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古巴、墨西哥 22 天．帝王斑蝶 
加勒比海、瑪雅古文明、阿茲特克、菸草的故鄉 

 

 

 

 

 

 

 

 

 

 

 

 

 

 

 

 

 

 

 



行程特色 
※【天數長才能深度全覽】 

  因為天數的關係，市場上的行程大同小異，來回飛機就扣掉 4 天，於是只能走馬看花、到此一遊。為  

  了響應市場的需求，特別安排 22 天的行程，讓您不用浪費時間與金錢在坐飛機上，也不用早出晚歸 

  累壞了身體又掃了遊興，且有充裕的時間參觀每處景點。 
 

※【馬雅古文明】 

在天文學、數學、農業、藝術及文字等方面都有極高成就。與印加帝國及阿茲特克帝國並列為美洲三 

大文明。瑪雅帝國最大最繁華的城邦-奇琴伊薩，還有馬雅文化的象徵-羽蛇神金字塔，是眾多瑪雅建

築中最傑出的代表作。 
 

遙遠的路途，您不能錯過… 

穿越千里遇見的帝王斑蝶－『季節限定』 

 每年 11 月至 3 月，隱身在墨西哥蝴蝶谷中的金色羽翼，正悄悄地沉睡，當溫煦的陽光逐月升起，帝 

 王斑蝶的長征之途即將啟程，一路向北將近九千公里的航程，飛散至美加地區，繁衍他們的下一代， 

 掌握對的時間，一探神祕的生物密碼。 

誰說墨西哥只有古文明，兼具藝文與知性的墨西哥城深度導覽 

 我們安排在墨西哥城４天３夜的時間，在古文明「諸神之都」－迪奧狄華肯以外，帶您走訪聖母顯靈 

 的瓜達露佩朝聖地，存放著航海探索時代與中南美開拓史的人類學博物館，而國寶級的芙烈達．卡蘿， 

 傳奇性的一生、強烈的個人畫風，烙印在每個墨西哥人的心中，是中美洲少有的文化藝術瑰寶。 

雙國最完整－古巴『八天七夜』之旅 

 有別於市場上的蜻蜓點水，帶團員走訪中部，加勒比海沿岸的港口腹地，一探早期蔗田、菸草的傳統  

 產業經濟鏈，找尋強人：切．格拉瓦抗爭留下的痕跡，留有古、墨雙國最長天數，精選您不可錯過的  

  各大景區，享受中美洲獨有的奔放氣息。 

哈瓦那…烏那那，Back to Havana，蒐集海明威的足跡 

  不再來匆匆、去匆匆，哈瓦那安排 5 天 4 夜，滿足您對古巴的所有想像，不論是聞名於世的蘭姆酒， 

 雪茄的濃烈而沉穩，熱情的中美歌舞，抑或是大文豪－海明威的情有獨鍾，百合為您量身打造最圓滿 

 的旅程，這顆墨西哥灣明珠，值得您細細品味。 
 

深度導覽：9 處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巡禮 
卡巴那斯文化中心【UNESCO,1997】：全世界最早期，並且大規模長期經營的孤兒院，這個救濟所

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它的設計包含了許多特殊的考慮，以滿足那些生活困難人群的特殊要求。

這個救濟所還因為室內外空間的和諧、簡約的設計和它的規模而舉世聞名。 

瓜那華托【UNECSO,1988】：墨西哥最美麗的產銀城市，城市就建築在隧道之上，有「暗藏的城市」

稱號。 

迪奧狄華肯【UNECSO,1987】：有「諸神之都」之稱，舉世聞名的太陽金字塔，是遺址中最大的建

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96%8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9D%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


墨西哥市舊城區【UNESCO,1987】：西班牙人在古阿茲特克首都廢墟上建造的城市。除了 5 座阿茲

特克廟宇之外，這裡還有拉丁美洲最大的天主教堂。 

烏敘馬爾古城【UNESCO,1996】：西班牙人所稱的「占卜者金字塔」是進行宗教儀式的中心，許多

設計精美的房舍裝飾著雨神查克的圖案和雕刻。城中的建築都可以追溯到西元 700 年至 1000 年間，

其佈局顯示了馬雅的天文學知識。 

奇琴伊薩【UNECSO,1988】：2007 年新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其建築藝術氣勢宏大且細節精美。猶加

敦半島上最重要的馬雅文明中心之一。從當地的石製遺跡和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出馬雅人、托爾特克

人和阿茲特克人的世界觀和宇宙觀。 

哈瓦那古城區【UNESCO,1982】：哈瓦那老城是建築藝術的寶庫，擁有各個時期不同風格的建築，

是古巴政治、經濟、文化和旅遊中心，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有“加勒比海的明珠”之稱。 

