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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南美洲秘魯、玻利維亞 22天 

一生一次  驚艷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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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精選特色：歡迎仔細比較，感受百合行程設計的用心！】 

安地斯山脈是陸地上最長的山脈，孕育了整個南美洲文明，位於南美洲的西岸，約 7,000 公里長，

200 至 700 公里寬，平均高度約 4,000 公尺，由北到南經過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祕魯、

玻利維亞、智利及阿根廷等國。安地斯山脈分成三種不同氣侯區 ：熱帶安地斯、乾安地斯及濕安

地斯。也因其豐富礦產資源，天然地勢屏障，造就了偉大的印加帝國。 

秘魯: 

☆庫斯科- 古印加帝國中樞城市、最古老的印加城市，世界上相當著名的文化遺產保護城 。 

☆利馬－王者之城，秘魯的西班牙文化重地。 

☆神聖谷地－培育印加文明的大搖籃 

☆亞馬遜河之旅－精心於旅遊中段為您安排 欣賞豐富的熱帶雨林生態。 

☆空中俯瞰納斯卡線－安排搭乘小飛機俯瞰傳說中的外星人遺跡，不必額外自費。 

☆馬丘比丘經典漫遊－探索印加文明，失落近 400 年遺失之城，也是最新票選新世界七大奇景-天

空之城。 

☆的的喀喀湖 -位於秘魯及玻利維亞交界地帶，世界海拔最高淡水湖，安排的的喀喀湖遊船，參觀

當地蘆葦浮島，再加贈安排登上神秘的塔吉利島，拜訪印加遺跡，印加特有的手工編織。 

 

玻利維亞: 

☆天空之鏡烏尤尼－世界最大鹽原，漫步天地間，感受有如夢幻般景觀，特別安排體驗鹽磚飯店。 

☆拉巴斯 -在西班牙語意為「和平之城」，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海拔 3640。 

☆科恰班巴 - 玻利維亞中部城市，位於高原的科恰班巴盆地中，海拔約 2550 米，儘次於拉巴斯、

聖克魯斯，是該國第三大城市 

☆托羅托羅國家公園 – 特殊地質景觀，位於海拔高度 2,000 至 3,500 米，追尋恐龍足印。 

☆艾德阿多阿瓦羅國家自然保護區 – 安排吉普車馳騁玻利維亞高原，欣賞大自然原始景觀如火

山、高原鹽湖，也是火烈鳥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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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參考：(實際搭乘班機需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天數 
航空公

司 
班機號碼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01 天 
長榮 

航空 
BR-12 台北洛杉磯 19:20/ 16:50 12小時30分 

第 02 天 
智利南

美航空 
LA-247 洛杉磯利馬 21:40/ 08:00 08小時20分 

第 03 天 
智利南

美航空 
LA-2075 利馬馬爾馬多納多港 09:51 / 13:00 02小時30分 

第 05 天 
智利南

美航空 
LA-2074 馬爾馬多納多港庫斯科 13:50/14:42 00小時52分 

第 12 天 
玻利維

亞航空 
OB- 603 拉巴斯科恰班巴 08:15/09:00 00小時45分 

第 14 天 
玻利維

亞航空 

OB-122 

OB-314 

科恰班巴拉巴斯 

拉巴斯烏尤尼 

17:10/ 17:55 

19:10/20:10 

00小時45分 

01小時00分 

第 17 天 
玻利維

亞航空 
OB-315 烏尤尼拉巴斯 20:40/21:40 01小時00分 

第 18 天 
秘魯 

航空 
AV-756 拉巴斯利馬  07:56 / 09:05 02小時09分 

第 20 天 
智利南

美航空 
LA-600 利馬洛杉磯 12:20/19:00 8 小時 40 分 

第 21 天 
長榮 

航空 
BR-11 洛杉磯台北 

00:45/05:00

+1 

 

13 小時 15 分 

 

（◎含門票景點、＊不需門票景點、▲行車經過、 拍照需付費、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第 01 天  台北 Taipei  洛杉磯                              BR-12 TPE/LAX 19:20/ 16:50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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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將近 12 小時的長途飛行爾後

再搭機往南飛，前往祕魯首都—利馬。充滿古文明文化、神秘又豐富的南美洲古文明就馬上要展開嘍! 

秘魯，時空交錯的文明。在這充滿想像空間的神秘大地，璀璨數千年的古印加文明在此生根茁壯，也

在此沉落消失，留下了豐富多彩、奇詭奧妙的圖騰、文物和鬼斧神工般的建築遺跡，其中還蘊藏了不

少至今連科學家、考古學家也百思不得其解之謎… 

 第 2 天  洛杉磯利馬 Lima                              LA-601 LAX／LIM  2140/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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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機上 午餐：MONGO 景觀餐廳     晚餐： 秘魯當地料理 

住宿： SHERATON LIMA 或同級 

早上班機抵達這座王者之城 ----神秘國度秘魯首都利馬。利馬舊城區 Historic Centre of Lima（1988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今日上午展開＊利馬的市區觀光，利馬為西班牙遠征大將軍皮薩羅於西元 1535 年所建，建築極富西

