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加黃金傳奇系列 》

秘魯『印加傳奇。探索祕境之旅』１２天
2018 年全新企劃~深入最神”祕”的印加傳奇,”魯”獲最絕對的生命力之旅！
馬丘比丘.眾神之城.塔方帝蘇尤.大地祕畫納茲卡地線.巴雷斯塔斯生態島.太
陽神之淚滴的的喀喀湖.太陽神殿.賽薩瓦蔓.蘆葦船+蘆葦船.天際公路……………
無止盡的印加
＜本行程請自備晶片護照！本報價包含、稅金、兵險、ESTA＞
祕魯，白雪皚皚的安地斯山脈、海邊無邊際的沙漠、無法被征服的印加文明。
01.神秘的沙漠傑作－納斯卡線："可自費"搭乘小飛機遨翔，從空中欣賞這神祕的線條及可愛的圖騰。
02.體驗沙漠－觀賞沙漠自然形成的大沙丘。
03.祕魯最大的沿岸野生動物保護區－帕拉卡斯國家保護區：搭船參觀有「小加拉巴哥」之稱的鳥島。
04.神秘印加文化巡禮—遺失的空中城池，最新網路票選新世界七大奇景：馬丘比丘。
05.賽薩瓦蔓（Z 字閃電牆、太陽祭主廣場）－安地斯天際公路－烏魯班巴 Urubamba
06.古印加帝國中樞城市、最古老的印加城市—庫斯科。
07.神聖谷地－培育印加文明的大搖籃：Maras 方型鹽田－Moray 圓型梯田。
08.世界最高之高山湖—地地喀喀湖遊船，並安排參觀當地蘆葦浮島。
09.秘魯首都利馬－舊城區。利馬 Lima（眾王之城市區觀光）
10.西屋斯坦尼-是愛伊瑪拉人及可伊亞人文化的痕跡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台北 Taipei／洛杉磯／利馬 Lima
參考航班：TPE／LAX BR-006
10:10～07:05
參考航班：LAX／LIM LA-601
21:30～07:50+1 天
今日前往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經國際換日線於當日抵達洛杉磯，抵達後前往參觀▲星光
大道，這條路上除了璀璨星輝還有眾多風格的劇院、紀念品店、購物商場、餐館等等，今日
中午您可自由漫步於這天使之城的娛樂集散地，挑間喜愛的餐廳用餐，或是沿著人行步道，
找出您喜愛的大牌明星所代表的星星，或是來到▲中國劇院 ChineseTheatre 前，找尋地板
上每塊名人名貓名狗的爪印和簽名，有哈利波特，靈犬萊西，夢露等。午後前往洛杉磯西側
太平洋沿岸的▲聖塔莫尼卡海灘碼頭，身為 66 號公路的終點，這裡擁有好逛的第三街、海
景碼頭、遊樂園等設施，讓您渡過一個優閒的下午。隨後前往機場搭機前往秘魯首都利馬。
早餐：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搭機自理發 20USD

住宿：機上。
第 02 天

利馬 Lima（眾王之城市區觀光＆拉可印加陶藝博物館）
【利馬】
，這座「王者之城」直至 18 世紀中葉為止，一直為西班牙統治南美時期最重要的首
☆關鍵的１４９２年～印加『黃金傳騎』系列☆

府城市，於 1988 年被 UNESCO 列為世界遺產。它是西班牙遠征大將皮薩羅，於西元 1535 年
所建。該城距離太平洋 15 公里，擁有相當迷人的海灘，古城內極富西班牙殖民色彩的建築
風格，令人印象深刻。下午市區觀光：舊城區是歷史建物的中心景點，▲中央廣場(Plaza
Mayor)，為市區主要的廣場，該城市建立時所設計，擁有 1650 年建造的青銅製噴泉。▲聖
馬丁廣場、▲阿瑪斯廣場、▲大主教堂 1535 年，由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
安置基石。▲總統府▲利馬市政府等。
◎世界遺產：利馬舊城區 Historic Centre of Lima（1988 年）
打開南美旅遊的第一頁，南美的根就是印加的魂，大國掘起的 500 年，就是從 1492 這一年
開始的，而秘魯的眾神之城－利馬，就在比薩羅來到的那一天無言的潰敗與退場了，但潰敗
的是印加的帝國，而不是”阿伊馬拉人”的精神，退場的是黃金傳說的神話，而不是印加人
亙古的”無文字文化”。來到利馬，參觀博物館您會發現此時無言勝有聲…
◎下車參觀：聖馬丁廣場、阿瑪斯廣場、總統府、市政府。
☆門票安排：拉可印加陶藝博物館 Larco Museum、大教堂。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Sheraton Lima hotel 或 El Pardo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第 03 天

