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天 6 夜墨西哥城+ 坎昆 精華游  

行程特色： 
*含墨西哥城-坎昆單程机票

*拜訪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奇琴伊察瑪雅金字塔

*墨西哥特奥蒂华坎日月金字塔

*参观瓜达卢佩圣母院教堂

*参观拉丁美洲最大人类学博物馆

Tour code: TOPMEXCUN001   天天出發 

坎昆酒店类型 
价格/每人 单人间 双人间 第三/四人 小于 8 岁 

酒店 售价 售价 售价 售价 

无沙滩 无餐 

酒店区酒店 
4 星级 $1699 $1199 $899 $699 

有沙滩，全

包式 酒店区 

酒店 

4 星级 $1899 $1299 $999 $699 

5 星级普通 $1999 $1599 $1199 $699 

5 星级豪华 $2399 $1799 $1299 $699 

*公共假期日期价格可能会有变动

*行程顺序可能会有变动，最终顺序以出团确认单为准

*行程含内陆段机票如取消需要收取机票手续费

*费用不含：司机导游小费（接送机美金$5/人/次; 游览$10/人/次）

第一天：抵达墨西哥城   （不含餐） 
全天 24 小时免费接送机（英文），我们将举着客人名字接机，中文人员将在酒店协助办理入住。 
酒店： HOTEL CASA BLANCA, GALERIA PLAZA, CENTURY ZONA ROSA 或同级 

第二天：墨西哥城(Mexico City Free Tour) - 日月金字塔(Teotihuacan)-圣母主教堂(Basilica De Guadalupe) (早餐) 
早餐后 9 点左右从酒店出发，前往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墨西哥境内最大的的宗教城邦，登上气势恢宏的金字塔，您会感受到

这座曾经盛极一时，能与当时罗马相媲美的古代城邦繁荣辉煌景象。午餐后，最后参观三文化广场及墨西哥国民的精神领袖—圣母

瓜达卢佩的教堂。

【三文化广场】 - 三种文化融合，不同时期的建筑物，曾经墨西哥外交部所在地 
【日月金字塔】 - 太阳金字塔是墨西哥特奥蒂瓦坎遗迹中最大的建筑。它是古印第安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建筑宏伟，呈梯形，坐

东朝西，正面有数百级台阶直达顶端，100 万立方米的体积和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大体相等，基本上是正方形，而且正好朝着东南西

北四个方向。塔的四面，也都是呈“金”字的等边三角形，底边与塔高之比，恰好也等于圆周与半径之比。 
【死亡大道】 - 死亡大道是一条宽 40 米的笔直的大路，两公里多的长度内穿越了一系列清晰可见的长方形广场，两侧都有台阶相

通。在接下来的三公里中，道路依然平坦笔直，但毗邻的建筑物略显杂乱。这条气势不凡的街两侧有 2000 多所民居，组合成许多

套“公寓”，就像是现代住宅的先驱。 
【瓜达卢佩圣母院教堂】GUADALUPE SHRINE）。瓜达卢佩圣母圣殿是墨西哥的国家潮圣地，依山而建，坐落在墨西哥城区北边的

特佩亚克圣山脚下。圣母大教堂是世界天主教的奇观，是墨西哥最大的宗教圣地，被罗马教父认可为天主教三大奇迹教堂之一。

酒店： HOTEL CASA BLANCA, GALERIA PLAZA, CENTURY ZONA ROSA 或同级 

第三天：墨西哥城市游(Mexico City Tour)   (早餐) 
上午游览素有“壁画之都”的墨西哥城。我们将带您游览墨西哥城市中心，感受墨西哥城古老文明与现代气息的融合，走访总统府，

