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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還未造訪南美， 

就讓秘魯及玻利維亞二國為您開啟南美的神秘面紗… 

 

◆ 每日行程 

第 1天 台北 TPE／洛杉磯 LAX 

 

今日搭機飛往美國洛杉磯轉機至南美洲古印加文明的發源地〜秘魯，祕魯首都利瑪又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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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市，於 1988年被列為世界遺產。 

 

早餐/自理   中餐/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2天  洛杉磯 LAX／利瑪 Lima－巴拉卡斯 Paracas 

 

抵達利瑪後前往市區觀光，參觀印加手工藝品市場、總統府廣場、聖馬丁廣場等，廣場中央豎立著秘

魯獨立英雄〜聖馬丁 San Martin將軍，廣場周圍都是商店街、電影院、飯店及餐廳等，是重要的商

業中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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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搭乘專車沿途泛美公路 Pan-American Highway前往巴拉卡斯，泛美公路是貫穿整個美洲大陸的

公路系統。它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島，全長約 48,000公里，沿泛美公路南下 280公里前往西海

岸巴拉卡斯，此地也是南美國父 聖馬丁(San Martin)將軍 1821年登陸祕魯後，脫離由西班牙人統治

而獨立的重要起點。再往巴拉卡斯國家保護區 Paracas national reserve，此保護區由巴拉卡斯半

島和太平洋沿岸的海崖地形，以沙漠海岸及海崖及鳥類生態著稱。 

 

早餐/機上簡餐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巴拉卡斯星級飯店 

 

第 3天 巴拉卡斯 Paracas－伊卡 Ica－利瑪 Lima 

 

上午搭車前往巴拉卡斯 Paracas半島碼頭，搭船到外海巴耶司達 ballestas群島，遊覽海岸神秘大地

畫世紀燭臺奇觀及觀察壯觀奇特的島嶼自然動物生態，數以萬計的海豹、海獅，海鳥等野生動物奇觀

及沙漠、峭壁、海洋、嶙峋的大小礁石島嶼形成了荒蕪卻生機盎然的自然景致。 

  

此外也由 Pisco機場搭乘觀景飛機，空拍神秘的納斯卡線，納斯卡線被考證約存在於西元前 2000年

至西元六百年，這片廣大的沙漠，約有 350平方公里範圍的大沙地上，刻畫的圖案高達 700多幅：映

入眼簾的有像蜂鳥、鱷魚、蜘蛛、猴子等蟲魚鳥獸，以及直線、幾何圖形等圖案。這些圖案非常的巨

大，大到人行走在地面時，根本感覺不出地面上有圖畫，唯有從空中觀察，才能欣賞這奇異的圖騰。

(最大幅的動植物繪畫總長約 280米，幾何圖形最大幅的繪畫為一長 50米的箭頭符號) 

至於這些圖形究竟代表著什麼？專家學者推論，為一個天文學之歷年；有些人說，此為幽浮 UFO降落

地點的記號，說法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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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90分鐘返回 Pisco機場，隨即返回利馬。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利瑪星級飯店 

第 4天 利瑪 Lima／庫斯科 Cusco 

 
今日飛往安地斯山中的印加古都-庫斯科 Cusco，是秘魯東南方的城市，人口約有 30萬人，被安地斯

山脈環繞，是古老的印加帝國的搖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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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丘亞語）意味著「肚臍」。1983年，庫斯科古城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庫斯科星級飯店 

 

第 5天 庫斯科 Cusco 

 
今日遊覽充滿濃濃印加味的庫斯科歷史城區，La Catedral大教堂（外觀）、感受 Coricancha太陽神

殿的莊嚴肅穆、中心廣場、參觀印加帝國時期的重要之軍事要塞-薩克薩瓦曼 Saksaq Waman，昔日每

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 80年才建成的巨型石垤城塞，至今仍令現代人歎為觀止、聖水殿等。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庫斯科星級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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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天 庫斯科 Cusco－熱水鎮 Aguas Calientes 

 
上午出發溫水鎮的途中遊覽 Pisac市集，這是秘魯最大、最知名的市集，有許多水晶、銀飾、編織品

與薩滿儀式用品，絕對讓您滿載而歸。 

下午搭乘火車前往馬丘比丘的前哨站熱水鎮 Aguas Calientes，入住馬丘比丘山腳下。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馬丘比丘星級飯店 

 

第 7天 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歐蘭泰坦堡 Ollantaytanbo–>烏魯班巴 Urubamba 

 

早餐後乘車前往“迷失之城”—馬丘比丘。馬丘比丘在克丘亞語(Quechua)中意為“古老的山巔”：

有空中都市美譽的秘魯高原要塞都市，斷堐絕壁頂上築有神壇、宮殿、梯園等精巧的石造建築。位於

海拔 2,400公尺的群山峻嶺，懸崖絕壁之頂端，古印加人認為如此更能直接接觸他們的太陽神。 

 

後來，古印加人神奇在此古城消失，有人稱道：這些古印加人為逃避當時的西班牙的的屠殺，太空人

將他們以太空船帶離地球，返回太空星際。西元 1911年 7月 24日，美國考古學家意外發這個遺失的

神秘山城遺跡，才揭開她的神秘面紗，令現代人驚歎的古印加文此遺跡，美的不只是其中的巨石建築，

而是那些印加古人的建城智慧和生活在那些雲深不知處、脫俗絕世的高山和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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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乘坐火車返回並前往聖谷遊覽，在聖谷的印加遺跡中尋訪最令驚歎的莫過於 Moray印加梯田，古

印加人在天造地設的自然中巧妙地建造成的農業實驗基地、隕石坑。接著前往 MARAS鹽田，這裡曾是

古印加帝國的經濟支柱，每塊鹽田父子相襲。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烏魯班巴星級飯店 