利馬／庫斯科 Cuzco－賽薩瓦蔓（Z 字閃電牆＆太陽祭主廣場）－安地斯天際公路－烏魯班巴

參考航班：LIM／CUZ LA-2070 09:40～11:15
今日我們將搭乘早班機，前往南美洲位於海拔 3,500 公尺處的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這
是個因殖民而使原印加建築大量消褪的神聖古都，印加話意指「世界的中心」，祕魯人喜歡
稱做「安地斯山谷王冠上的明珠」，它的輪廓就像是一隻美洲豹，中心廣場位於豹的腹部，
而頭部就是城外以巨石堆築的「賽薩瓦曼 Sacsayhuaman」
，其Ｚ字型外牆象徵著美洲豹銳利
的牙齒，登臨其上可一覽外型如美洲豹的印加都城。隨後，驅車前往印加谷地，沿途則是美
景不斷的「安地斯天際公路」
，最終目的地將是聖谷中的 Urubamba 小鎮。晚間安排在飯店內
享用當地套餐，賓至如歸。
我們為什麼先住烏魯班巴 Urubamba 2 晚的原因：
我們特別安排在烏魯班巴地區先住宿 2 晚，【烏魯班巴】是介於【庫斯科】與【馬丘比丘】
之間的河谷地，此地海拔僅 2,400 公尺，有助於降低高山反應發生的機率。並且這裡離隔日
前往馬丘比丘的 Ollantaytambo 火車站，距離較近，因此隔天無需一大早起床拉車前往火車
站趕火車（凌晨 3 點半），且當日從馬丘比丘返回，再回到庫斯科飯店休息，此時已經比較
適應高山反映，是我們特別為您精心安排。
※ 庫斯科地區平均海拔 3,400 公尺，需注意高山反應。
※ 烏魯班巴河谷地區平均海拔 2,400 公尺。
※ 馬丘比丘地區平均海拔 2,200 公尺。
◎下車參觀：安地斯山天際公路及印加谷地。
☆門票安排：賽薩瓦曼 Sacsayhuaman（Z 字閃電牆、太陽祭主廣場）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Hatun Villa 聖谷區特色安地斯木屋旅館 或 Hacienda del Valle 或同等級飯店。
第 04 天

烏魯班巴－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探索印加失落之城）－烏魯班巴 Urubamba
上午搭車前往歐蘭坦波 Ollantaytambo 火車站轉乘★高山觀光列車，沿著安地斯山河谷前往
☆關鍵的１４９２年～印加『黃金傳騎』系列☆

北方神秘的廢墟【馬丘比丘】Machu Picchu。抵達後隨即轉搭接駁小巴上山至印加失落之城
★馬丘比丘，參觀其座落於斷崖絕壁上的神殿、宮庭、祭壇、梯田、排水系統等精巧的巨石
建築，並於古城上眺望美麗的峽谷風景，可愛的駱馬與羊駝低頭吃草，襯托古城的優雅氣勢，
保證令人讚嘆連連。午後下山至馬丘比丘街區，逛逛印加傳統工藝市集，然後再搭乘★高山
觀光火車返回 Ollantaytambo。
◎世界遺產：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1983 年）
為文化與自然雙重世界遺產位於現今的秘魯境內庫斯科西北 130 公里，整個遺址高聳在海拔
2350～2430 米的山脊上，俯瞰著烏魯班巴河谷。整個遺跡由約 140 個建築物組成，包括廟
宇、避難所、公園和居住區。這裡還建有超過 100 處階梯，每個通常由一整塊巨大的花崗岩
鑿成。還有大量的水池，互相間由穿鑿石頭製成的溝渠和下水道聯繫，通往原先的灌溉系統。
至今還沒有人明白印加文明是如何能將重達 20 噸的巨石搬上馬丘比丘的山頂。
☆門票安排：馬丘比丘（高山景觀火車票、接駁登山巴士）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馬丘比丘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Hatun Villa 聖谷區特色安地斯木屋旅館 或 Hacienda del Valle 或同等級飯店。
第 05 天