特里尼達和蔗田谷【UNESCO,1988】：16 世紀初期，因紀念聖三位一體而建造，為征服美洲大陸的

橋頭堡。 

西恩富戈斯【UNESCO,2005】：19 世紀拉丁美洲所發展的建築群中的第一個傑出典型，呈現了城市

規劃中現代化、衛生和秩序的新觀念。 

貼心提供每日礦泉水及佐餐礦泉水 

於古巴與墨西哥旅遊期間，每日提供貴賓們 1 人 1 小瓶礦泉水。全程除了中式料理提供熱茶外，午、

晚餐皆提供佐餐 4 人 1 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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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台北TPE 

洛杉磯LAX 

11:20 

/06:50 
約 11 小時 30 分 

第 01 天 墨西哥航空 AM-783 
洛杉磯LAX 

瓜達拉哈拉GDL 

12:55 

/17:10 
約 03 小時 15 分 

第 09 天 墨西哥航空 AM-521 
墨西哥城MEX 

梅里達MID 

18:25 

/20:35 
約 02 小時 10 分 

第 12 天 墨西哥航空 AM-447 坎昆CUN哈瓦那HAV 
12:00 

/13:20 
約 01 小時 20 分 

第 19 天 

墨西哥航空 AM-454 
哈瓦那HAV 

墨西哥城MEX 

06:10 

/08:20 
約 03 小時 10 分 

墨西哥航空 AM-642 
墨西哥城MEX 

洛杉磯LAX 

14:00 

/16:15 
約 04 小時 15 分 

第 20 天 

長榮航空 BR-11 
洛杉磯LAX 

台北TPE 

23:05 

/05:40+2 
約 14 小時 35 分 第 21 天 

第 22 天 

 
 
 
 
 
 
 
 
 
 
 
 
 
 
 

(◎含門票景點 ＊不需門票景點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第 1 天  台北 TAIPEI 洛杉磯 LOS ANGELES 瓜達拉哈拉 GUADALAJARA (墨西哥) 

早餐：X   午餐：退餐費 15 美元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Camino Real Guadalajara 或同級 



  今日行程，搭機飛往美國－洛杉磯。抵達洛杉磯後，辦理提領行李以及入關手續，提供每位貴賓餐 

  費 15 美元，之後續飛墨西哥－瓜達拉哈拉，今晚於此入住。 

第 2 天 瓜達拉哈拉→龍舌蘭鎮 TEQUILA →瓜達拉哈拉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Camino Real Guadalajara 或同級 

  今天早餐過後，帶您在墨西哥第二大城－瓜達拉哈拉進行市區觀光，午後前往距市區 50 公里處的龍 

 舌蘭鎮，帶您參觀龍舌蘭農場及酒廠，今晚連泊於瓜達拉哈拉第二晚。 

＊瓜達拉哈拉市區觀光：為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同時也是中西部商業金融中心，這座城市於 16 世紀建  

  城，現存的建築保留了殖民時期的風貌，成了一座充滿了西班牙情調的古老城市，也因此成了著名 

  的旅遊城市。 

◎ 卡巴那斯文化中心：19 世紀初期，在瓜達拉哈拉修建起了卡瓦尼亞斯救濟所，用來照顧和庇護 

 那些生活有困難的人們，如孤兒、老人、殘疾人以及慢性病患者。這個救濟所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一個，它的設計包含了許多特殊的考慮，以滿足那些生活困難人群的特殊要求。這個救濟所還因為 

 室內外空間的和諧、簡約的設計和它的規模而舉世聞名。在 20 世紀初期，這裡的小教堂內裝飾有許 

 多精美的壁畫，很多現在被認為是墨西哥藝術中的傑作，它們出自當時最著名的墨西哥壁畫畫家何 

 塞·克萊門蒂·奧羅斯科之手。 

＊龍舌蘭鎮：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釀造龍舌蘭酒 Tequila(因出產該酒的小鎮而得名)的國家，墨西哥對 

 龍舌蘭酒的重視程度甚至到了為其制訂法律，唯有通過檢驗標準的酒莊才可以釀製真正的 Tequila。 

 “Tequila Town”位在瓜達拉哈拉西北方 50 公里，小鎮“ La Rojena ”鎮外是種滿 Tequila 龍舌蘭 

 仙人掌田，鎮上就是各家釀酒廠。來墨西哥旅遊有時間可以考慮來國酒之鄉走一趟！墨西哥昰仙人 

 掌的故鄉，品種多達 2000 多種，Tequila 龍舌蘭是其中的一個品種，在這個品種中有一種叫 

 “Agave”是唯一可以釀製程 Tequila 酒的仙人掌，它綠色的葉片在陽光下會反射出神奇的藍色，農 

 場上一望無際的 Agave 將大地上泛著藍綠色很好看。 

  行車距離：瓜達拉哈拉→67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龍舌蘭鎮→67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瓜達拉哈拉 

  下車參觀：瓜達拉哈拉、龍舌蘭鎮。 

  門票安排：卡巴那斯文化中心。 

 

 

 

 

 

 

 

 

 

 



