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亞馬遜豪華河輪 14 日之旅
(四大主題＋八大探索！)
特別安排亞馬遜五星河輪，以 4 天 3 夜奢華環保的方式，探索亞馬遜河自然生態奇觀。

秘魯四大主題
亞馬遜雨林生態、太平洋海岸沙漠、安地斯高原風情、古印加文化巡禮
秘魯八大探索
那斯卡神秘地畫、巴耶斯達生態島、伊卡沙漠大體驗、亞馬遜綠色之旅
利馬古教堂巡禮、庫斯科印加古城、高原觀光火車遊、古城墟馬丘比丘
第 1 天 臺北－洛杉磯 LAX (今日航班：BR 012 1920/1650)

今日下午搭機前往美國洛杉磯入境轉機後、再搭機飛往南美古印文明發源地－秘魯。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旅館：機上

第 2 天 洛杉磯－利馬－西海岸 —巴拉卡斯 Paracas(今日航班：LA2605 0015/1055)

今日上午飛抵曾是南美政教中心的秘魯首都利馬。午餐後，下午沿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島，全長約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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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泛美公路 Pan America】南下前往西海岸沙漠保護區的巴拉卡斯海濱度假區，沿途欣賞乾燥沙漠景觀
戓在車上小眠休息調整時差。巴拉卡斯是南美國父聖馬丁(San Martin)將軍在 1821 年率部隊在此登陸秘魯後，
脫離由西班牙人統治而獨立的重要起點(今日行車距離約 280 公里)。
早餐：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Paracas Resort 或同級

第 3 天 巴拉卡斯-那斯卡 Nazca－伊卡沙漠綠洲《那斯卡神祕大地畫》《探索伊卡沙漠綠洲》

今日上午由皮斯科 Pisco 機場搭機前往那觀賞【斯卡神秘大地畫 Nazca Line】，空中遊覧專機在空中經伊卡沙
漠、綠洲風光後，再沿著安地斯山脈旁南下至那斯卡地區，於空中欣賞地面河床沙礫上約 50 公里範圍中巨大
而神秘的幾何線條、動物地畫圖案奇觀（全區聯合國訂為人類文化財產保護區）
，然後再飛返比斯科機場(飛行
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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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可自费搭越野車(約 90 分鐘 40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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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Paracas Resort 或同級

第 4 天 Paracas 半島-利馬《巴耶司達鳥島生態驚奇》

上午我們搭船到海上巴拉卡斯國家保護區的【巴耶司達群島 ballestas Islands】俗稱鳥島。出海後先參觀
Paracas 半島的海岸【燭檯大地畫】
，然後至巴耶司達群島中穿梭觀察壯觀奇特的島嶼自然生態，數以萬計的
燕鷗、鵜鶘、鰹鳥、鸕鶿等遮天蓋地的海鳥生態世界及洪堡企鵝、海獅及虎視瞻瞻在旁準備搶食的禿鷹等野生
動物生態奇觀(船遊行程為 2 小時)。今日下午經泛美公路返回利馬(今日行車距離約 250 公里)。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旅館：Lima Jw Marriott 或同級

第 5 天 利馬－伊奇多士 Iquitos－Aria Amazon 豪華河輪
(今日航班：LA2380 1005/1205)
亞馬遜 Aria Amazon 號，水世界探險集團簡介:水上探險移動城堡*每週五出航(4 天 3 夜)。
水世界探險集團簡介官網: http://www.aquaexpeditions.com/
船之諸元：2011 年下水，秘魯籍，母港:伊奇多士，船身長度:147 英呎，寬 29.5 英呎，甲板三層，400 噸，電壓 220
客房空間：豪華空調客房 16 間(1&2 層各 8 間套房，每間 7-7.5 坪，共可搭載 32 位旅客，可另加沙發床，有 4 套房間有連通)
公共空間：空調觀景餐廳、室內外酒吧，船頂觀景台、Spa 按摩間、户外按摩池、4 艘動力小艇(可搭載 8-10 人)
服務人員：專業船長及船員 26 人，含米其林三星級經驗之行政主廚，另有 4 名雙語(英、西)生態導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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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搭機前往亞馬遜河中游地區伊奇多士，抵達後由亞馬遜河船公司安排接待及前往伊奇多士碼頭登上此有如
水上探險移動城堡的〝Aria Amazon〞號，並分配房間，準備展開一個非常難得亞馬遜河中流雨林探索之旅。
晚餐前將有一個有關行程內容及船上設施及安全的簡報，晚上 08:00 舉行歡迎晚宴，船上餐飲由具米其林三星