 

第 8天   烏魯班巴 Urubamba－普諾 Puno (專車漸行至高海拔) 

 

早餐後，前往位於安地斯山高原湖泊〜的的喀喀湖畔的普諾小鎮，是秘魯的民俗之都，以原住民手工

藝品聞名。的的喀喀湖面積約 8,562平方公里（約臺灣的四分之一），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泊，位

於秘魯和玻利維亞交界，湖面達海拔 3,812米。 

 

安排乘船至烏洛 Uro族居住的蘆葦浮島上，體驗其生活景象，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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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是住在水與天堂之間的子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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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普諾星級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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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天   普諾 Puno(的的喀喀湖) 

 

早餐後，搭船前往阿曼塔尼島 Amantani，是的的喀喀湖最大的島嶼，面積約 15平方公里。島上擁有

著許多獨特的植物，島上還有兩座以神廟之名命名的山：供奉大地之父的帕恰塔塔神廟 Pachatata；

供奉大地之母的帕恰瑪瑪神廟 Pachamama供奉大地母親。 

下午將搭船返回並前往阿拉姆穆魯 Aramu Muru，這裡有著神秘的特殊能量，又稱為星際之門，聽著

當地人講述著傳說故事，也許您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早餐/飯店內   中餐/簡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普諾星級飯店 

 

第 10天   普諾 Puno (的的喀喀湖)－拉巴斯 La Paz 

 

上午前往的的喀喀湖心中的塔奇拉島 Taquile Island，船行約需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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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島，近觀廣闊的湛藍湖水享受寧靜的大地與微風撲面的暢意。 

 

下午乘車越過秘魯與玻利維亞邊界，前往印加前文明興起於西元 600年，稱為蒂瓦納庫 Tiwanaku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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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遺址，這個神秘遺址被 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參觀太陽神殿，傳說中精細切割打造的太陽門！

還有放不同時期的古物的博物館。在遠古時代蒂瓦納庫曾被認為是當時美洲最大文明發源地。 

續程前往玻利維亞最高的行政首都拉巴斯。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拉巴斯星級飯店 

 

第 11天   拉巴斯 La Paz / 烏尤尼 Uyuni 

上午搭機前往烏尤尼。抵達後乘吉普前往烏尤尼郊區參觀烏尤尼古廢火車置放場，當地人稱之為火車

公墓 Cementerio de Tren。 

 

傍晚時分，準備好攝影設備，等待著絢麗日落的色澤變化，讓人真是目不轉睛！看完日落之後回到酒

店，鹽湖最著名的酒店，所有的佈置，傢俱都是鹽製成的，連地上都如踩在海邊的細沙上，享受晚餐，

早點休息，因為明天一大早要看鹽湖的日出。 

※注：鹽湖內無一般道路,若氣候變異如強風、豪雨或洪水等危害團體安全因素，本公司有權變更行程。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烏尤尼特色飯店 

 

第 12天  烏尤尼 Uy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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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梳洗後直接開往鹽湖中，等待著日出的來臨，金黃色太陽升起的時刻，是無法言語表達的炫幻

顏色，讓人感覺完全沉浸在雲彩裡，天空地面成為一線，欣賞白色世界的美好，體驗炫美的天空之境。 

 

欣賞完日出後回到酒店享用早餐，餐後開往斯羅利沙漠，路途經過礦區聖克理斯特巴，和幾個小村莊，

沿途可以看到和智利邊境幾座活火山，午後開往幾個不同意境的湖泊，還有機會看到不同類型的火烈

鳥、野生的大鴕鳥、野兔及各色各樣駝羊等。 

 

※注：能不能看到烏尤尼天空之鏡的景色及各種動物，取決於當天氣候、降雨量、運氣等因素。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 烏尤尼特色飯店 

 

第 13天   烏尤尼 Uy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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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到風蝕石頭森林，體驗神奇沙漠惡劣環境氣候變化下形成奇形怪狀的石頭樹景觀，然後開往地球

上最奇異的八個湖之一紅湖，原名為柯洛拉達湖（Laguna Colorada），意思為有顏色的湖。它是玻利

維亞最為著名的高原湖泊，當地人也稱它為紅湖或者彩色湖，是淺水鹽湖。仙境般的夢幻之湖，實在

是美到不象話！此湖在安第斯動物自然保護區內，可以看到成群的粉色火烈鳥，鴨子，白鷺等。 

※注：能不能看到烏尤尼天空之鏡的景色及各種動物，取決於當天氣候、降雨量、運氣等因素。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 烏尤尼特色飯店 

 

第 14天   烏尤尼 Uyuni / 拉巴斯 La Paz 

 
早餐後乘坐飛機回到拉巴斯，抵達後前往月亮谷，山谷周圍遍佈踞齒狀的山脊，由於溫差大自然的侵

蝕和烈風的洗禮，使月亮谷地貌更營造出一種超自然感覺。這裡擁有獨一無二的地貌，其地理環境彷

似月球表面。 

傍晚乘坐拉巴斯聞名的運輸工具：空中電纜車，欣賞拉巴斯的景色。 

 

早餐/飯店內   中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拉巴斯星級飯店 

 

第 15天   拉巴斯 La Paz／利瑪 Lima／洛杉磯 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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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我們將搭乘國內航班至利馬轉機，換飛往洛杉磯的國際線，您可在機上享受各項機上服務，晚間

於洛杉磯搭機回臺北。 

 

早餐/飯店內或餐盒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6天、17天   洛杉磯 LAX／台北 TPE 

經過國際換日線，於早晨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機上簡餐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行程中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同等級飯店、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益因遇不可

抗拒之因素而有變動，以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