第 3 天 瓜達拉哈拉→瓜那華托 GUANAJUATO 

早餐：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Camino Real Guanajuato 或同級 

 今天全日行程安排，帶您造訪因掏金而興起的殖民城市，已被列為世界遺產的瓜那華托，入住於此。 

＊ 瓜那華托市區觀光：瓜那華托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遺產；此城最初沿著瓜那華托河 

  建造，但因多年洪水泛濫，使人民提高建築物高度。20 世紀中，工程師建立了大壩，將河改道至地 

  下隧道裡，並在隧道設置照明，鋪設鵝卵石供汽車行駛，這個地下道路網路至今在使用中，是此城 

  的特點之一。此城同時也是墨西哥著名的藝術家迪亞哥里瓦拉(Diego Rivera)的出生地。 

◎瓜那華托大教堂：於 1696 年竣工，坐落在拉巴斯主廣場旁，暖色調的巴洛克式建築，磚紅色的圓 

 頂，呈現拉丁美洲獨有的風格。 

◎安排纜車登上 Pipila 紀念碑觀景台：著名的古銀礦區－瓜那華托，藉由登上高處觀景台，滿城紅、 

 黃、藍色的房子盡收眼底，五彩繽紛的外牆，是您最佳的拍照地點。 

  行車距離：瓜達拉哈拉→274 公里(約 2 小時 50 分) 瓜那華托 

  下車參觀：瓜那華托。 

  門票安排：瓜那華托大教堂、安排纜車登上 Pipila 紀念碑觀景台。 

 

 

 

 

 

 

 

 

 

第 4 天 瓜那華托→貝納爾 BERNAL→格雷達羅 SANTIAGO DE QUERETARO 

       →莫雷利亞 MORELIA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Villa Montana Boutique 或同級 

 用完早餐後，前往貝納爾巨石小鎮，午後途經格雷達羅，可見保存完整的高架水渠，傍晚將抵達世 

 界遺產之城－莫雷利亞。 

◎貝納爾巨石：它是世界第三大巨型獨石，重約 2 千萬噸，喜歡冒險的遊客可以攀爬上高 350 公尺的 

 巨石頂端，欣賞周圍的美景。 

＊格雷達羅：格雷達羅位於距離墨西哥市北方 220 公里的中部地區，盛產蛋白石礦物的高原區，最早 

  是由地印安人歐托米(Otomi)族定居於此， 1446 年併入阿茲特克帝國。1531 年 7 月 25 日西班牙 

  入侵，隨行修士向天許願；祈求不用武力征服此城，當時天顯神蹟；天空出現象徵聖者聖詹姆士(Saint  

  James 也稱聖地雅各 Santiago) 的十字星形，西班牙統治後更命格雷達羅的聖地雅各(Santiago de  



  Queretaro)。1656 年再度修改城市名稱為高貴與忠誠的城市－格雷達羅的聖地雅各(The Noble  

  and Loyal City of Santiago of Querétaro)，由此證明它的礦產豐盛及對西班牙的重要性。 

格雷達羅的聖地雅各至今超過 460 年的歷史，保留著 18 世紀殖民地的混合文化，1996 年列入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在墨西哥歷史上也佔有非常重要地位，1810 年獨立運動起義之地、1847

年美墨戰爭的臨時首都、墨西哥現行憲法起草的發源地、也是醞釀出墨西哥獨特的音樂馬利阿奇

(Mariachi)的地方。 

＊高架水渠：格雷達羅最具代表性的建築，1726 年建造；1737 年完成，自峽谷引入泉水，供給城中 

飲用水的來源，水渠由 74 個高達 23 公尺的拱型門框架構，長達 1280 公尺。水道橋附近的修道院

廣場上設立墨西哥獨立革命女英雄約瑟法．奧爾蒂斯．多明尼哥(Josefa Ortiz de Dominquez)紀念

碑(墨西哥市聖多明哥廣場上也陳列她的雕像)，身為格雷達羅總督夫人，確協助墨西哥獨立革命，她

深受墨西哥人的愛戴。 

行車距離：瓜那華托→204 公里(2 小時約 15分)貝納爾→57 公里(約 40 分)格雷達羅 

            格雷達羅→189 公里(約 1 小時 59 分)莫雷利亞 

  下車參觀：格雷達羅、高架水渠。 

  門票安排：貝納爾巨石。 

 

 

 

 

 

 

 

 

 

第 5 天  莫雷利亞MORELIA→米卻阿肯 (蝴蝶王谷) El Rosario, MICHOACAN→           

    莫雷利亞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Villa Montana Boutique 或同級 

 今天早起，將帶您造訪帝王斑蝶棲息地，每年皆在這時期遷徙至此，午餐後回到莫雷利亞進行市區 

 觀光，於此連泊第二晚。 

＊米卻阿肯州：墨西哥政府於 1986 年頒布法令保護每年來自美國和加拿大邊境的美洲王蝶，每年 11 

 月初至隔年 3 月間，大量的王蝶來到此地周圍的山區過冬，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和墨西哥政府共同 