級經驗之主廚打理，運用雨林在地的美味佳餚並配有葡萄美酒，在用餐時可透過明亮的觀景大玻璃與雨林河水
融於一體，明亮的月光遍灑於亞馬遜河河面上，晚餐後可於甲板露台上，在河輪緩慢的航行中體驗星空下與綠
世界的自然享饗。PS.河輪行程會因季節及水位等因素而調整。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船上料理 旅館：Aria Amazon 蒙華河輪

第 6 天 亞馬遜河中流-Tahuayo 河- Charo 湖- Yacapana 島(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觀)

早起的旅客可在這綠世界中欣賞日出的美景，同時也是這生生不息萬物生命的另一個開始的一天。享受我們豐
盛的自助早餐，我們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傳統雞蛋菜肴，秘魯特色菜，自製烘焙食品和鮮榨果汁，有些是可能從
來沒有嘗過的熱帶甜美水果製成。
早上後登上我們的裝備齊全的小艇，由生態導遊的陪同下展開第一次的亞馬遜河探索，我們將前行支流去觀賞
此地自然的鳥類生態，並拜訪此地的印地安人村落及家庭，隨後並將體驗垂釣食人魚等。小艇活動後返回河輪
上，工作人員已經準備了冰涼的毛巾在返接你的返回。船上享用秘魯風味午餐，午後我們在船上有一個亞馬遜
河魚類生態及水上探險講座，然後我們再登上小艇前往 Yacapana 島去觀賞探索雨林中各式有如小恐龍的鬣蜥
生態，然後在支流水域中去尋找可愛的粉紅淡水海豚，傳說中這些海豚會在部落慶典中化身為俊男美女去誘拐
村中的年青人做伴侶。在小艇上欣賞落日晚霞時，並可探索亞馬遜河水域夜間生態，當太陽下山時，呈現出不
同物種的野生動物生態，搜索凱門鱷，青蛙，貓頭鷹和世界上最大的齧齒動物-水豚。然後返回河輪， 在甲板
觀景台上沉醉在晚霞中美景，迎著舒微微的河風，並享用特製的餐前 camu-camu 酒，隨後享用豐盛的晚餐。
早餐：船上

午餐：船上料理 晚餐：船上料理 旅館：Aria Amazon 蒙華河輪

第 7 天 亞馬遜河支流 Maranon Rirer – Pacaya –Samiria 國家級保護區 (Yanayacu-Pu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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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早餐後生態導遊會帶領大家前往原始森林步道中，步行去探索亞馬遜雨林由中的自然植物生態，並在雨林
中的各式自然植物裡，當地居民如何去就地取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返回河輪午餐及午睡後，下午有一個雨林
瀕臨生態危機的講座，介紹雨林中生態被破壞的情況及拯救措施。午後在緩緩前進的船上，你可能在河道中又
發現自游其樂的海豚或凱門鱷，在兩岸上的樹林中發現無數六、七種的猴子及超過 200 種以上的鳥類。
早餐：船上

午餐：船上料理 晚餐：船上料理 旅館：Aria Amazon 蒙華河輪

第 8 天 Yucuruche 湖 -亞馬遜鳥 -村落探訪 -伊奇多士

早餐前搭小艇沿著支流前往 Yucuruche 湖，觀賞世界上最大的水生植物巨大的睡蓮或大王蓮，在這裡相對你
將成為一個非常小的人物，當然另一個問號是這些植物開花的樣子。
早餐後搭小艇在遊覽探索亞馬遜河兩大支流的匯流處的 Samiria 國家級保護區，豐富的自然生態及物種在這裡
顯得格外熱鬧，處處的鳥鳴聲伴隨你的遊覽，兩岸樹林中居住著大量嘴燕鷗，笑隼，灰唐納雀，鷸，多種鸚鵡，
異國情調的短尾鸚鵡，和無數其他豐富多彩的鳥類。然後並至河岸為生的村落中探訪印地安居民，並體驗分享
他們的文化風情，並可購買些他們手繪或手工製作的旅遊紀念品以小小消費的實際行動支持他們對環境生態及
文化維護所伴演的角色。船上午餐後，於伊奇多士碼頭下船，然後前往亞馬遜海牛救助中心(Manatee Rescue
Center)，海牛是即將瀕臨滅絕的哺乳動物，受到動物保護機構及專家以志工進行救助海牛不遺餘力。
早餐：船上

