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馬—庫斯科—馬丘比丘—庫斯科—馬爾多納多—利馬
LIMA-CUSCO-MACHU PICCHU-CUSCO-PUERTO MALDONADO-LIMA

團號：20TMSP-LIMCUZPEM

行程特色
★ 深入亞馬遜雨林，體驗3天2晚全包森林酒店
★ 探索遺失的“天空之城” -- 馬丘比丘
★ 漫步輝煌的印加文明中心、世界文化遺產 –“南美羅馬” 庫斯科城
★ 遊覽美洲古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融合 —“王者之都”利馬
★ 中文+當地雙金牌導遊及24小時緊急聯系電話

2020年抵達利馬LIM日期：
1月4日、18日, 2月1日、15日、29日, 
3月14日、28日, 4月11日、25日, 
5月9日、23日, 6月6日、20日

取消及退費說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
景點門票費用退還，報名團費不退；  
2、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3、取消條款如下：
a.出發前45天及以上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US$200/人費用； 
b. 出發前30-44天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團費50%/人的費用；
C.出發前20-29前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團費70%/人的費用
d. 出發前19天內（含第19天）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團費 100%的費用

費用包含： 
1、五晚4星標準酒店住宿   2、專業旅遊用車    3、中文導遊
4、利馬老城區/馬爾多納多/庫斯科/馬丘比丘 當地導遊   5、行程中所包含餐食及所列明包含之門票
費用不含：
1、國際機票及秘魯內陸LIM-CUZ-PEM-LIM機票；
2、行程中未提及門票及需自理的餐費
3、導遊，司機服務費（接機服務費：USD$2/人/趟；行程：USD$5/人/天，兒童/
占座嬰兒按成人標準支付）
4、如遇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或事件發生時所產生的額外費用。不可預見或無法避
免的情況或事件包括私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爭威脅，暴亂，內亂，
恐怖主義活動/實際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天氣環境等等。如遇航班
延誤或取消等原因造成的延誤或更改參團，請盡快聯系報名旅行社或當地緊急聯系人，
以便及時趕上團隊，所產生的機票損失及交通費用，請由客人自行承擔。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五晚4星標準酒店住宿   2、專業旅遊用車    3、中文導遊
4、利馬老城區/馬爾多納多/庫斯科/馬丘比丘 當地導遊   5、行程中所包含餐食及所列明包含之門票
費用不含：
1、國際機票及秘魯內陸LIM-CUZ-PEM-LIM機票；
2、行程中未提及門票及需自理的餐費
3、導遊，司機服務費（接機服務費：USD$2/人/趟；行程：USD$5/人/天，兒童/
占座嬰兒按成人標準支付）
4、如遇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或事件發生時所產生的額外費用。不可預見或無法避
免的情況或事件包括私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爭威脅，暴亂，內亂，
恐怖主義活動/實際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天氣環境等等。如遇航班
延誤或取消等原因造成的延誤或更改參團，請盡快聯系報名旅行社或當地緊急聯系人，
以便及時趕上團隊，所產生的機票損失及交通費用，請由客人自行承擔。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
景點門票費用退還，報名團費不退；  
2、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3、取消條款如下：
a.出發前45天及以上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US$200/人費用； 
b. 出發前30-44天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團費50%/人的費用；
C.出發前20-29前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團費70%/人的費用
d. 出發前19天內（含第19天）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團費 100%的費用



城市 當地4星標準及特色酒店

利馬

庫斯科

多爾多納多

利馬觀花區Innside或四星同級

庫斯科華美達酒店或四星同級

Ecoamazonia Lodge特色森林度假酒店或同級

Day1 家園 — 利馬 
Arrive Lima

Day2 利馬 — 庫斯科 
Lima - Cusco

參考航班：LA2123  LIMCUZ 0907 1030（未含）
早餐後由英文導遊送機飛往庫斯科，到達後中文導遊接
機（必須11點前抵達之航班），前往參觀印加帝國時期
的重要之軍事要塞-薩克薩瓦曼(Sacsayhuaman)（含門
票）：壹座印加的石墻建築，海拔為3701米。和其他印
加石頭建築壹樣，如何建成依舊是謎。很多石頭中間連
壹張紙都難以插入。遺址的局部在庫斯科毀滅性地震中
得以幸存，成為旅遊及秘魯節慶的重要地點。
隨後前往聖水殿(TamboMachay)（含門票）：據傳說古
代印加帝國在外打仗、防禦的將領率領士兵回都拜見國
王，經過這裏，都要先沐浴壹番，清爽幹凈地覲見。如
今也有許多遊客不遠萬裏，驅車到庫斯科城外的聖水殿
洗洗手，沾壹沾聖水的靈氣。回到武器廣場，自行進行
午餐（自理）。
下午步行參觀老城區。前往“世界的中心”武器廣場
(Plaza De Armas)：進入建築在印加王宮殿上的天主教
大教堂(Cusco Cathedral)（含門票）、庫斯科最美的耶
穌會教堂(Igles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外觀）、昔
日用黃金覆蓋的太陽神殿(Coricancha)（含門票），和
體現印加人高超建築技巧的十二邊石(Twelve-angled 
stone)。
行程結束後，入住酒店休息。
備註:庫斯科及馬丘比丘為高原地區，海拔在2800－
3200米左右。抵達庫斯科地區後，請保證充分的睡眠；
在下機前可食少量糖果；到酒店可飲古卡葉茶；壹切動
作放慢；不可飲酒及過飽飲食；及避免太熱水洗澡。機
場及各大酒店均備有氧氣供高山癥狀嚴重者使用。
*此日用午餐時間會比較晚，請客人做好準備。
餐食：酒店早餐
酒店：庫斯科4星酒店