 簽訂合約，並給予基金會經費，管理並保護王蝶的棲息地。 

＊羅薩里奧村(El Rosario) 賞帝王斑蝶：每年 11 月到隔年 3 月初是觀賞王蝶的季節，由於 2 月中旬氣 

溫升高，是王蝶交配和繁衍後代的季節，有機會看到成千上萬隻的王蝶翩翩起舞。 

＊ 莫雷利亞：十二世紀左右，開始有人在此谷地生活，直到十六世紀西班牙人的到來，才真正的開 

 始都市建造，水道橋與大教堂的建立，都證明著殖民者對此地發展的重視，在 1991 年，因其對於 



 殖民時期的建築保存非常完整，而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近來年城區重新修整，逐漸打造成一個觀 

 光友善的城市。 

  行車距離：莫雷利亞→130 公里(約 2 小時 10 分)米卻阿肯州→130 公里(約 2 小時 10 分)莫雷利亞 

  下車參觀：米卻阿肯州－羅薩里奧村、莫雷利亞。 

 

 

 

 

 

 

 

 

 

第 6 天 莫雷利亞→霍奇米爾科 XOCHIMILCO→墨西哥城MEXICO CITY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Krystal Grand Suites 或同級 

 今天將出發前往墨西哥城近郊－霍奇米爾科，帶您搭乘舫船穿梭遊覽於運河間，傍晚將入住墨西哥

首都－墨西哥城。 

◎霍奇米爾科搭乘舫船：有墨西哥威尼斯之稱的霍奇米爾科，是由運河網和人工島交織在一起的一個 

水域，UNESCO 在 1987 年將其列入自然與文化保護遺產。這座小鎮同時也被稱作「花城」。小鎮保

存了大量古老建築，保持了阿茲特克人生活的原貌，當地人為生存而不懈努力改造環境的歷史。搭

乘遊船(舫船)，穿梭在狹窄的河道間，感受親切歡樂的水鄉生活。 

＊墨西哥國家圖書館：成立於 1867 年，為國內最大的圖書館，蒐集與保存墨西哥出版或與該國相關 

 的各類書籍，外觀的壁畫才是最教人心醉神迷的傑作，以高達十層樓的馬賽克畫，講述墨西哥的國 

 家歷史。 

  行車距離：莫雷利亞→308 公里(約 4 小時 30 分)霍奇米爾科→25公里(約 40 分)墨西哥城 

  下車參觀：墨西哥國家圖書館。 

  門票安排：霍奇米爾科搭乘舫船。 

 

 

 

 

 

 

 

 



第 7 天 墨西哥城→迪奧狄華肯 TEOTIHUACAN→墨西哥城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Krystal Grand Suites 或同級 

 今天前往有「諸神之都」稱號的迪奧狄華肯，保有中美洲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是墨西哥境內最大

的古遺址，午後參訪聖母顯靈之處的瓜達露佩聖母大教堂，今晚連泊墨西哥城第二晚。 

◎ 迪奧狄華肯：迪奧提華肯文明興起於西元 100 年左右，約與馬雅同期，但不像馬雅那般四處開 

花結果，此文明就只有這麼一個同名的大城遺留下來，彷彿貴精不貴多。迪奧提華肯文明延續了約

六個世紀，到西元七世紀左右忽然神秘的消失，居民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原因至今仍是謎。甚至當

阿茲特克人發現這座廢墟時，也只能驚嘆它的宏偉。在一條長四公里的▲死亡大道兩側，整齊排列

著數十座金字塔形神殿，而舉世聞名的▲太陽金字塔，是遺址中最大的建築，旅客可沿著階梯上達

頂部，參觀▲月亮金字塔▲蝴蝶宮殿遺址▲羽蛇神金字塔▲美洲豹宮殿。 

◎瓜達露佩聖母大教堂遺跡區：位在墨西哥市的聖母教堂，據說瓜達露佩聖母在 12 月 12 日於德佩亞

山丘(Tepeyac)上，向當地印地安人璜迪亞哥(Juan Diego)顯靈。當璜在主教面前打聖母交付的斗

篷，玫瑰如瀑布般不停落下，同時聖母的畫像顯現在斗篷上，彰顯聖母奇蹟。因此主教於２星期內

吩咐建造教堂．舊的教堂建造於西元 1531~1709 年，因為地基鬆軟，致該教堂下沉，且因地震導

致傾斜及破損，所以關閉修復，現在雖對外開放，但仍屬危樓。因此在西元 1974~1976 年於舊址

旁建造新的教堂，新堂造型如圓頂墨西哥草帽，有 350 個支架預防下陷；該教堂可容納一萬個座位，

若加上中庭的臨時區的話可達四萬個座位。駐足在莊嚴的教堂中，體會聖母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地位。 

  行車距離：墨西哥城→50 公里(約 1 小時)迪奧狄華肯 

  門票安排：迪奧狄華肯、瓜達露佩聖母大教堂遺跡區。 

 