烏魯班巴－Maras 方型鹽田－Moray 圓型梯田－庫斯科 Cuzco（太陽神殿、主教堂）
上午前往★Maras 鹽田，位在 Qaqawiñay 的山坡上，由 3,000 多個 5 平方公尺左右的大鹽洞
所組成，在此您將可居高臨下俯視鹽田，當陽光灑在一大片雪白的鹽田上，顯得更晶瑩閃耀，
以及襯著棕紅的土壤、黃色的石頭與青綠的山崗，各種顏色都很飽滿。接著前往★Moray 梯
田，距離鹽田 6.5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類似劇場的圓型梯田。Moray 於 1932 年發現，專家認
為是古印加帝國製造的實驗農場，目的用來模擬不同的氣候，並種植各種蔬果。越低的梯田
溫度越高，越高的梯田則溫度越低，以此印加人了解到蔬果適合種植在海拔多高的地方，對
於帝國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下午驅車返回★庫斯科，接著以輕鬆的步伐觀光此一
古鎮，包括遊覽印加文化不墜的★太陽神殿 Qorikancha，神殿保留大石嵌密的原始建築，不
難看出印加的強盛之姿；並前往市中心的▲阿瑪斯廣場，遺留西班牙人所建大教堂，成為庫
斯科明顯的地標。
◎ 世界遺產：庫斯科古城區 City of Cuzco（1983 年）
※ 庫斯科平均海拔 3,400 公尺，需注意高山反應。
我們為什麼安排 Maras 方型鹽田 及 Moray 圓型梯田的原因：
印加的謎團太多，印加的神秘太誘人，但一切的謎團及神秘都有解開的一天，我們不想什麼
都用”達人”就一語帶過，我們只想挑選出最有特色的印加元素與您分享，梯田及鹽田不但
是此處的印加遺跡，更是印加人”不說話的秘密”。沒有文字的印加無聲了數千年，他們只
留下無數的風華，這不是模仿或抄襲行程的問題，這是真正瞭解印加的文化，而不是消費他
們的良機，印加人單純而美好，讓我們一起拜訪他們的先民，感受黃金子民的榮耀。
◎下車參觀：庫斯科市區、阿瑪斯廣場。
☆門票安排：Maras 方型鹽田、Moray 圓型梯田、太陽神殿 Qorikancha、主教堂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印加風味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Cusco 或 San Agustin Plaza 或 Abittare 或 Casa Andina Catedral
或同等級飯店。
第 06 天

庫斯科（穿越安地斯山之旅：17 世紀天使教堂、洛克奇遺址、高山至高點 La Raya）－普諾 Puno
☆關鍵的１４９２年～印加『黃金傳騎』系列☆

今日，我們沿安地斯高原南下，經海拔 4,335 公尺的最高點 La Raya，景觀有如青藏公路，
經河谷、平原等印加鄉間小鎮及山水風光，不時可以見到印加牧羊人趕著他們的駱馬及羊駝
悠行其間，沿途安地斯山山頭白雪美景，皆是快門的好目標，也是觀察印加人生活的好機會，
是一趟難得的穿越安地山之旅。晚間抵達普諾 Puno，沿途可以看到許多印加小村落，這裡的
海拔約 2,700 公尺，高原地形，山邊雲霧裊繞，特殊景象美不勝收。抵達飯店後，可以飲一
些可以抑制高原反應的古柯茶。傍晚將抵達湖畔小鎮【普諾】Puno。
我們為什麼要住 Puno 湖邊的原因：
◎的的喀喀湖 Lago Titicaca
面積：8,290 平方公里(約台灣的 1/4)，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泊，位於秘魯和玻利維亞交
界的安地斯山脈，湖面達海拔 3,821 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船可通航的湖泊。我們希
望這樣遠一趟來此不但能欣賞此湖能坐蘆葦船遊玩之外，更能有機會在寧靜的早晨，當第一
道陽光灑在湖面上時，彷彿印加的太陽王跟您說早安，對者薄霧般的湖面，讓維拉科查為您
掀開這美麗的面紗，而此刻正是您坐在飯店的湖邊餐廳，左手相機，右手咖啡的美好時光。
◎特別安排：穿越安地斯山之旅。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公路簡式餐盒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Eco Inn Puno 或 Sonesta Posada del Inca Puno 或 Jose Antonio Puno
或同等級飯店。
第 07 天