班牙色彩： 

＊中央廣場 Plaza de Armas－又稱為武器廣場，這個廣場是當初殖民者建蓋至今，當初曾經是執行死

刑的場所，廣場中央有一個焚屍爐，被宗教裁定為死刑者，皆在此被焚燒，後來這個制度被廢除後，

便在原地建了一個水池；中央廣場也是利馬的 

◎黃金博物館 Museo de Oro del Peru - 秘魯國內擁有最多古文明金銀文物收藏的博物館。參觀這間

博物館是認識古代族群金屬工藝的有趣方式。博物館擁有超過 7,000 件展品，包括古老的藝術品和一

些珍貴的寶石。館內也收藏了大約 20,000 件世界各地的武器。 

＊聖馬丁廣場 Plaza de San Martin－廣場中央樹立著帶領秘魯獨立的英雄聖馬丁將軍的銅像，也因此

廣場也是以之命名，廣場的周圍，商店林立，是著名的商業中心。 

＊五月二日廣場 Plaza Dos de Mayo－這是為了紀念西元 1860 年 5 月 2 日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和

厄瓜多爾四國聯合作戰打敗西班牙而建立的。 

＊大教堂 Catedral－西元 1535 年利馬成為秘魯的首都，由皮沙羅親自安置地基石，而建成歷史性的

教堂，西元 1630 年及西元 1687 年的大地震造成教堂的崩塌，經修護完整，但是在西元 1746 年的地

震中，卻造成教堂完全損毀，西元 1755 年重建後保留至今。 

＊聖法蘭西斯教堂 Convento de San Francisco－這座古老的教堂經歷地震後還完整保留一部分殘破

的屋頂，以及重建之後的模樣；教堂內有許多純銀的基督像、飾品等，還有各種保留完整的圖書館、

壁畫以及磁磚；最為著名的是地下室的人骨地窖，保存完善的人骨令人吃驚。 

 

 

秘魯小簡介： 

秘魯全稱為秘魯共和國，是南美洲西部的一個國家，北鄰厄瓜多和哥倫比亞，東與巴西和玻利維亞接

壤，南接智利，西瀕太平洋，是南美洲國家聯盟的成員國。 

秘魯為南美古國，擁有上千年歷史，孕育了美洲最早人類文明之一的小北史前文明，以及前哥倫布時

期美洲的最大國家印加帝國﹝版圖還曾包括如今的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智利北部及阿根廷西北

部，甚至伸展至今日之巴西﹞。16 世紀，西班牙帝國征服印加帝國，建立秘魯總督區，包含西班牙在

南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1821 年獨立，定都利馬是總統制議會民主共和國。安第斯山脈縱貫國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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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沿海地區則為乾旱的平原，東部又有亞馬孫盆地的熱帶雨林。 

秘魯國土面積為 1,285,220 平方公里，人口估計為 2900 萬，民族包括印第安原住民、歐洲人、非洲

人和亞洲人。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一些地區通用克丘亞語和其他方言。各民族文化傳統的融合在藝

術、飲食、文學和音樂等領域創造了多元的表達方式。 

行車距離：巿區觀光 

第 3 天利馬 Lima 馬爾多納多港 Puerto Maldonado(亞馬遜熱帶雨林)  

LA2075 LIM/PEM 09:51 / 13:00 

早餐：雨林早餐  午餐：簡易餐盒   晚餐：雨林旅館 

住宿：Posada Amazonas 雨林旅館   

上午搭乘國內班機前往秘魯境內，位於―地球之肺‖★亞馬遜上游的馬爾多納多港，這裡是我們進入

雨林探險的大門。 

如果想真正體驗何為亞馬遜熱帶雨林，選擇較為原始的馬爾多納多港，是比較正確的抉擇。同時，因

為其豐富與珍貴的動植物種類及原始的生態，馬爾多納多港享有秘魯生物多樣性之都的美名，近幾年

更是吸引了多國生物學家、科學家、生態旅遊家及遊客到此。 

在抵達馬爾多納多港後，您將前往碼頭，搭船深入亞馬遜熱帶雨林內，直奔將會連住兩晚的雨林旅館。

此旅館位於一個 200 公頃的私人保護區內，臨近 Tambopata 坦博帕塔國家自然保護區。 保護區建

於 1990 年，佔地 27 萬 5 千公頃，估計當地有 1300 種鳥類、32 種鸚鵡(全世界的 10%)、200 種哺

乳類動物、1200 種蝴蝶及 1 萬種植物。 

抵達後，簡單介紹旅林旅館就可開始今天的活動：您將可在高聳的雨林當中漫步，感受迎面而來的原

始氣息，體驗亞馬遜河蟲鳴。您將可登上一座 30 公尺高的遼望塔。在這裡您將可用一種不同的角度，

享受有別於地面上所看到的雨林以及坦博帕塔河的壯觀景色。如果運氣好，您還可接觸到一些生活在

高度的鳥類，如大嘴鳥及金剛鸚鵡。 

值得一提的是本公司為您選擇的雨林旅館。此間旅館是當地最新建造之一，且房間特色是只有三面牆，

床直接面對原始雨林，成為一個開放式觀景台，讓您休閒之餘可盡情享受上天創造的偉大亞馬遜。 

 

小簡介: 

亞馬遜河是世界第一長河，長達 6,800 公里（以秘魯為源頭），也是世界流量、支流最多的河流，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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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佔南美洲面積的 40%，支流數超過 1 萬 5 千條。亞馬遜雨林佔世界雨林面積的一半，是全球最大

及物種最多的熱帶雨林。美洲的熱帶森林物種相對地比非洲及亞洲的豐富。作為美洲中最大的熱帶雨

林，亞馬遜雨林擁有無可比擬的生物多樣性。 

亞馬遜雨林內有 250 萬種昆蟲、數以萬計的植物品種、及大約 2,000 種雀鳥及哺乳動物。現時，區內

已有至少 40,000 種植物、3,000 種魚類、1294 種雀鳥、427 種哺乳種物、427 種兩棲動物、378 種

爬行動物被科學分類。 

亞馬遜雨林的植物品種是全球最多種性的，有專家估計，1 平方千米可能含有超過 75,000 種樹及

150,000 高級植物，1 平方千米可含有 90,790 公噸存活的植物。亞馬遜雨林是全世界最大的動物及植

物生境。全世界五份之一的雀鳥都居住於亞馬遜雨林。現時，大約有 438,000 種有經濟及社會利益的

植物發現於亞馬遜雨林，還有更多的有待發現及分類。 

 