午餐：船上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El Dorado Iquitos 或同級

第 9 天 伊奇多士－利馬－庫斯科 Cuzco－烏魯邦巴 (聖谷)
(今日航班：LA23750805/0950+LA2041 1100/1230)
上午搭機前往古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於濃濃印加味的庫斯科城內遊覽城內的【太陽神殿】
、
【聖多明哥教堂】，
再前往近郊的【基督像觀景台 Mirador cristo blanco】
，並眺看美麗的庫斯科全景，然後經【紅堡 Puka Pukara】
要塞，然後前往印加糧倉聖谷中的古鎮【比薩克 Pisac】遊覽，途經【駱馬園 Awana Kanch llama farm】區，
觀賞六種之多的駱馬、羊駝等。然後遊覽古鎮內工藝品及百年麵包坊。然後再至聖谷中心及最大城鎮【烏魯邦
巴 Urubamba】，今日入住於此。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Aranw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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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天 烏魯邦巴 (聖谷) －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

上午專車前往印加聖谷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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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溫泉鎮 Aguas Calientes】 (1700m)後，隨即搭車之形山路約 20
分鐘上山至世界新七大奇觀【馬丘比丘 Machu-Picchu 公園】 (2400m)，參觀其座落於斷崖絕壁上的神殿、宮
庭、祭壇、澡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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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搭火車返回聖谷。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Aranwa 或同級

第 11 天 聖谷－庫斯科 Cuzco

上午前往印加糧倉聖谷中的古鎮【比薩克 Pisac】
，遊覽古鎮內印加工藝品市集及百年麵包坊。然後返回庫斯
科途經圈養有多種可愛的駱馬園，印然後再前往庫斯科近郊的【白色基督像觀景台 Christo Blanco】並眺看
美麗的庫斯科全景。下午於濃濃印加味的庫斯科城內遊覽【大廣場 Plaza Amars】
、
【大主教堂 Cathedral】
、巨
石街的【12 角石】
、【太陽神殿 Qorikancha】
、
【聖多明哥教堂】等。晚餐享用於大廣場邊上的印加風味餐廳並
瀏覽越夜越美麗的庫斯科夜景。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JW Marriott Cusco 或 Palacio Inka 戓同級

第 12 天 庫斯科 Cuzco－利馬

(今日航班：LA2022 1020/1150)

今日上午由庫斯科搭機飛往利馬。下午專車前往利馬世界遺產的歷史城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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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多明哥修道院 Monasterio de San Domingo】及太平洋海岸【愛情公園 Parque del Amor】等地
遊覽。今日晚間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旅館：機上
秘魯亞馬遜豪華河輪 14 日之旅

頁 |5

第 13 天 利馬－洛杉磯

(今日航班：LA2476 0158/0850+BR 005 1250/1705+1)

今日清晨搭機前往美國洛杉磯入境轉機後返回台北。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旅館：機上

第 14 天 洛杉磯－臺北
經國際換日線返回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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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00 元

2019：4/1、6/3、9/9、10/7、12/9

NT$ 308,000 元

2019：1/28、7/15、8/5

1.河輪共 16 間房(1F、2F 各 8 間，每間 23.2 平方米)，可載客 32 人，恕無法保証指定房型。
2.此行程單人報名或指定單人房時需補房差 NT$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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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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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輪：4 天 3 夜伊奇多士豪華河輪之旅，2 人一室。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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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交通：行程時之交通及景點門票與船票、火車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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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保險：全程旅遊責任險新台幣 200 萬及 10 萬醫療險。
8.行李：搭機全程免費托運行李 23 公斤 1 件。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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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皮斯科出發之那斯卡大地畫空中之旅(90 分鐘 270 美元含稅金)。
3.伊卡沙漠飆沙越野車(約 90 分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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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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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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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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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