欣赏墨西哥最大的艺术宫殿-美术宫，参观位于左卡洛广场周围的天主教堂、国家宫等，当您走在市中心的大街上，仿佛置身于某

个欧洲小镇。午餐后经改革大道游览天使纪念碑（开车路过）。独立纪念碑（也叫天使纪念碑）墨西哥独立纪念碑座落于墨西哥首

都都墨西哥城改革大道与佛罗伦萨街的一个广场上。它是为纪念墨西哥独立 100 周年而建的，碑顶竖立的一座展翅欲飞的胜利天使

铜像。因此又被称为天使纪念碑。拉丁美洲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 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该馆是拉丁美洲最大和最著名博

物馆之一。它位于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内，占地 12．5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 3. 3 万平方米。该馆是在 1808 年墨西哥大学建

立的古特委员会的旧址上于 1940 改建而成的，1964 年，经墨西哥著名建筑家佩德罗·拉米雷斯·巴斯克斯重新设计建成新馆。 
酒店： HOTEL CASA BLANCA, GALERIA PLAZA, CENTURY ZONA ROSA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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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 6 夜墨西哥城+ 坎昆 精華游  
第四天：墨西哥-坎昆  （早餐） 
早餐后导游送往机场，搭乘航班前往坎昆。

酒店：aloft cancun/ flamingo cancun 或同级别 

第五天：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奇琴伊察 (Chich'en Itza) 天然溶井“聖井”(Cenote)    (含墨西哥式自助午餐) 

【奇琴伊察古城遗址】奇琴伊察是一处庞大的前哥伦布时期的考古遗址。奇琴伊察由玛雅文明所建，坐落在今墨西哥境内的尤卡坦

半岛北部尤卡坦州，也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在 1988 年成为世界遗产，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地，并且是玛雅考古学主要遗迹中

游客最多的地点。【天坑】这个天坑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经数千年雨水冲击而成的溶洞，也有一种说法是太空陨石从天而降砸

出来的。天坑距地面 26 米，水深 40 米，直径达 60 米，在古玛雅时期是玛雅国王和他的女人们在此沐浴和举行祭祀的地方。从地

面俯瞰天坑，细长的藤蔓细水瀑布般垂落在天坑之上，绞绞飘舞，蔚为奇景。有台阶直通天坑底部，底部池水碧绿清澈、水光涟

滟、静谧安宁，令人不禁发出思古之幽情。 

温馨提示：请内着泳衣携带毛巾与干衣物，天井有更衣室与冷水淋浴。 
酒店：aloft cancun/ flamingo cancun 或同级别 

第六天：自由活动或参加推荐自费行程 

自费参加【中文】女人岛(Isla Mujeres)高尔夫球车自驾环岛 USD$129/人 

或自费参加【中文】图伦古城(Tulum) USD$110/人 

或自费参加【英文坎昆西卡莱特生态主题公园】USD$159/人 

酒店：aloft cancun/ flamingo cancun 或同级别 

第七天：坎昆离开 

全天 24 小时免费送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美麗的家園搭乘航班，返回美麗的家園 

行程包含： 

*所選擇相應等級酒店

*行程中標注的餐食及飲品

*指定時段內的免費接送機

*中文導游服務

*墨西哥城-坎昆内陆段机票

行程不包含： 

*導游小費（接送機$5 每人/整日行程$10 每人）

*自費娛樂項目

*飲品及未提及的餐食

*国际段機票及税金

*取消团队需支付内陆段机票手续费

酒店等級 參考酒店 

4 星级市区酒店(不含餐、無私人沙灘) Krystal Urban, Fiesta Inn,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或同级别 

4 星级酒店区酒店(不含餐、無私人沙灘) aloft Cancun 或同级别 
4 星级全包式酒店 Dreams Sands Resort, Flamingo, Krystal Cancun, Royal Solaris Cancun, GR Solaris Cancun, Golden Paranassus, Sunset Royal 或同级 

5 星级普通全包式酒店 Me Cancun by Melia, Fiesta Americana Condesa, Park Royal, Gran Caribe Real, Sunset Royal Beach, Sandos Luxury 或同级 

5 星级豪华全包式区酒店 Secrets The Vine, Hyatt Ziva, Hard Rock, Live Aqua 或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