 天：普諾－的的卡卡湖 Lake Titicaca【的的喀喀湖浮島】
上午搭遊艇遊覽世界上海拔最高且大船可通航的高山湖泊【的的喀喀湖】
。湖面積 8290 平方
公里，平均水深 140-180 公尺，最深處達 280 公尺，海拔 3800 公尺的。先前往湖中參觀由
印第安人漁民以蘆葦編製成的水上浮島－【烏洛斯島 Uros island】
，拜訪保留傳統習俗的原
住民及參觀美麗的傳統工藝，並接受島上居民載歌載舞的熱情歡迎，另也可搭傳統奇特的蘆
葦船新奇體驗。然後再前往湖心中的【塔奇勒島 Taquile island】，船行約需 2 小時，島上
居民的服裝頗具特色，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在島上無電、無車,只有山徑步道及田野間的
牛羊家畜與在山徑旁的民居，走至旅客商家聚集的大廣場處，海拔約 4000 公尺，有如置身
於玉山頂上，但景觀視野絕佳，可遠眺玻利維亞雪山、印加發源地-大陽島，近觀廣闊的湛
藍湖水，享受寧靜的大地與微風撲面的暢意。享用民家風味午餐後再沿著風光極佳的山徑前
往島上主碼頭登船返回普諾。
＊塔奇勒島需依當時航班時間狀況來調整，若時間上不允許，就不會安排進入。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Jose Antonio 或同級
第 10 天：普諾－利馬－達拉斯 (今日航班:LA 2096 1328/1455 + AA988 2354/0722+1)
上午前往普諾市區的印加傳統市場遊覽，以最近距離去探索觀察印加的日常生活。然後至普
諾市高處的【美洲豹觀景台】眺看整個普諾市景及的的喀喀湖湖景。然後前往近郊當地的艾
瑪拉(Aymara)家庭探訪，艾瑪拉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脈高原地區的土著民族，約 100 萬人生活
在玻利維亞、秘魯和智利。他們的祖先在該地區居住了幾個世紀，然後在 15 世紀末或 16 世
紀初成為印加人的臣民，傳統的磚石建築及農牧生活有別於傳統印加印象。然後前往機場準
備搭機返回利馬。於利馬機場安排機場旅館三溫暖(需備泳衣)讓大家梳洗輕鬆後展開返台的
搭機行程。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機場簡餐
旅館：機上
第 11 天：達拉斯－香港(今日航班:AA125 1040/1610+1)
今日上午由利馬飛抵達拉斯國際機場後，經入境美國再登機搭乘飛香港的航班。
旅館：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旅館：機上
第 12 天：香港－臺北(今日航班:CX402 1835/2030)
經國際換日線飛抵香港，再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精彩難得的南美秘魯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旅館：HOME
註:1.拉美系列團行程內容多為出發日 1 年前之計劃，實際出發行程順序及細部內容，將依最後確認
之班機時間而調整，旅館依當地同級接待之安排為準，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2.本行程共有多段航班，在拉美地區的飛行航段中往往會與用餐時間有所衝突，所以部份用餐需請旅
客於機場自理戓部份以餐盒安排，請參考行程表中餐食欄。

項

目

每人費用

團費

出發日期

NT$ 158,800 元

2018：12/21

2019：02/27、04/03、05/31、09/06、10/05、11/01

NT$ 178,800 元

2019 :01/30、07/12、08/09

單人報名或指定單人房時需補房差 NT$25,000 元
出團人數
費用包含

費用不含

自費行程

簽証事宜

注意事項

取消變動

最低出團人數：10 人
1.機票：全程經濟艙團體旅遊機票(國際線改搭商務艙另計)、燃油兵險及機場稅金。
2.旅館：行程中之旅館住宿，都市五星級為主，部份地區以當地特色旅館安排，2 人 1
室。
3.餐食：地面行程中之三餐(早餐皆於酒店內享自助式餐飲、午晚餐則以套餐及自助餐
或中式桌菜，南美亞馬遜地區，因行程及環境因素以餐盒或簡餐安排)。
4.交通：行程時之交通及景點門票與船票、火車票。
5.飲水：路上行程中之每日供應瓶裝水飲水一瓶(如有不足敬請自理)。
6.保險：全程旅遊責任險新台幣 200 萬及 10 萬醫療險。
7.行李：搭機全程免費托運行李 23 公斤 1 件。
8.領隊：全程包含中文領隊及各地中英文導遊服務。
1.簽證：行程中各國所需之簽證辦理(由於參團旅客使用護照之多元化，簽證費用不包
含)。
2.小費：領隊、導遊、司機、團體同出(check out)行李時之小費共 NT 5,040(約每日
USD.12，由於行程中涵蓋多國與地區，為方便領隊作業之順暢，我們會在出發前先代為
收取)。
3.搭機餐食：國際段或國內段航程中或搭機前不適安排之用餐，原行程計劃也未安排
時，皆以
機上之供應用餐或機場自費自理為原則。
4.其他：私人性質之消費如：洗衣費、電話費、用餐時自點飲料及旅館內行李入房及床
頭等費用。
1.未含於本行程說明內之行程及景點門票。
2.秘魯那斯卡出發之那斯卡大地畫空中之旅(30 分鐘 140 美元含稅金)。
3.伊卡沙漠飆沙越野車(約 90 分鐘 40 美元)。
4.秘魯七彩山健走一日遊(15 小時,USD.120 美元)
註: 以上價格時有變動，以當時價格為主。
1.持 ROC 台灣護照秘魯旅遊觀光免簽。
2.經美國轉機之行程，皆需備有多次美簽。
＊如需新辦美簽(需持新版晶片護照並自費 US$14 元，上 AIT 網站之美簽 ESTA 線上填
表申請，事涉個資可請家人協助上網登錄或提供個資，由旅行社代辦(工本及手續費
NT$800)登錄申請。
美簽 ESTA 網址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1.回程如需於美國離團，出發前機票需改散客機票並補差額。
2.單人報名時若無同性別團員可安排同住，則需補足單房差。請注意，單人房為一人房
(Single)較雙人房小，非雙人房(Double)供一人使用。
3.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會協助向飯店提出您的需
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4.如為臺灣地區境外參團者，依保險法規定身處國外人士，本公司無法保險，敬請自理
保險事宜。
5.繳費流程：
(1)作業金(訂金)－每人 30,000 元(報名確認時同時交付護照影本、護照自帶切結)。
(2)尾款:行前說明會時(約 30 天前)。
(3)如涉商務艙機票及散客機票開票、郵輪、河輪等預訂事宜，收款金額及程序另訂之。
6.行前說明會時間：出發前約 1 個月另訂之。
1.收訂後至出發前 60 天，人員取消如涉有散客票或包機、包船、保証房、簽証...等特
定费用需另計收費外，得以換人不另收取消手續費，如不換人則收團體費用個人總額
10%之工本手續費或訂金 30%。
2.出發前第 15 天至 59 天內取消，如涉有散客票或包機、包船、保証房、簽証...等特
定费用需另計收費外，不得換人，如有取消皆收取團體個人費用總額 20%之工本手續
費或訂金全額。

3.出發前第 14 天內人員取消，除訂有散客機票外，其他團費恕不退費。散客機票退票
金額及時間之規定依各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4.如有取消皆以電郵(E-mail)或傳真給業務經辦人提出正式取消通知為準，並經來電確
認，口頭及其他方式恕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