小叮嚀~ 

-亞馬遜雨林天氣悶熱蚊蟲多，建議攜帶防蚊液，及穿輕便服裝以及遮陽帽子、長褲等。 

-建議攜帶望遠鏡、手電筒，讓您參與活動更加盡興。 

-多加遵守導遊指示及注意自身安全。 

-行程中將會有大約 1-2 小時的健行時間。 

-是否有機會看到行程上所列各種動物，將取決於當天氣候、運氣等。 

第 4 天  馬爾多納多港 Puerto Maldonado(亞馬遜熱帶雨林) 

早餐：雨林早餐  午餐：雨林旅館  晚餐：雨林旅館 

住宿：Posada Amazonas 雨林旅館   

在享用了豐盛的早餐後，邀請您再次坐上快艇航行並健行一段時間後，抵達今天的第一個景點：被森

林圍繞的一面◎淡水湖。在這寧靜、湖面如鏡，被森林完全包圍的環境，我們將在導遊的專業指導下

認識這個與世隔絕的原始世界，並體會其被叫做世界自然生態之都的原因。我們將坐上已準備好的小

船，尋找一些珍奇異獸，如凱門鱷、麝雉、南美特有巨型河獺，以及還有機會用生肉＊釣食人魚！(如

果您願意，也可嘗試釣釣看) 

另一奇觀將是前往觀鳥區。在這裡您可在約 20 公尺遠的地方等待觀賞前來吃山坡上泥土的巨大金剛

鸚鵡及長尾小鸚鵡。這些鳥類會在天氣晴朗時出現吃這些泥土來補充身體需要的養份。值得一提的是，

幾乎所有的亞馬遜鸚鵡聚集處都集中在秘魯境內。 

中午回旅館用過午餐後，我們將來一趟天然植物園之旅，了解當地不同品種的植物及樹木，以及它們

對於當地原住民有哪些用途，包含其中哪些植物有醫療效果。 

晚餐後，安排＊夜遊，讓您欣賞在無光害下滿天星斗的星空，並且認識雨林當地生態以及 

夜間動物的習性(以獨特外型與叫聲的青蛙為主)，感受到這世界第一大雨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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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亞馬爾多納多港 Puerto Maldonado(亞馬遜熱帶雨林) 庫斯科 Cusco 

LA2074 PEM/CUZ 13:50/14:42 

早餐：雨林早餐  午餐：簡易餐盒  晚餐：秘魯當地料理 

住宿： Costa del Sol Hote 或 San Agustin Plaza 或 Jose Antonio 同等級飯店  

今日是亞馬遜河叢林巡禮的最後一日，一早將離開熱帶雨林搭機前往全世界最高城市，安地斯山脈上

的古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也是目前有人居住最古老的全美洲城市。基於其城內及周圍存在大量古蹟、

遺址，號稱為‖南美羅馬‖。整座城市已於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遺產。 

 

在品嘗過高山區的特色羊駝料理之後，今天您將遊覽庫斯科最著名景點，包括＊大教堂 La Catedral，

建於 1559 年，是庫斯科最主要的教堂，並且花了近一個世紀才完成，是西班牙殖民時期的代表建築。

內部陳列可觀的庫司科畫派油畫，融合了歐洲十六、七世紀的主流藝術及當時安地斯人的文化。之後

參觀建於印加帝國時的信仰中心「太陽神廟」廢墟上的◎聖多明哥修道院 Convento de Santo 

Domingo。當初這座神廟由每片重達兩公斤的黃金牆所建成，總共有七百片之多。神廟內有黃金神壇，

及許多由黃金白銀打造、與實體相當的農作物供豐年祭用，但現今僅能看到巨石的建築架構，所有的

貴重金屬、寶石，都於西班牙人初到庫斯科時被奪取一空了。 

 

今晚的晚餐將安排在城內有名的秘魯高山料理店，此餐廳同時也安排◎民俗表演，讓您邊享用可口菜

餚，邊欣賞特色演出。 

晚上特別安排入住位於◎主廣場與太陽神廟鄰近的飯店，適合您夜晚徒步參觀市中心夜景。 

 

景點介紹 

＊庫斯科古城 Cuzco【西元 1983 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地處利馬東南方 1,200 公里，海拔 3,500

公尺的安地斯山上，是南美洲最出名的觀光勝地之一，也是古印加帝國的中樞城市，被稱為「世界的

中心」；於印加王帕查庫特克的統治時期，將此城市建造為擁有不同宗教及行政功能的綜合中心，還

清楚劃分出環繞於城市周圍的農業、工藝以及工業生產用地。西元 16 世紀，西班牙人攻陷此城，保

留了印加城市的基礎結構，並在上面另外建蓋了屬於西班牙人的巴洛克風格教堂和建築，也因此當地

人會講西班牙語。 

◎聖多明尼哥教堂 Santo Domingo Church（太陽神廟 Koricancha）－此教堂建於印加帝國時的信

仰中心「太陽神廟」的廢墟上，這座神廟由每片重達兩公斤的黃金牆所建成的，總共有 700 多片；神

廟內有黃金神壇，以及許多黃金白銀打造與實體相當的農作物供祭拜用，但現今僅能看到巨石的建築

架構，所有的貴重物品及黃金都被當初剛到庫斯科的西班牙人所奪取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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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廣場 Plaza de Armas: 庫司科市中心，四周大都是餐廳、及西班牙人所建的大教堂，觀光客日