Day3 庫斯科 — 馬丘比丘 — 庫斯科 
Cusco-Machu Picchu-Cusco

早餐後乘車前往火車站，等候號稱“南美最有名路線”
的觀光火車（Expedition），前往馬丘比丘山下的溫泉
鎮(Aguas Caliente)(約3小時）（含火車票）。到達後
乘巴士上山（約20分鐘），來到世界新七大奇跡之壹
：“失落的印加帝國遺址”—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含門票）進行觀光。馬丘比丘的印加語意為
“古老的山峰”，坐落於海拔2400公尺的群山峻嶺之
中、懸崖絕壁之頂。古城分為數個區域：廟宇區、祭
祀區、住宅區、墓園區、梯園等，充分體現了年印加
帝國當年的盛世輝煌。1911年7月24日，美國考古學
家意外地發現了這個神秘山城遺跡，才揭開了它的面
紗。已於1983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評選為世界自然
與文化雙遺產。
午餐後（自理），我們將在溫泉鎮的印加市場(Inka 
Market)自由活動。隨後搭乘火車返回Poroy車站後,乘車
返回庫斯科並送至酒店，進行晚餐（自理）和休息。
備註：這天行程時間需根據夠買的火車票再確認。實
際行程以出團通知為準。
溫馨提示：馬丘比丘相對海拔較低，在2430米左右，請
勿擔心高反。但今日行程時間較長，請適當補充體力。
餐食：酒店早餐
酒店：庫斯科4星酒店

早晨抵達秘魯首都 — 利馬LIM，開啟難忘的旅程。
中文導遊舉牌接機。相近航班前後抵達的遊客請耐心
等候。 (建議預訂早晨08：00點前到達航班)
溫馨安排：淩晨抵達的客人贈送額外接機及酒店，早
上8點至8點半酒店集合會合團隊開始行程。
09：00開始遊覽利馬這座“王者之城”。到達為了紀
念秘魯獨立100周年而建立的聖馬丁廣場(Plaza San 
Martín)及廣場周圍以以另壹位南美解放運動英雄玻
利瓦爾名字命名的玻利瓦爾酒店(Gran Hotel Bolivar 
Lima)（外觀）。隨後，經過老城區的商業步行街
(Jirón de la Unión)，到達聯合國評選的世界文化遺產
武器廣場(Main Square of Lima)：觀賞廣場中心的南
美首座青銅噴泉、西班牙侵略者皮薩羅被暗殺之地 — 
秘魯總統府(Government Palace of Peru)（外觀）、
皮薩羅葬身之地 — 利馬天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Lima)（外觀）、和被稱為“世界上最貴陽臺“的主
教宮外木制陽臺（外觀）。前往聖弗朗西斯科修道院
（入內），它是利馬歷史中心的壹部分，1991年被列
為世界遺產。它的圖書館和地下墓穴非常著名。
了解印加帝國的輝煌歷史及被西班牙占領前後的變
化。11點45分左右觀看持續了200年的總統府換崗
儀式。遊覽完利馬古城後，由司機送往著名的娛樂
中心 --長海娛樂城(Larcomar)，您可自由午餐（自
理）、休息或購物。
下午可選擇參加【當地自選半日遊專案：US$59pp
（2人起）】
自選半日遊行程14：00 – 19：00：
利馬以其數不盡數的博物館而聞名。其中最出名莫過
於拉爾科博物館(Larco Museum)（含門票），其珍藏
的五萬多件藝術品，充分展現秘魯4000多年的歷史。
參觀海濱景點：世界十大未解之謎“納斯卡大地畫”
的重現--地畫公園(María Reiche Miraflores Park)、利
馬求婚成功率最高的愛情公園(Park of Love)和延伸到
海中的藍色海玫瑰餐廳(La Rosa Náutica)（外觀）。
到當地著名的印加手工藝術品市場(Inka Market)購物
和休息。送至酒店休息（晚餐自理）。
*不選擇下午自選行程的客人，當天遊覽在Larcomar結
束，可自行返回酒店步行約20分鐘，出租車約10分鐘。
酒店：利馬4星酒店