 

 

 

 

 

第 8 天 墨西哥城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或退餐費 15 美元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Krystal Grand Suites 或同級 

 今天進行全日墨西哥城市區觀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類學博物館，裡面保存非常豐富的航海、考古、

人類學的文物遺產，讓您可以更深入了解中美最重要的文明古國，今晚將於城此連泊第三晚。 

＊墨西哥城主教座堂：始建於 1573 年的首都大教堂為美洲最大的教堂，花了長達三百年的時間修建

而成，經歷了殖民時期到墨西哥獨立。教堂內最重要的珍品就是鍍金的國王祭壇。由於墨西哥市是

在湖泊上填土所建的，所以現在這座教堂也因為地層下陷的問題而成了危樓。 

＊墨西哥國家宮：國家宮就是所謂的總統府，16 世紀之前，原是阿茲特克皇帝的宮殿，1521 年被西 



 班牙人摧毀，現在的國家宮於 1562 年改建成這座三個內院的西式堡壘，建成後，墨西哥的第一場 

 鬥牛表演就是在這個中庭舉行的，每年墨西哥國慶日，總統都會站在獨立鐘下方帶領群眾歡呼。 

＊三文化廣場：是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科的主要廣場。「三種文化」是指反映墨西哥歷史的三個時期： 

 前哥倫布、西班牙殖民地，以及獨立的麥士蒂索人國家的不同建築。該廣場由墨西哥建築師 Mario  

 Pani 設計，完成於 1966 年廣場內有特拉特洛爾科屠殺紀念碑，另有阿茲特克神廟遺址，而另一旁 

 是建於 16 世紀的天主教教堂，以及建於 1964 年的大型住宅區。 

◎人類學博物館：成立於 1964 年，是墨西哥最為出名的一座博物館，展品包含從哥倫布發現美洲大 

 陸前重要的考古和人類學的文物遺產，深入了解這塊土地的古文明。 

  行車距離：市區觀光 

  下車參觀：墨西哥城主教座堂、墨西哥國家宮、三文化廣場。 

  門票安排：人類學博物館。 

 

 

 

 

 

 

 

 

第 9 天 墨西哥城梅里達(猶加敦)MERIDA                       AM-521  18:25/20:35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或退餐費 15 美元    晚餐：當地料理或退餐費 15 美元 

住宿：4★ InterContinental Presidente Merida 或同級 

 今天早餐過後，帶您前往墨西哥最值得參訪的人文景點－國家美術宮，下午參觀芙烈達．卡蘿博 

 物館，傍晚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梅里達，並入住於此。 

◎國家美術宮：墨西哥國家美術宮是墨西哥城文化娛樂演出和藝術展覽的重要場所。外牆由潔白的卡  

  拉拉大理石砌成，外表宏偉壯觀，內部裝修富麗堂皇。大樓圓頂是由彩色玻璃所拼成，頂端有展翅 

  的雄鷹青銅雕像高 20 公尺。並有４位代表喜怒哀樂神態的婦女，代表著喜劇、悲劇、話劇和抒情劇， 

  整個雕塑形神兼備，生動自然。 

◎芙烈達．卡蘿博物館：墨西哥當代最重要的畫家之一，強烈的個性和充滿自我的風格，讓她的人生 

 充滿傳奇性，和其夫婿，同時也是國寶級畫家－迪亞哥．里維拉，風風雨雨的愛情，在藝術間自由 

 揮灑，跳脫身體的枷鎖，用一幅幅畫作向世人表達自己獨具的想法。  

  行車距離：市區觀光 

  門票安排：國家美術宮、芙烈達．卡蘿博物館。 

 
 
 



 

 

 

 

 

 

 

 

 

第 10 天 梅里達→烏敘瑪爾 UXMAL→梅里達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InterContinental Presidente Merida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造訪現存五大馬雅遺址之一的烏敘瑪爾，雖同為馬雅文化，卻擁有不同的建築風格，  

 午餐後返回梅里達進行市區觀光，今晚將連泊於此第二晚。 

＊ 烏敘瑪爾：最特別的是其地理景觀與環境，它佔地 250 英畝，範圍遼闊至極，但是這麼大的面積 

  卻寸草不生、枯黃乾旱的景象。它的建築風格也獨樹一格與其他馬雅建築大大不同，被稱為具有革 

  命性的建築設計，很值得探訪。 

＊梅里達：位在猶加敦半島上的小鎮，在被西班牙征服統治後，就成為了半島的文化中心，城鎮有著 

  鮮明的殖民時期的歷史烙印，小鎮中心有狹長的街道，廣場上的建築物使用石灰岩和拆掉馬雅人建 

  築當材料，建造了大教堂及富麗堂皇的建築，所以又有「優雅的白色殖民城市之稱」。 

  行車距離：梅里達→82 公里(約 1 小時 15分)烏敘馬爾→82 公里(約 1 小時 15 分) 梅里達 

  下車參觀：烏敘瑪爾、梅里達。 

 