常所需，紀念品小店幾乎都在這一帶可以滿足。這裡仍保留著部分印加時代的古牆，這些古牆非常值

得讓人留下來仔細欣賞。牆上石塊雖然形狀大小不一，但近乎完美的接合令人心中讚嘆不已。其中有

一塊十二角石非常著名，根據考古學家的看法，這塊石頭應該跟曆法的計算有關，但實際上的作用仍

未確定。相較於後來西班牙人時代所堆砌的石塊及建築，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印加人的石工技術實在高

明。 

 

小叮嚀~ 

庫斯科為世界最高城市之一，位於海拔 3399 公尺之處，為了避免高山反應可: 

-出發前兩週開始吃紅景天或丹木斯 

-看診請醫生依照個人需求準備高山症藥物 

-心情放輕鬆，儘量安靜不多話，行動放慢，不消耗太多體力 

-多喝開水，多吃富含維他命 C 的水果，避免喝酒。可喝當地特色古科茶，減緩高原反應 

-避免吃安眠藥，安眠藥會抑制呼吸而缺氧 

-經常深呼吸 

行車距離 :巿區觀光 

第６天  庫斯科 Cusco→琴切羅 Chinchero→鹽之丘 Las Salinas de Maras→漣漪谷 Moray→歐蘭

塔特波 Ollantaytambo (聖谷之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午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otel Pakaritampu    

今日開始聖谷之旅，用完早餐前往庫斯科的近郊 32 公里處的印加帝國重要要塞琴切羅遺跡，當地傳

統的手工編織品也別具特色。接著安排探訪印加帝國在農耕與生產技術上的高度文明化發展，包括景

觀壯麗的同心圓梯田◎漣漪谷 Moray，與山谷中的製鹽工藝◎鹽之丘 Las Salinas de Maras，這是一

個古老的印加城鎮，可清楚看到當時用來耕種的梯田遺跡，也可輕易發現西班牙殖民者在印加建築上

建立起西方建築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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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漣漪谷 Moray 

位於庫斯科西北約 50 公里處，海拔 3,500 公尺，由數個巨大的同心圓形梯田所構成的印加時期遺址，

彷彿漣漪般的在山谷中迴盪出層疊有秩的奇觀，乍看下有如外星人留下的痕跡！印加文化雖處高地，

卻有成熟的農業技術與灌溉系統，巧妙的利用地形起伏，根據日照方向、風向、高低差，營造出不同

溫層與濕度的耕作環境，試驗不同地區不同品種的作物，可說是印加時期的農業改良場；梯田的土壤

結構也以大石、小石、礫石、沙、土壤層層相疊，讓雨季的雨量可以被妥善吸收利用，又兼具良好的

排水功能，足見印加文明的高度成熟發展。 

◎鹽之丘 Las Salinas de Maras 

距離庫斯科約 40 多公里處，一片紅褐色的山丘在山巒間開闢成一格格的鹽田，雪白的鹽色因為富含

礦物質的土壤而映染成玫瑰般的色彩，從印加時期開始就是著名的產鹽區。此地因為有富含鹽分的地

下水流出地面，被導引入由許多小渠道構成的水利系統，往下流經數百個古老的池塘，待日曬固化後

再收集成鹽粒。每個池塘的面積不大，沿著地形山勢而闢建，脈絡分明又有混雜的紅褐色彩，與印象

中的鹽田大不相同，形成特殊自然人文景觀。 

◎琴切羅 Chinchero  

過去是印加帝國重要的要塞，現在只留殘留下地基，上方建造了教堂。山谷之間是將石頭巧妙堆砌而

成的梯田，琴切羅的道路上至今還留有印加時期的水道，是村民重要的水源，村落中家家戶戶都是泥

磚建築，西班牙風格的磚瓦屋頂也令人印象深刻。 

◎歐蘭塔特波 Ollantaytambo 

 這個印加老城是第九代印加皇帝 Pachacútec 征服了這個地區之後，所建立的城鎮、軍事要塞還有祭

典之地。到了西班牙征服秘魯時期，這個地方也是印加反抗領袖 Manco Inca Yupanqui 的臨時帝國

首都。Ollantayta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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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狹窄陡峭的石階往山上走，兩旁盡是廢棄的印加老建築、梯田，一直到最上層的祭祀中心，

屆時，整個印加時期最大的穀類生產地，號稱為聖谷 Valle Sagrado 的玉米糧倉將可一眼望盡。 

 

經過烏魯班巴山谷，今天最終目的地將是歐蘭塔特波。晚上特別安排入住安地斯山谷間的小飯店。乾

淨、舒服，由群山環繞的鄉間氣息，絕對是來秘魯高山旅遊絕佳的下榻飯店！欣賞印加帝國在自然景

緻中刻劃的人文遺跡。 

行車距離： 庫斯科-32公里(約40分鐘)琴切羅-35公里(40分鐘)漣漪谷-15公里(約20分)鹽之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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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約 40 分) 歐蘭塔特波 

第７天  歐蘭塔特波 Ollantaytambo→熱水鎮 Aguas Calientes→(觀景火車)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 歐蘭塔特波→庫斯科 Cusco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馬丘比丘餐廳自助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 San Agustin Plaza 或 Jose Antonio   

清晨乘著號稱南美最有名的印加觀景火車，百合貼心安排火車為 Vistadome 車廂，火車內有特別的寬

闊窗戶設計，是路線視野較好之車廂，車內並提供早餐，讓您沿著安地斯山河谷欣賞著窗外美景，一

邊享用早餐，約一個半小時之後來到山腳下的熱水鎮，轉乘巴上開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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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u Picchu 進行一日的觀光(海拔 2400 公尺)，

