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暢遊秘魯首都-利馬 Lima，探訪印加文明

 聖馬丁廣場，秘魯總統府，印加傳統手工

 藝市集，庫斯科，聖谷，歐蘭太唐波，搭

 乘高原觀光火車抵達馬丘比丘，溫泉鎮，

 神秘谷地，莫瑞，瑪拉斯，巴雷斯塔斯島

 帕拉卡斯文化博物館，鳥島生態之旅。

• 團費包含國際機票，祕魯國內段機票，

 酒店住宿，全程餐食，行程景點門票，

 船票，火車票，入山門票。

 

一早讓旅客調整時差，減輕長途旅行

的疲憊感，早起的旅客可自行至餐廳

享用早餐，12點出發前往祕魯特色餐

廳享用秘魯獨有的特色料理，午餐是

以自助式餐點的方式讓每一位顧客自

行挑選自己喜愛的口味及佳餚。餐後

遊覽利馬城市印加帝國歷史城區，首

先走訪▲聖馬丁廣場(Plaza de San 

Martin)，廣場中央豎立著秘魯獨立英

雄聖馬丁將軍在馬上英姿的銅像，廣

場周圍都是商店街、電影院、飯店及

餐廳等，之後來到▲中央廣場(Plaza 

de Armas)，廣場中央有玫瑰園石造噴

泉，和面對廣場始建於西班牙殖民時

代的★主教堂，擁有全市最美的木造

陽台，其景緻古典優雅，而當時來自

西班牙的侵略者彼薩羅就長眠於此。

還有★利瑪市政廳和★秘魯總統府。

利瑪市區內有很多舊時建築，都是來

自當時舊大陸的工藝師們齊心協力之

下所完成的舉世瑰寶，將西班牙殖民

時期的榮華表露的一覽無遺。緊接著

來到★印加傳統手工藝市集Mercado 

Inca，可以見識到秘魯工藝品，精雕

細琢而成的各類古文物紀念品。進

搭乘國際航班，飛往南美洲古印加文明

的發源地，也曾是南美政教中心的秘魯

首都「利馬Lima」。接機之後開始祕魯

城市觀光，利馬緊臨太平洋岸，擁有美

麗的海岸線，以及多樣的海洋生態。利

馬人口約850萬人，市區分為舊城區及

新城區，舊城區保留了殖民地時期的特

色建築，街道井然有序，充滿歐陸風

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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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首府城市，於1988年被UNESCO

列為世界遺產。 

酒店:  Sheraton 利馬喜來登5星酒店

入新城區Miraflores並且可以感受一下

南美洲海灘風情，緊鄰著海岸的是地畫

公園，情人公園，最後停靠在長海娛樂

城，是各國觀光客必訪之地。
酒店:  Sheraton 利馬喜來登5星酒店

享用早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前往

期待以久的庫斯科。庫斯科位於利馬 

(Lima)東南方1,140公里的山區，是一個

小型盆地，四週環繞著五六千公尺高度

的高山，而城市本身的海拔高度是3,440 

公尺。Cusco在印加語中是「肚臍」的意

思，意指為是印加帝國的中心，隱喻為

世界的中心或是宇宙的中心。也是全世

界最高城市之一，因其城內及周圍存在

大量古蹟、遺址，號稱為「南美羅馬」

，抵達第一站瞭望台，鳥瞰庫斯科整個

景觀。參觀羊駝、草泥馬的生活型態。

遠眺印加時期非常重要的聖谷（Sacred 

Valley）。
酒店:  Aranwa Sacred Valley Hotel & Wellness
             ５星聖谷酒店 

行程特色/ HIGHLIGHTS：

與AM1300 DJ們一起探訪秘魯，古印加文化，
聖谷，神秘古地， 馬丘比丘， 巴雷斯塔斯島等

秘魯印加帝國七天遊

      LIMA半日城市觀光
      (早/午餐:祕魯特色餐廳Puro Peru/
         晚餐: 富臨門中餐晚餐)

2 

      洛杉磯 -
      抵達秘魯利馬(Lima) 1

      LIMA - CUSCO 庫斯科 
      (早 / 午餐: CAPON中西式餐館 /
         風味當地晚餐TAWA

3 

     庫斯科 (CUSCO)－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  
  (早/風味當地午餐Totos House/風味晚餐T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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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雙人房 (含國際機票) 單人房 

10/4/2017) $2788 +$400



室▲莫瑞Moray，此梯田在1932年被發

現，深度150公尺，專家認為這是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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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