參考航班：LA2084  PEMLIM 1113 1245（未含）
酒店早餐後，07：30，由中文導遊陪同坐船前往機場（機場代
碼：PEM），約09：30左右到達市區，如時間允許，進行簡單
的城市遊覽（包含）。隨後，根據航班時間（建議預訂下午1點
前出發的航班。）送機返回利馬LIM機場，您可選擇自行轉機返
回美麗的家園，或自由選擇在利馬參加自選專案：US$130/人(2
人起),利馬半天藝術之旅。
自選半日遊行程14：00 – 20：00：
前往利馬最生動的藝術區 – 巴蘭科。巴蘭科 (Barranco) 位於秘魯利馬
大區，是壹個將傳統和時尚、過去與現代完全融為壹體的地區，散
發著別樣的藝術魅力。這個寧靜的地區擁有海灘、公園和迷人的店
鋪。橋上的步道通往俯瞰大海的懸崖。您將經過此藝術區的地標性
景點 – 嘆息橋。傳說壹位富翁的女兒被禁止與她所愛的男人見面，因
為他是壹位清道夫。她傷心欲絕，每位過橋的人都能聽見她在窗邊
的嘆息聲。據說屏住呼吸越過整座橋，所有願望都會實現。
18：00從巴蘭科出發，前往魔法公園，開始您的夜間之旅。
Reserva Park被本地人稱為“水公園”，可以在公園裏邊散步邊
觀賞各種噴泉和植物。19：15左右開始魔法噴泉燈光秀，讓您
大飽眼福。20：00左右，將由中文導遊陪同，送往機場返回家園。
餐食：酒店早餐

Day4 庫斯科 — 馬爾多納多
Cusco-Puerto Maldonado 

參考航班：LA2075 CUZPEM 11:48 – 12：47(未含) 
酒店早餐後，由英文導遊和司機送往機場，飛往亞馬遜上遊的
馬多納多港（建議預訂：下午2點前到達的航班）。這是鄰近
玻利維亞邊境的生態旅遊城市。亞馬遜雨林素有「地球之肺｣
稱號，走進雨林區，只見遮天蔽日的高大熱帶植物，吐納著潮
濕溫暖的空氣。樹叢間蟲鳴鳥語正躁動著，無不散發飽滿的原
始氣息。今晚特別安排入住在亞馬孫河畔，富有當地特色的森
林度假酒店。
抵達馬爾多納多機場後，將由當地及中文導遊迎接您。先乘坐
汽車穿越城市，到達卡皮塔尼亞港 (Puerto Capitanía)登船，並
沿馬德雷德迪奧斯河( Río Bajo Madre de Dios )航行。在航行中,
我們將沈浸在迷人的自然環境中。如果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
到鱷魚、海龜、蒼鷺等動物。下午將由專業導遊帶領您到達凱
曼群島 (Cocha Caimán)，尋找凱曼鱷魚 (caimán negro) 的蹤影。欣
賞亞馬遜壯觀的日落。返回酒店享用美味的晚餐（包含）。
*行程由酒店提供，酒店及行程可根據空房情況變化
餐食：酒店早餐，酒店晚餐
參考酒店：Ecoamazonia Lodge 或同級

Day5 馬爾多納多
Puerto Maldonado

今日的魔法之旅，從亞馬遜天堂的鳥類之歌開始。早餐後徒步到
森林深處。通過專門準備的小船，穿越峽谷和河流。觀察各種動
植物，並最終到達Apu Victor湖(Lago Apu Victor)。這裏有清澈的
湖水，周圍環繞著巨大的沼澤和參天大樹。之後前往亞馬遜河瞭
望臺(Miradore Amazonico)，欣賞河的全景，觀察金剛鸚鵡、大
雁、蒼鷺、鱷魚、海龜等動物。返回酒店午餐（包含）後，在專
業導遊的陪同下，前往位於馬德雷德迪奧斯河的心臟的猴島( Isla 
de los Monos)（包含）。在徒步旅行中，可以找到各種各樣，隱
藏在植物中的猴子、鳥類及其他哺乳動物。在欣賞完令人印象深
刻的日落後，用壹個美好的晚餐（包含）結束壹天的行程。
*行程由酒店提供，酒店及行程可根據空房情況變化
餐食：酒店早餐，酒店午餐，酒店晚餐
參考酒店：Ecoamazonia Lodge 或同級

Day6 馬爾多納多 — 利馬
Puerto Maldonado-Lima

自選項目價格（2人起）【如出團前預付，特享9折優惠】

利馬 新城區 半日遊覽 59美元/人
藝術之旅 半日遊覽 130美元/人

貨幣單位：USD/位

雙人間或三人間

單房差SGL

440

備註：
1、8歲以下不占床兒童，價格為成人90%，8歲以下占床及以
上的按成人價格；
2、若客人提前壹天到達，可代訂前壹晚利馬酒店（酒店價格：
USD120/晚/雙人房，含早餐，USD160/晚/三人房，含早餐）
3、如不在免費接機範圍內的額外接機費用：1-4人：
US$170/車，5-10人：US$210/車；10人以上 US$35/人/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