離開前別忘了在入口旁蓋上有馬丘比丘圖案的紀念章。 

 

中午將特別安排在馬丘比丘入口旁唯一的餐廳內用餐，享用豐盛多樣的自助料理，就在世界七大奇觀

之一旁，舒適的體驗道地美味印加風味料理！ 

下午您將再次搭觀景火車返回庫斯科，考量一整天活動的勞累，晚餐將會安排在飯店內享用。 

 

 

景點介紹 

◎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西元 1983 年入選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馬丘比丘意為「古老的山」，

又被稱為「失落的天空之城」，是一個極為著名的前哥倫布時期時的印加帝國的巨石遺跡，距離庫斯科

約 130 公里，坐落於安地斯山脈間，整個遺址海拔約 2350~2430 公尺，俯瞰著烏魯班巴河谷；因為

獨特的地理位置所以在西元 1911 年時才被公諸於世，現在科學家認為馬丘比丘是印加統治者帕查庫

蒂 Pachacuti 於西元 1440 年左右建立的，一直到西元 1532 年西班牙殖民祕魯時都有人在此居住；

而考古學者又發現這個地方並非一般的普通城市，而是印加貴族的修養場所，印加王國選擇在此可能

是因其獨特的位置，特別的是這些建築連灰泥都沒有使用，完全靠精確的切割堆砌來完成，遺址內巨

大的石牆、台階以及斜坡道等石造建築，渾然天成，其四周壯麗的群山景致更襯托出馬丘比丘的宏偉； 

2011 年滿發現 100 週年，至今仍不清楚這些建築用的龐大石塊是如何搬上如此高山，當初建城目的、

如何建立、及為何被放棄。因為被視為建築工程完美之作，已於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

界遺產。 

行車距離 : 歐蘭塔特波-(火車約 1 小時 30 分)- 熱水鎮- (巴士接駁 30 分)馬丘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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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蘭塔特波－173 公里(巴士約 3 小時 30 分)庫斯科  

第 8 天 庫斯科 Cusco→洛克奇遺址 Raqchi →至高點 La Raya →普諾 Puno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窯烤天竺鼠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Jose Antonio Puno   

今天前往世界最高淡水湖---的的喀喀湖 ! 巴士沿途穿梭在雲與山與高原之間，沿途帶您拜訪洛克奇

遺址，這裡曾是印加人所崇拜創世主神維拉科查 Wiraqucha，在此仍可見到殘留的維拉科查神廟遺跡

及古印人建造神廟的石沏藝術。接著途中巴士行經高達至高點海拔 4335 公尺隘口 La Raya，也是往

來庫斯科和普諾的中間處，沿途景觀有如青藏高原，寬廣的高地地形，翻山越嶺，經過河谷、平原、

印加鄉間小鎮，不時見到牧羊人趕著駱馬及羊駝悠行其間，沿途安地斯山山頭白雪美景，美不勝收。 

此旅途雖車程有點長，但庫斯科到普諾沿途令人屏息的自然景觀，卻是秘魯最具有特色代表的巴士觀

景路線之一，放輕鬆好好細細品嚐這趟難得的穿越安地斯山之旅，絕對是一個永留腦海難忘的經歷！ 

午餐時，將特別為您加菜，安排當地鄉下特色料理 ◎窯烤天竺鼠，讓您親眼親口認識到這古老國家的

傳統美食。在當地文化裡，天竺鼠並非寵物，而是專門飼養的食物，幾乎在每戶人家都看得到。 

 

傍晚抵達的喀喀湖畔的飯店後，將讓您在飯店內享用晚餐。一邊品嚐著美食，一邊欣賞全世界最高淡

水湖，為今天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行車距離: 庫斯科-118 公里(約 2 小時 15 分鐘) 洛克奇遺址 Raqchi – 60 公里(約 1 小時 15 分)至高

點 La Raya -209 公里(約 3 小時 20 分)普諾 Puno 

第 9 天  普諾 Puno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午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印加民俗舞蹈 

住宿： Jose Antonio Puno   

今日遨遊世界最高海拔的湖泊【的的喀喀湖】Lego Titicaca 。我們※特別安排◎乘船至烏魯族 Uro

居住的蘆葦浮島上，體驗其生活景象，了解當地人如何利用蘆葦(當地人稱 Totora)來造島，如何建造

他們的房子和船，如何在蘆葦浮島上生活，在沒有現代化的電力系統及瓦斯設備，卻樂天知命過著這

般原始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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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烏魯斯（Uros）浮島，繼續往的的喀喀湖上另一

小島--塔吉利島（Taquile），這可是實實在在的島嶼；雖然面積不大，人口也不多（約兩千多），不過

卻是的的喀喀湖上的熱門景點。這裡除了有不少印加文明的遺跡外，島上蓋丘亞（Quechua）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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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絨線編製品也是吸引遊客的原因之一。 

 

【行前導覽】的的喀喀湖 L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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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 : 搭船遊湖 

第 10 天  普諾 Puno→科帕卡巴納 Copacabana(玻利維亞)→拉巴斯 La Paz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午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一早出發沿著，沿著橫亙秘魯和玻利維亞兩國國境，號稱「世界最高可通航湖泊」的的喀喀湖行駛，