 

 

 

 

 

 

 

 

第 11 天 梅里達→奇琴伊薩 CHICHEN ITZA→坎昆 CANCUN (瑪雅海岸 COSTA MAYA)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InterContinental Presidente Cancun Resort 或同級 

 今天安排您前往猶加敦半島，參觀 2007 年被票選為新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奇琴伊薩，曾是古馬雅 

 王國最大、最繁華的城邦，完整的金字塔遺址是墨西哥最重要的文化資產，午後將驅車至度假勝地 



 坎昆，並入住於此。 

◎ 奇琴伊薩：奇琴伊薩最早出現於西元九世紀，但興盛時期約在西元 1000-1200 年間，屬較晚期 

  的馬雅遺址。奇琴伊薩到了十四世紀漸遭廢棄，原因未有定論。從正門進入遺址，可看到奇琴伊察 

  最有名的建築物－城堡(El Castillo)、羽蛇神金字塔(Pirámide de Kukulkán)、骷髏頭神廟 

  (Tzompantli)、聖泉、瑪雅古球場(Juego de Pelota Principal)、千柱建築群(Grupo de las Mil  

  Columnas)、還有古天文台－蝸牛(El Caracol)，因它內部螺旋狀的樓梯而得名。 

◎聖湖－地下溶洞 Cenote Sagrado：彷彿一座大型露天游泳池，陽光由如大型天窗的洞頂照射而下， 

 在古老的大地上，更顯有幾分神秘感。 

  行車距離：梅里達→126 公里(約 1 小時 30分)奇琴伊薩→197 公里(約 2 小時 10 分)坎昆 

  門票安排：奇琴伊薩、聖湖－地下溶洞。 

 

 

 

 

 

 

 

 

 

第 12 天 坎昆哈瓦那HAVANA(古巴)                           AM-447  12:00/13:20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退餐費 15 美元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Hotel Meliá Habana 或同級 

 今天早餐後，將帶您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有「加勒比海珍珠」之稱的古巴，抵達後先參觀重要的革 

 命廣場，並帶您登上馬蒂紀念塔，登高一探哈瓦那的市容。 

＊革命廣場：是古巴政權和軍事的重要地標，也是舉行國家慶典或大型遊行的活動地點。 

◎馬蒂紀念塔：是 1953 年為了紀念古巴民族英雄荷西．馬蒂的百年冥誕而建造的，並於 1959 年完成。 

紀念塔高 109 公尺，是哈瓦那最高的建築物，天氣好時搭乘電梯直達頂樓，可以俯瞰整個哈瓦那城

市，視線還可以延伸到佛羅里達海峽。紀念塔裡也陳列許多荷西．馬蒂的遺物手搞及照片，而紀念

塔前方，荷西．馬蒂的雕像高達 18 公尺(約六層樓高)，代表著他是人民心中的巨人。 

  行車距離：市區觀光 

  下車參觀：革命廣場。 

  門票安排：馬蒂紀念塔。 

 

 

 

 

 

 



第 13 天 哈瓦那→比娜雷斯 VIÑALES→哈瓦那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Hotel Meliá Habana 或同級 

  今日行程，上午西進到古巴最西部的奔納里奧(Pinar de Rio)省份，因為其周圍美麗的綠色谷地於 

  1999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加上當地良好的氣候，適合菸草生長，而成為了最著名的煙草產地，   

  特別安排參觀當地著名◎雪茄工廠 Cigar Fabric。隨後前往古巴西部有“世外桃源” 之美譽，人稱 

  古巴“小桂林”的 比娜雷斯山谷(Vinales Valley)，從觀景高地眺望，將比娜雷斯谷地風光一覽無 

  遺，也可一睹當地著名＊巨型仿史前石壁畫，正符合其世界級的綠色風光不虛此行。午後安排搭船 

  遊覽古老的原住民石洞◎印第安地下石灰岩溶洞，傍晚返回哈瓦那，晚上特別安排古巴最精彩的◎ 

  熱帶豪華歌舞秀。 

  行車距離：哈瓦那→180 公里(約 2 小時 20分)比娜雷斯 

  下車參觀：比娜雷斯谷地、巨型仿史前石壁畫。 

  門票安排：雪茄工廠、印第安地下石灰岩溶洞、熱帶豪華歌舞秀。 

 

 

 

 

 

 

 

 

第 14 天 哈瓦那→瓜瑪 GUAMÁ→西恩富戈斯 CIENFUEGOS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3★ Hotel Rancho Luna 或同級 