普諾 Puno（的的喀喀湖、蘆葦島）- 西屋斯坦尼（Sillustani）／利馬
參考航班：JUL／LIM LA-2092 19:55～21:30
今日遨遊世界最高海拔的湖泊【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我們※特別安排★乘船至烏
洛族 Uro 居住的蘆葦浮島上，體驗其生活景象，了解他們是如何利用蘆葦來建造他們的房子
和船，如何在蘆葦浮島上生活，這是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沒有現代化的電力系統及瓦斯設備，
但當地原住民卻樂天知命。我們在此欣賞南美最高內陸湖泊美麗之湖光風景，澄澈的天空，
映照著碧藍湖水，空氣清新環境幽靜，有如走進夢幻般的仙境。午後前往西屋斯坦尼
（Sillustani），又譯西路斯坦尼，是一個史前墓地，相信其年代比印加帝國的存在更早。墳
場位於鄰近玻利維亞邊境的普諾附近的舞瑪悠湖畔。墓地裡建了高高的埋骨塔，當地人稱之
為「楚琶」 (Chullpa) ，是愛伊瑪拉人及可伊亞人文化的痕跡。愛伊瑪拉人及可伊亞人是當
地被印加帝國在 15 世紀征服之前存在的文明。儘管只有貴族才可享有這種榮譽，楚琶塔還
是保存了這些原住民先民們的遺骸。由於楚琶塔大部分受到盜墓者使用炸藥將其炸毀，而剩
下的楚琶塔尚未完成，因此這些塔群看起來就像被入侵者所破壞的遺跡般，但這些都是歷史
與歲月走過的痕跡。
太陽天父的一滴眼淚完成了”弟弟哥哥湖”的神話起源，第一代印加王”曼科卡巴”與傳說中
的”瑪瑪奧約”，開始了不朽的傳奇之路，終於用金杖尋遍安地斯山後，找到的世界的肚臍
眼，而西班牙人來後，與世無爭的烏羅人退無可退的來到湖邊，在水面上找的了平靜與詳和，
不想打仗不代表放棄生命的尊嚴，而活在水上更完成了不朽的詩篇，今日與我們穿越古今一
同徜徉在這迷人的湖邊。
☆門票安排：的的喀喀湖、蘆葦島。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發餐費 US＄20

住宿：Sheraton Lima hotel 或 El Pardo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關鍵的１４９２年～印加『黃金傳騎』系列☆

第 08 天

帕拉卡斯 Paracas（觀賞沙丘＆滑沙之旅 VS 那斯卡線飛行」Nasca Fly）
利馬緊靠太平洋岸，擁有美麗的海岸線，以及多樣的海洋生態。早上乘車沿著著名的美洲大
陸泛美濱海公路南行，沿途景觀變化，亦可以藉此機會欣賞秘魯大城小鎮不同面貌。前往秘
魯著名渡假勝地【帕拉卡斯】Paracas，我們將親臨南美洲難得一見的沙漠地形。四周被高
達數十公尺的沙丘包圍，吸引著喜歡戶外運動的遊客造訪。在渡假村內，享受美麗的景色與
精緻的餐食，充分體驗文明古國的另一種風情。在此安排您前往著名的人類史跡★那斯卡線
Nazca Lines 飛行。那斯卡線 Nazca Lines 是繪製於南美洲秘魯的那斯卡平原上的史前巨幅
圖案。這些圖案大約畫於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700 年之間，跨越近千年。其型態有直線、幾
何圖案和動物圖案，如：猴子、蜘蛛、蜂鳥等。所有圖案都是非常巨大的，只有在 300 米以
上的高空才能看到全貌。這些圖形到底代表何種意義，在一片荒漠的地形，徒留千年之謎，
等您來探索！【※每團前十名報名付訂者，再送納斯卡線飛行※】
◎世界遺產：那斯卡 Lines and Geoglyphs of Nasca（1994 年）
行程為搭乘小飛機，遨翔參觀聞名於世的◎世界遺產那斯卡線 Nazca Lines：龐大的鳳凰鳥、
猴子、蜘蛛、外星人，以及一些至今都無法解釋的動物圖案，整齊而有幾何學系統被繪製在
龐大的沙漠上，這曾被傳說為外星人的傑作，如今竟呈現在您眼簾，真不虛此行。
※「那斯卡線飛行」Nasca Fly（這可是前 10 名才有的優惠喔！！）
由小飛機（8～12 人坐）飛行觀看地畫（約 245 美金左右，含飯店接送）。此套裝行程具有
氣候及其他...等不確定因素，因此一般採取依個人意願自費參加。它是最獨一無二的秘魯
奇景，到此地怎麼可以錯過呢?
為什麼我們要安排住在帕拉卡斯：
帕拉卡斯 Paracas 是利馬南部一座海濱城市，在伸向太平洋的海岬外，有著豐富而精彩的野
生海鳥生態，因此吸引大批遊客前往，這裡多為休閒渡假飯店，不僅選擇性多，飯店亦提供
較好的服務。而一般團體多住宿在伊卡 Ica，或更遠的那斯卡 Nazca，不僅飯店地處偏僻選
擇性少，更徒增無謂來回拉車時間。因此我們特別為您安排住宿在秘魯著名渡假勝地【帕拉
卡斯】Paracas 住宿。
☆門票安排：觀賞沙丘＆滑沙之旅、那斯卡線飛行（需自費參加，每位 USD 245）。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秘魯當地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Aranwa Paracas（加贈一晚五星飯店﹞或同等級飯店。
第 09 天