通過邊境，準備進入玻利維亞 (時差比秘魯快 1 小時)，來到帶有西班牙殖民地小鎮色彩科帕卡巴納小

鎮搭船參觀太陽島，這小鎮是往來秘魯普諾，和玻利維亞拉巴斯之間的中途站，飽足午餐後，繼續前

往玻利維亞的行政首都－拉巴斯過夜。 

景點介紹 

◎科帕卡巴納教堂 Copacabana－大教堂坐落在湖畔，此教堂被稱為「聖城」；是 16 世紀末完成的文

藝復興與巴洛克風格的教堂，西元 1960 年已經重建過，華麗的彩繪玻璃、巴洛克式的主祭壇；教堂

中更可看見由印地安人雕刻的知名「褐色聖母像」，據說從此之後便多次顯靈，此地因而成為了聖地。 

◎太陽島 Isla Del Sol─印加人相信太陽誕生於的的喀喀湖，湖的名稱源於太陽島上一塊名叫「Titi 

Khar'ka」的大石，解作「美洲虎之石」。印加人在島上遺下多座建築，其中以島西北的 Chincana 遺

跡最大最完整。 

 

行車距離:普諾－142 公里(約 2 小時 30 分)科帕卡巴納 (玻利維亞)-148 公里(約 3 小時 40 分)拉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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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拉巴斯 La Paz [玻利維亞] → 蒂亞瓦納科 → 月亮谷→拉巴斯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Hotel Europa 或 Casa Grande Hotel 或同級 

早餐用完前往位於拉巴斯近郊之◎月亮谷參觀，這是屬於起源於冰川的沙石地形，以擁有崎嶇有如月

球表面一般的地貌聞名於世。回到拉巴斯巿區，體驗號稱世界上最高、最長的◎空中纜車 Teleferico，

搭上覽車，不僅居高臨下俯瞰整個拉巴斯城巿樣貎，更可瀏覽海拔 6000 公尺高的安地斯山。因為地

方間的落差最大可以相差 1000 公尺，讓當地居民的交通往來非常不易，因此政府決定在 2019 年前

打造城市纜車交通， 由玻利維亞政府斥資近 2.5 億美元委由奧地利公司，打造這條讓人驚心動魄的纜

車系統，據說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原先用意是為了要解決拉巴斯因盆地地形所產生的交通問題，沒

想到卻意外成了國際觀光客的最愛。 

如果有時間帶您遊走舊城巿區內著名的＊女巫巿集，別忘了為自己挑個特別的紀念品。 

 

景點介紹 

＊拉巴斯: 是所有國家重要的行政機關都位於此都市，海拔約為 3,829 公尺，是現今世界上最高的首

都，整座城市被安地斯山脈包圍，坐落在海拔 4000 公尺上的高原盆地裡，街道上保存許多西班牙殖

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城市人口半數以上屬於印第安原住民，是整個南美洲印第安住民比率最

高的首都。 

◎蒂亞瓦納科 Tiwanaku - 傳聞蒂亞瓦納科是造就印加文明的重要文化，此遺跡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其中最著名的太陽門遺跡正上方刻有創世太陽神 Inti，重達 5 噸，看過這道門後，就會知道為什

麼蒂亞瓦納科被世人稱為巨石文化。  

◎月亮谷 Valle de la Luna – 這裡景觀如其名，奇岩怪石就像阿波羅號所拍攝的月球表面一模一樣。 

＊女巫巿集: 這裡大大小小的攤位和沿街的小店舖裡販賣各種各樣趨邪避兇的符咒與用具，特別的是

某些攤主還售賣各種有求必應的符，據說買者拿回家燒掉後，就能心想事成，另外還有各式各樣的草

藥和草藥製品。 

 

行車距離：拉巴斯 -76 公里(約 1 小時 50 分)蒂亞瓦納科-75 公里(約 2 小時) 月亮谷 –12 公里(約 25

分)拉巴斯  

第 12 天  拉巴斯 La Paz  科恰班巴 Cochabamba →托羅托羅國家公園 Parque Nacional           

Torotoro                                                    OB603  0815/0900 



14 

 

早餐：飯店內早餐或餐盒  午餐：飯店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 Hotel el Molino  

一早從拉巴斯機場搭早班飛機飛往科恰班巴，是玻利維亞中部城市，位於高原的科恰班巴盆地中，海

拔約 2550 米，是該國第三大城市。抵達後，驅車前住托羅托羅國家公園，望著車窗外，沿途群山環

繞、峽谷、奇岩怪石錯綜相融合，加上有如調色渲染般色系，好似一幕幕畫面放映眼前 ! 這裡除了有

特殊的地質景觀外，還有令全世界恐龍考古研究學者為之瘋狂的恐龍遺跡，該地區發現超過 2,500 處

恐龍足印，絶對讓您不虛此行。 

帶著印第安納瓊斯探險家精神，來到此處，這裡不儘是最佳健行秘境外，壯觀峽谷、洞穴、瀑布盡收

眼底，還能發現讓您大感驚奇的白堊紀恐龍足跡腳印及化石，有如穿越時空，置身玻利維亞真實版侏

儸紀公園，看到大小不一的恐龍腳印，超過上千的恐龍腳印，世界獨一無二的景觀，絶對讓您瞠目結

舌。 

  

 

行車距離：科恰班巴－135 公里（約 4 小時 30 分鐘）托羅托羅國家公園 

第 13 天  托羅托羅國家公園 Parque Nacional Torotoro  

早餐：飯店內早餐或餐盒  午餐：飯店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otel el Molino 

用完早餐前往距離托羅托羅 20 公里附近的伊塔斯之城 Ciudad de Itas ，除了讓您再次飽覽令人印象

深刻的奇岩怪石，壯觀峽谷地形外， 更深入帶您探索神秘烏馬亞蘭塔洞穴 Umajalanta cavern (字面

意思: 失落在地球最深最暗處的水)，洞穴大約 4600 公尺長，主要入口約 20 公尺高，30 公尺寬，主

要岩質結構是石灰岩、砂岩、灰泥所構成，內有奇特的鐘乳石、石筍、石柱，讓您慢步 欣賞造物者所

創造的天然溶洞。現場視大家體力狀況為您安排健行 (約 2 小時左右) 

小叮嚀: 

請穿防滑好走運動鞋，帶手電筒, 防寒防風外套，方便您更輕鬆享受健行樂趣! 