  今日前往西恩富戈斯，途經瓜瑪，沿著薩帕塔半島(ZAPATA)前進，此區域正是蒙特瑪國家公園 

  (MONTEMAR)的保護地，藍天碧海的沙灘美景遍佈，加勒比海的海景近在眼前，抵達瓜瑪後，特別 

  安排◎搭乘快艇遊覽特雷梭羅湖(TRESORO)。在這裡有機會見到各地遷徙來的季節候鳥群出現，並 

  帶您造訪當地原住民－TAINO 所重建的村莊。之後帶您前往全古巴最大的◎鱷魚養殖場，膽大者亦 

  可以嚐試與可愛的小鱷魚一同拍照。於傍晚抵達西恩富戈斯，夜宿此地。 

  行車距離：哈瓦那→80 公里(約 1 小時 20分)瓜瑪→256 公里(約 3 小時 15 分)西恩富戈斯 

  門票安排：搭乘快艇遊覽特雷梭羅湖、鱷魚養殖場。 

第 15 天 西恩富戈斯→蔗田谷 VALLE DE LOS INGENIOS→特里尼達 TRINIDAD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Hotel Brias Trinidad del Mar 或同級 

 今天安排您在西恩富戈斯進行市區觀光，這裡擁有良港及廣大的腹地，曾是糖、咖啡、菸草的出口 



 地，擔起古巴出口貿易的重責，午後前往中南部近加勒比海的小鎮：特里尼達，並入住於此。 

＊ 西恩富戈斯：UNESCO 於 2005 年將這座城市列為世界文化遺產，1819 年西班牙成立的殖民小 

 鎮，許多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裔移民來此定居，肥沃的農產中心，曾是古巴甘蔗、芒果、菸草及 

 咖啡生產及出口地，一度成為古巴產值前三大的城市，市區內有許多建築保有新古典主義的風格值 

 得一訪，如：愛國詩人荷西馬蒂紀念公園及托馬斯特瑞劇院。 

＊ 特里尼達及蔗田山谷：於 1988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225 平方公里的蔗田山谷，19 世紀最 

 鼎盛時期有將近 50 間糖廠及上萬名奴隸在此工作，隨著土地退化及水資源缺乏，甘蔗種植面積逐漸 

 減少，取而代之則是觀光業的興起。 

＊布魯奈特宮：位在老城中心，曾經因蔗糖交易致富建的豪宅，現在為一處博物館，展有殖民時期 

 富人與社會菁英們所擁有的家具、瓷器等等…。 

＊坎特羅宮：位在市政廣場的歷史博物館在 19 世紀時，為當時一個家族的豪宅，房子的裝飾為時尚 

的新古典主義，內部展示著特里尼達的從殖民時期以來的歷史。 

＊聖三一教堂：位在市政廣場上的聖三一教堂為古巴最大的教會，教堂內的祭壇是使用雪松和紅木而 

製成，使教堂能夠有優良的音響效果。 

  行車距離：西恩富戈斯→80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特里尼達 

  下車參觀：西恩富戈斯市區觀光、特里尼達、蔗田山谷、布魯奈特宮、坎特羅宮、聖三一教堂。 

 

 

 

 

 

 

 

 

 

第 16 天 特里尼達→聖克拉拉 SANTA CLARA→瓦拉迪羅海灘 PLAYA DE VARADERO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５★ Iberostar Bella Vista Varadero 或 Melia Varadero 或同級 

 早餐過後，驅車前往具有革命代表意義的聖克拉拉，找尋切．格拉瓦的革命意志，午後前往度假海 

 灘－瓦拉迪羅，並入住於此。 

◎切．格拉瓦紀念館：修建在距哈瓦那 300 公里的聖克拉拉市，該市是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期間從 

  獨裁統治者手裏奪取的。紀念館收藏了大量切格瓦拉的遺物和照片，埋葬著他及其戰友的遺骨。 

＊裝甲火車行動紀念公園：當時革命軍發現古巴政府正派出一列裝甲火車來支援聖克拉拉，切．格拉 

 瓦機警的破壞鐵軌，導致火車翻覆無法抵達該城，成為革命戰事成功的關鍵之一。 

＊自由飯店：曾為切．格拉瓦的躲藏的，牆上革命的彈孔依舊清晰可見。 

  行車距離：特里尼達→120 公里(約 2 小時 30 分)聖克拉拉→235公里(3 小時 30 分)瓦拉迪羅海灘 

  下車參觀：裝甲火車行動紀念公園、自由飯店。 



  門票安排：切．格拉瓦紀念館。 

 

 

 

 

 

 

 

 

 

第 17 天  瓦拉迪羅海灘→哈瓦那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Hotel NH Capri 或同級 