至▲瑪拉斯Maras老鎮外參觀山谷中3千

多個5平方公尺大的天然鹽礦池梯田，

這些天然鹽礦池梯田位於Qaqawiñay山

的一面山坡上，在印加帝國時期就以出

產鹽而興盛。陽光灑在一大片雪白的鹽

田，更顯晶瑩閃耀，襯著棕紅的土壤、

黃色的石頭與青綠的山崗，是絕佳的攝

影地點。午餐後，前往機場搭乘飛機返

回利馬，晚餐後住宿酒店。
酒店:  Sheraton 利馬喜來登5星酒店

早餐後搭乘專車沿著太平洋海峽一路南

下前往帕拉卡斯Paracas，沿途欣賞美

麗海景。帕拉卡斯國家自然保護區這個

愜意的旅游渡假天堂，名稱意思是沙

雨，象徵著其地區的強風常吹起沙漠裡

的沙子，這裡雨量少，終年陽光燦爛。

位於秘魯南海岸上Ica Region皮斯科

省上的帕拉卡斯文化，以帕拉卡斯半

島為中心，年代約為公元前900—約公

元400年。它的初期與查文文化關係密

切，早期陶器製造拙劣，有時完成後加

以彩繪。在1928年秘魯當地的考古學家

Julio Tello有一個驚人的發現：當地

有大量精緻別樣的墓室，墓中屍體超長

頭骨在地球上可是前所未見，這些在當

時叫做帕拉卡斯頭骨，至今帕拉卡斯之

謎暫時還解不開...今晚我們將在帕拉

卡斯半島上的豪華海景酒店住宿一晚。
酒店:  Aranwa Paracas Resort & Spa 
              帕拉卡斯半島５星酒店

早餐後出發前往參觀火車站旁的歐蘭

太唐波，Ollantaytambo曾是古印加軍

事要塞，號稱為小馬丘比丘，之所以

有名是因為其宏偉的岩石建築、切割

完整的巨大石塊所構成的城牆、及一

直保存至今的棋盤式的街道及古老民

房，號稱全秘魯唯一還有人居住的古

印加城市。隨後，旅客前往火車站搭

乘號稱南美最有名路線的★高原觀光

火車前往馬丘比丘，利用火車特別設

計的寬闊窗戶欣賞著窗外山谷美景，

沿著安地斯山烏魯邦巴河谷北上來到

新世界七大奇觀之一，被稱為「空中

城市」、「失落之城」的古印加帝國

遺址▲馬丘比丘進行一日的觀光。抵

達▲溫泉鎮Aguas Calientes後，前

往餐廳享用午餐。隨即搭車上山至馬

丘比丘(Machu-Picchu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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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讚嘆連連。若有

時間，可在街區印加★傳統工藝市集

参觀。5點前抵達餐廳享受晚餐，感受

夜幕低垂時分的古印加聖地，一處隱

藏在與世隔絕的山谷裡的小鎮，讓人

忘卻掉那世俗的喧囂。6點半前抵達火

車站，搭乘★高原觀光火車7:00pm返

回歐蘭太唐波Ollantaytambo。
酒店:  Aranwa Sacred Valley Hotel & 
              Wellness５星聖谷酒店
 

早餐後出發遊覽印加文化琴切羅

(Chinchero)，此地是印加時期最大穀

類生產地的田園風光，我們將穿梭在

安地斯山脈之間，體會著何謂世外桃

源。首先將前往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

       巴雷斯塔斯島 BALLESTAS    
       ISLANDS - 利馬 - 原居地  
       (早餐/ 風味午餐El piloto/ Dama Juana 
          利馬歌舞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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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拉卡斯PARACAS文明  
      (早/午餐: 風味當地 El piloto /
        晚餐：風味當地 Emancipador)

6

      神秘谷地(SACRED VALLEY)
      莫瑞MORAY/瑪拉斯MARAS
      利馬 LIMA
        (早/午餐: 風味當地Tunupa/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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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  市 626-571-2988 • 阿凱迪亞 626-821-1986  SOT# 1018680-10 
• 羅蘭崗 626-810-4388 • 喜 瑞 都 562-402-2558    
• 爾   灣  949-559-8088  • 聖地牙哥 619-400-4827                
  Since 1981

美國亞洲旅行社
America Asia Travel Center

www.americaasia.com

微
信關注美亞假期微信

獲取更多旅遊資訊與優惠

  團費不包含：

•司機及導遊的服務費$70/每人，個人一切

  雜費。

•因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如

  天災、戰爭、罷工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誤

  或取消、我公司有權取消或變更行程。

早餐後搭車前往帕拉卡斯Paracas碼頭，
搭乘遊艇赴▲巴雷斯塔斯島Balles-
tas Islands，來一趟★鳥島生態之旅
(約一個小半時在島四周的拱門和洞穴
巡航)。巴雷斯塔思島素有『祕魯小加
拉巴哥』之稱，位於帕拉卡斯保護區，
是秘魯最大的沿岸野生保護區。島上可
見候鳥、鵜鶘、海鵝、鸕鶿、燕鷗、海
豹、海獅與海狗。夏季時分，常可見兀
鷹和紅鶴於岸邊歇息。它們棲息在岩石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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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不時有海獅的蹤跡，天
氣好的時候，還會有成群的海豚在此跳
躍遊戲，其中尤以為數眾多的海豹最為
吸引注意，鳥島岩石上的鳥糞石，為優
質肥料，更是19世紀振興秘魯經濟的主
要開發自然資源。這些鳥糞已在島上堆
積了上千年，坐遊艇途中您將可在一個
小島的坡面上看到一幅巨大的★三叉大
燭台。有考古學家認為這是過去為船隻
導航用的，也有人認為是外星人在山壁
上刻畫的。返回碼頭後，前往帕拉卡斯
文化博物館，午餐後，返回利馬乘車經
過利馬新城區Miraflores蜜拉佛羅雷斯
區，海濱公園可遠觀南太平洋浩瀚美
景。傍晚的時候可以欣賞到迷人的太平
洋夜景。隨後享用晚餐，完美畫下句
點，之後送往機場，結束秘魯印加帝國
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