 

第 14 天  托羅托羅國家公園→科恰班巴 Cochabamba烏尤尼 Uy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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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112  CBB/LPB 1710/1755     OB314 LPB/UYU 1910/2010 

早餐：飯店內早餐或餐盒  午餐：當地料理午餐   晚餐：  

住宿：HOTEL LUNA SALADA 或 Hotel Palacio de Sal 鹽雕飯店 或同級 

早餐完驅車返回科恰班巴，準備搭機飛往夢寐以求之地—天空之鏡，世界最大盬原烏尤尼! 舟車勞頓

後，特別為大家安排當地特有的鹽磚打造飯店，置身雪白鹽堡中，進入夢鄉，養精蓄銳迎接隔日行程。 

景點介紹 

◎烏尤尼鹽原-2009 年日本 NHK 電視台曾到此造訪拍攝紀錄片，鹽原東西長 250 公里，南北最寬處

150 公里，總面積達 1.2 萬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鹽原，東西兩邊皆是高達 6000 多公尺的安地斯

山脈阻擋了水氣，使鹽原的氣候如同沙漠般的乾燥，原本該處是個盆地，山上的雨水夾帶鹽分與礦物

質流入盆地中，因為無處宣洩，加上乾燥氣候的影響，累積的水很快的蒸發掉，只留下鹽分和礦物質，

經過不斷的循環與數十萬年的累積，成就了今日的奇景。 

 

行車距離：托羅托羅國家公園－135 公里（約 4 小時 30 分鐘）科恰班巴 

第 15 天  烏尤尼→ 科爾查尼 Cochani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HOTEL LUNA SALADA 或 Hotel Palacio de Sal 鹽雕飯店 或同級 

安排搭四輪傳動吉普車前往烏尤尼小鎮附近著名的景點●火車墳場 Cementerio de Trenes 去參觀，

這裡您可看見許多廢棄的火車及已經嚴重生鏽的廢棄零件，這些原先都是負責運送玻利維亞的礦產至

鄰國智利等南美洲國家的火車所使用的，後來因為礦產業蕭條年，這些昔日是經濟重心的火車頭年久

失修而荒廢成今日您所看到的火車墳場。接著將前往位於鹽原中央的◎仙人掌島 Isla Incahuasi(又稱

魚島)，島上長滿很多巨大的仙人掌，高度有的超過 10 公尺高，遠眺遠處的圖努帕火山 Volcàn 

Tunupa。停留科爾查尼小鎮用餐後，車子慢慢駛入鹽湖中，意想不到的仙境映入眼簾，保證讓您瞠目

結舌這世間稀有絶景 ! 行程中提供雨鞋，讓您悠遊漫步在天地間，迎接美麗的日落倒影。 

 

返回飯店用晚餐後，百合特別贈送 安排您參加天空之鏡★星空團，驅車再次帶您前往烏尤尼鹽田夜

遊，司機會將車停在鹽田上某一處，讓大家靜待及一飽眼福夜晚星空漫佈的獨特景觀，之後返回鹽磚

旅館休息。(如遇天侯不佳或下雨，星空團將取消，恕不另外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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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距離 : 烏尤尼-30 公里(約 40 分)科爾查尼 Cochani  

第 16 天   科爾查尼 Cochani→維亞馬馬庫 Villamar Mallcu→艾德阿多阿瓦羅國家自然保護區

National Reserve Eduardo Avaroa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午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Tayka Desert Hotel 

早餐後準備展開火山高地 safari，由於安地斯山脈有五十座火山的高度超過 6,000 公尺，火山活動可

說是最活躍地方，而玻利維亞中部為安地斯山東坡山麓帶；西部為安地斯山和玻利維亞高原，車子即

將進入海拔約 4000 世界，廣大的山間荒漠高原，壯觀的火山樣貌呈現眼前，這裡氣侯會較乾燥，需

特別注意防曬保溼。 

維亞馬馬庫是進入艾德阿瓦羅國家公園主要門戶，沿途很多火山出現眼前，其中如灑上雪白糖霜的

Ollague 奧亞圭火山 5868 米高，更是壯觀美麗。幸運的話，高地鹽湖偶爾會看到成群火烈鳥停留，

不時從您頭頂大片成群飛過；繼續穿越世界最高的沙漠區，來到科羅拉達湖 Laguna Colorada，位於

艾德阿多阿瓦羅自然保護區的入口處，因湖底紅藻生長加上礦物質沉澱呈現紅色，故又稱紅湖為名，

而湖底的温泉恰又為紅藻帶來了豐富的營養鹽，成為火烈鳥主要覓食棲息處。 

 

◎艾德阿多阿瓦羅自然保護區 National Reserve Eduardo Avaroa : 位於玻利維亞東南方，是最著名

的生態保護區，位於海拔 4200-5400 公尺左右，佔地約 71 公頃，擁有豐富的地理景觀，火山、高原

鹽湖、漠地、沙丘、石樹林，間歇泉、地熱、沸泥池、還有多種生態鳥類棲息，這裡生活著三種火烈

鳥: 安第斯火烈鳥(phoenicopterus Andinus)、智利火烈鳥(Phoenicopterus Chilensis) 和詹姆斯火

烈鳥(Phoenicopterus Jam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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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距離： 今天車程約 350-400 公里 