 今天早起後，帶您前往美國大文豪、《老人與海》的作家－海明威故居參觀，探訪他曾經生活過的柯

希瑪小漁村，今晚將入住哈瓦那。 

◎海明威故居：美國作家海明威（1899-1961），曾長時期居住古巴，他以簡潔著稱的寫作風格深深影 

響著現代文學。海明威故居位于哈瓦那老城區東南方向 15 公里左右的聖佛朗西斯科德帕拉區（San 

Francisco de Paula）的郊區，是海明威在古巴的私人固定住所，也是世界上現存的唯一一個海明威

研究博物館。這個故居始建于 1887 年，海明威在這裡從 1940 年一直居住到 1961 年。很多重要的

作品也都是在這裡撰寫的。目前故居還保留著海明威居住時的樣子，包括隨處可以見的書籍和雜誌，

隨時准備接待朋友的起居室，還有花園的涼亭內還保存著海明威出海時的漁船。1954 年諾貝爾文學

獎得獎作品《老人與海》等驚世名著就是在這間小屋寫成。 

＊柯希瑪：據說此漁村為《老人與海》的背景地，海明威自此出海垂釣的歷程，成為他寫作的靈感來 

 源，安排您到此一探文豪筆下的生活。 

  行車距離：瓦拉迪羅海灘→145 公里(約 2小時 20 分)哈瓦那 

  下車參觀：科希瑪。 

  門票安排：海明威故居。 

 

 

 

 

 

 

 

 



第 18 天  哈瓦那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 Hotel NH Capri 或同級 

 今天將進行全日哈瓦那市區觀光，除了帶您搭乘古董車遊舊城區，也安排您品嘗聞名於世的古巴萊 

 姆酒，最後帶您至倉庫手工市集，讓您在行程最後挑選、採購紀念品，給自己的古墨之旅留下最美 

 好的回憶。 

◎古董車遊 哈瓦那舊城區：十六世紀初，為防禦海盜及敵國船隻的侵擾，在出海口的兩側建起要塞 

 與防禦工事，抵禦外來入侵，由於腹地廣大，現今舊城區逐漸在半島西半部發展起來，直到近代街 

 巷已不敷現代需求與使用，古巴革命後舊城更新停滯不前，反而保留原汁原味的老城風情，在 1982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安柏斯旅館：為海明威在哈瓦那所住宿的飯店，也是他寫作靈感之地。 

◎哈瓦那俱樂部：位於古巴北聖克魯斯地區著名的萊姆酒商標。創始於 1878 年，於 1959 年被古巴政 

 府收歸國有。 

＊軍事廣場：軍事廣場是哈瓦那舊城區最老也最富麗堂皇的廣場，約莫 16 世紀就已當作軍事練習場， 

 到了 18 世紀才變成古巴的行政中心。廣場中心是一個小型公園，四周環繞著高高的棕櫚樹，樹蔭下 

 是古巴 19 世紀革命家卡洛斯•米蓋爾•塞斯貝斯（Carlos Miguel Cespedes）的雕像，這個人在 1868 

 年，帶領古巴走向獨立。廣場的西邊坐落的是哈瓦那總督府（Palacio de los Capitanes Generales）。 

 總督府于 1776 年建立，是哈瓦那最具代表的巴洛克的建築之一。1902 年，古巴共和國在此宣告成 

 立，總督府作為總統府直到 1920 年。 

＊聖方濟廣場：聖方濟廣場因為旁邊的聖方濟修道院而命名，它始建于 16 世紀的末期，並在 1730 年 

 進行過翻修。教堂有一座高達 36 公尺的鐘樓，現在是宗教藝術博物館。聖方濟廣場原來是商業用途， 

 緊鄰碼頭，從廣場上有時可以看見大型貨輪緩緩進港的壯觀畫面，18 世紀的海權時代，所有來往於 

 美洲、歐洲的商船都在此裝卸，繁榮景象更勝十倍之有。廣場上有一座雄獅噴泉(Fuente de los  

 Leones)，由義大利雕刻家於 1836 年所作，象徵西班牙王朝的興盛。聖方濟廣場是哈瓦那的第二大 

 廣場，不但歷史悠久，也因為哈瓦那總督曾經居住於此而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倉庫手工藝市集(Almacenes de Depósito San José Havana) 

  行車距離：市區觀光 

  下車參觀：軍事廣場、聖方濟廣場、倉庫手工藝市集。 

  門票安排：古董車遊哈瓦那古城、安柏斯旅館、哈瓦那俱樂部。 

 

 

 

 

 

 

 

 



第 19 天 哈瓦那墨西哥城(墨西哥)洛杉磯 

早餐：早餐餐盒   午餐：退餐費 15 美元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4★Holiday Inn intl Airport 飯店或同級 

 今天搭乘早班飛機從古巴－哈瓦那飛往墨西哥城，隨後繼續飛往美國－洛杉磯，今晚入住於此。 

第 20 天 洛杉磯台北 

早餐：飯店內用西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機上 

  今天進行一日洛杉磯市區觀光，安排您前往◎亨廷頓複合式圖書館，內有許多藝術收藏品、多樣的  

 植物園與庭園，傍晚整理行囊，晚餐後前往機場，由領隊為您安排登機，在機上一夜好眠。 

第 21 & 22 天 台北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返抵闊別多日的國門，想起旅途之中的種種，就讓我們互道珍重再見，將這趟難忘古巴、墨西哥深 

 度之旅畫下句點，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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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