帕拉卡斯 Paracas－巴雷斯塔斯島（鳥島生態之旅、神祕大燭臺地畫）－利馬
今日前往【帕拉卡斯】Paracas 碼頭搭乘★遊艇，準備我們為您※特別安排的鳥島生態之旅。
乘遊艇往【巴雷斯塔斯島】Ballestas Islands，矗立在海上的小島有成千的海鳥，各種不
同種類都齊聚在此，它們棲息在岩石上，或成群翱翔天空，形成非常特別的景觀，有時候還
可以看到麥哲倫企鵝也來湊熱鬧；海面上不時有海獅、海豹的蹤跡，天氣好的時候，還會有
成群的海豚在此跳躍遊戲，您務必準備好您的相機與快門，保證您大呼過癮、流連忘返。忘
了告訴您鳥島岩石上的鳥糞石，可是當時造就秘魯經濟發展的天然資源啊。下午我們驅車沿
汎美公路北上，返回首都【利馬】Lima。沿途欣賞太平洋海岸線風光，利馬的氣候潮濕但宜
人，夏天溫度很少超過 31 度，冬天則很少低於 13 度，因此全年度皆適合旅遊。
秘魯古老的世紀燭臺奇觀：
在去鳥島途中，藍天白雲下一片土紅色的岩石坡上，赫然呈現出一幅巨大的同納斯卡地畫如
出一轍的岩畫，它清晰無比地刻畫出一幅左右對稱的狀似三叉蠟燭台的圖案，在炎炎烈日下
☆關鍵的１４９２年～印加『黃金傳騎』系列☆

顯得異常醒目、怪異而神秘。至於它是出自何年何月、出自誰的手筆、圖案所想要表達一種
什麼意義，至今仍然一無所知，只知道當年南美解放者聖馬丁將軍就是率領軍隊從這裡登陸
秘魯的；小加拉巴哥的美名、生態之旅的最加時機！
☆門票安排：巴雷斯塔斯鳥島生態之旅。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秘魯當地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Sheraton Lima hotel 或 El Pardo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第 10 天

利馬 Lima／洛杉磯 Los Angeles
參考航班：LIM／LAX LA-600 12:20～19:00
早餐後帶著愉快的印加心情前往機場搭機，班機起飛往美西洛杉磯國際機場。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

晚餐：發餐費 US＄20

住宿：Crowne Plaza airport 或同級。
第 11 天

洛杉磯／台北（飛越國際換日線）
參考航班：LAX／TPE BR-005 11:40～17:20+1
本日由洛杉磯機場搭機飛往台北，經國際換日線飛返台灣。
早餐：飯店內

第 12 天

午餐：X

晚餐：X

台北
今天返抵國門。圓滿完成難忘的南美秘魯單國古印加帝國文明探索之旅。帶著滿滿的回憶，
互道珍重，各自賦歸，期待在下次的旅程中再與您相見。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關鍵的１４９２年～印加『黃金傳騎』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