第 17 天  艾德阿多阿瓦羅國家自然保護區 National Reserve Eduardo Avaroa → 烏尤尼 拉巴斯 

OB315 UYU/LPB 2040/2140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 Hotel Europa 或 Casa Grande Hotel 或同級 

早餐後，往南穿越廣大的撒瓦多達利漠原 Salvador Dalí desert，前往玻利維亞智利邊境的韋爾德湖

Laguna Verde，位於利坎卡布 Licancabur 火山腳下，湖水因富含鎂、碳酸鈣、鉛等礦物而呈現出綠

寶石般的顏色，故也稱綠湖，起風是湖水變綠的關鍵因素，否則看到的只能是一般湖水的顏色。而另

一邊的白湖 Laguna Blanca，也因處沙漠中的高原湖，富含礦物質，微風吹拂下，湖水常呈現白色而

得名。接著前往保護區旁的 Polques thermal bath 地熱温泉，也可以換上泳衣體驗露天温泉，享受一

邊泡湯一邊看著前方火山高原湖美景搭配湖中火烈鳥優雅身影美景。 

午餐後，準備往北返回烏尤尼，行經活躍的地熱噴氣孔 Sol de Mañana ，不斷聽到振耳欲聾的氣孔

噴出水蒸氣澌澌作響，以及滾燙的沸泥池，也是奇特地理景觀之最佳拍照處。 

繼續前往巨石林區，尤以石樹 Árbol de Piedra 最具象徵性，也是旅客最愛拍照打卡留念處。 傍晚回

到烏尤尼用完晚餐後前往機場，飛行一小時後抵達拉巴斯過夜。 

 

行車距離：今日車程約 400 公里 

第 18 天 拉巴斯 La Paz 利馬 Lima  →帕拉卡斯 Paracas         AV759 LPB/LIM 0756/0905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飯店內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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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DoubleTree Resort by Hilton Paracas 或 Aranwa Paracas 同等級飯店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飛機飛回秘魯首都利馬，下機後前往秘魯著名渡假勝地帕拉卡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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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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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特別安排住宿在渡假村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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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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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利馬 -262 公里(3 小時 40 分) 帕拉卡斯 

第 19 天 帕拉卡斯 Paracas →皮斯科 Pisco →鳥島生態之旅→利馬 Lima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用餐 

住宿 ：  

早餐後隨即前往皮斯科，搭乘小飛機於空中參觀聞名於世秘魯特有的◎納斯卡線，下午碼頭搭乘◎遊

艇，準備為您特別安排的鳥島生態之旅。出海約 10 分後，會先抵達一處海岸邊的山坡，從海上觀賞

約 800~1350 年前的巨大燭臺石壁畫，非常神奇的是在這種地方，到底是什麼人？什麼目的？用什麼

方式所作的？至今仍然是一個謎題。接續航向外海，而後抵達鳥島，  

◎納斯卡線 Nazca Lines【西元 1994 年入選為世界文化遺產】（搭乘小飛機）－在被發現這些特殊線

條前，納斯卡就像其它秘魯的小城鎮一樣平常，除了當地有秘魯最乾燥的沙漠以外；在西元 1939 年，

北美的科學家搭乘小飛機飛越這塊乾燥的沙漠，才發現這些特殊的景象，在當時科學家認為這是前印

加帝國所遺留下來的水利系統，但最後被水利學家所推翻；占地達 450 平方公里的沿海沙漠，後來才

被發現越來越多各種造型的圖案，龐大的蜂鳥、猿、蜘蛛、外太空人，這些刻畫於地面上的線條是完

成於西元前 500 年至西元 500 年之間，因其數量、性質、大小及連貫性，都讓科學家難以理解，至今

還是無法查出由來，因此也有人說這是外星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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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群島是由三個主島和無數的岩礁所組成的，天空上與島嶼上滿是數不清的海鳥，在島嶼的海灘或是

岩石上更有無數的海狗、海豹、海獅和海象等之類的海洋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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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說是全世界最壯觀之一的海洋生物棲息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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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距離：帕拉卡斯- 32 公里(約 40 分)皮斯科- (搭船)鳥島生態之旅- 241 公里(約 3 小時 30 分)利馬 

第 20 天   利馬 Lima洛杉磯 Los Angeles                     LA600 LIM/LAX 1220/1900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飯店用完早餐，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國飛往洛杉磯機場轉機。稍做休息後，轉乘豪華客機， 經

國際換日線，夜宿機上，翌日方可抵達溫暖的家。 

第 21-22 天   洛杉磯 Los Angeles 台北 Taipei                   BR11  0050+1/0510 +1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稍事休息後，繼續轉搭長榮航空豪華班機飛返台北，結束這美好難忘秘魯、玻利維亞 22 日之旅。 

(※行程資料來源：內容所用圖片、照片與文字資料，部分參照官方網站或維基百科)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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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8 年 09 月 27 日(四)、2018 年 10 月 09 日(二) 

          2018 年 11 月 23 日(五) 

團費售價：電洽 

每人訂金：電洽 

費 用 項 目  

導遊/司機小費 含 

景點門票、交通、住宿 含 

來回經濟艙機票(含機場稅) 含 

行李服務費 (飯店) 不含 

礦泉水 無 

簽證費 含 

護照工本費 NT$1,500 不含 

契約責任險 含 

機場來回接送 不含 

黃皮書接種疫苗 不含 

 

百合旅行社  交觀甲 6526  品保 1302 

TEL:(02)2552-4411  FAX:(02)2552-2841 

10352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22 號 10 樓之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