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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秘魯印加古道 玻利維亞鹽湖 18 天
印加古道健行、彩虹山、的的喀喀湖、鳥島、那茲卡、衝沙、玻利維亞鹽湖

出發日期： 2020/10/23～11/9 (請於 6 個月前完成報名)
費用：

每位 $ 226,000 元
因應航空票價變動、匯率、原油價格等因素，會於出隊兩個月前最後確認活動費用

費用包含： 山下行前會議、活動小手冊、往返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當地食宿、交通、領
隊小費、保險、行政費用等等。
訂金：

每位 $50,000 元(請於 6 個月前繳交)
印加古道健行部分因當地規定特殊，若是確認報名後取消，恕無法退費或是轉讓他人

活動等級： B 級適合健腳
日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10/23 五

桃園/洛杉磯 BR006 1120/0605+LA2477 1405/0045+1(11/7 抵達)利馬
上午搭機飛往洛杉磯，因時差同日上午抵達洛杉磯，辦理入境手續後，轉機飛秘魯首
都利馬。

第二天
10/24 六

利馬 Lima / Cusco LA2013 0723/0850—Ollantaytambo
清晨抵達利馬機場，入境後再轉機前往印加古城 Cusco3399m，抵達聽取健行規定後
專車前往印加聖谷 Ollantaytambo 休息過夜，此處海拔較低，不會高山反應，也是太
陽神殿所在地，可自行參觀。

第三天
10/25 日

Cusco—Patallacta—Hatunchaca 3300m
6 點半出發，前往馬丘比丘鐵路 82 公里印加古道起點。驗關後經鐵橋下坡 2 小時抵
Urubamba 峽谷,於 Patallacta 午餐，再往 Hatunchaka 村紮營過夜。
健行距離:11 公里。健行時間:4.5 小時。

第四天
10/26 一

Hatunchaca—Warmiwañ usca—Pacaymayo
今天先上坡於 Ayapata 午餐後，朝第一個隘口 Warmiwañ usca (死女人隘口)4200m
前進，於隘口欣賞步道美景、雪峰及 Huayanay 谷地，繼續下坡到 Pacaymayo 森林
谷地 3600m 紮營休息。
健行距離:11.5 公里。健行時間:9 小時。

第五天
10/27 二

Pacaymayo – Runcu Raccay Pass- Sayacmaraca Ruins –
Phuyupatamarca
上午沿步道上坡，先參觀 Runcu Raccay 古蹟，然後到第二隘口 Runcu Raccay
Pass ， 可 觀 賞 Pumasillo 山 脈 的 雪 峰 美 景 。 接 著 下 降 到 危 纍 的 迷 宮 遺 蹟
Sayacmarca(難近之鎮)參觀，然後是花崗岩步道伴隨著豐富植被，來到第三隘口
Phuyupatamarca 紮營休息，此營地風景絕佳，賞雪山、雲海、日落等
健行距離:10.5 公里。健行時間:5.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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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10/28 三

Phuyupatamarca—Machupicchu—熱水鎮
今晨觀看漂亮日出，早餐後陡下 Phuyupatamarca(雲上之鎮)考古區，觀賞令人驚奇
的印加石塔迷宮、噴泉等。然後長下坡到 Intipata 參觀巨大梯田遺址，再去印加古道
最大的 Wiñ ay Wayna (永遠年輕) 2644m 遺蹟參觀、午餐後，經山邊茂盛的霧林，
來到 Intipunku (太陽門)的門檻，在此俯瞰馬丘比丘城，也可以遠跳安地斯山脈。接
著搭巴士下到馬丘比山腳的熱水鎮 Aguas Calientes 住宿。
健行距離:12 公里。健行時間:7 小時。

第七天
10/29 四

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CUSCO
一早搭車進入遺失古城馬丘比丘，參觀王公貴族區、石頭切割工場、神殿區、文天台，
之後越過中央廣場、太陰殿和祭壇石等。中午前滿足的搭車下山到熱水鎮午餐，再轉
搭火車回 Ollantaytambo 轉巴士回 Cusco.

第八天
10/30 五

Cusco
上午徒步市區觀光：中央廣場、印加帝國古街道、印加博物館、太陽神殿。下午自由
活動休息。

第九天
10/31 六

Cusco 彩虹山 Ausangate- Puno 普諾
今日將是一個體力的挑戰行程！ 我們將參觀彩虹山奇景。這個位於 Cusco 南方的高山
有 5100 公尺的高度。清晨 4 點出發，需要搭乘 3 小時的車子路程，抵達山下早餐之
後，再走 3 小時的時間才登頂賞七彩山頭美景，下山午餐後約 3 點前往 Puno，沿安
地斯高原南下，途經海拔 4,335 公尺的最高點 La Raya，及河谷、平原、鄉間小鎮及
山水風光，沿途安地斯山山頭白雪美景，是一趟難得的穿越安地山之旅。約 8 點抵達
湖畔 Puno 市。
的的喀喀湖 -利馬 LA2092 1955/2129
08:00AM 一早，領隊需和導遊前往玻利維亞辦事處遞交客人申請玻簽文件
10:00AM 早上 UROS 半日遊行程
【的的喀喀湖】Lego Titicaca。此湖面積 8,290 平方公里(約台灣的 1/4)，是南美最
大的淡水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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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安排乘船至烏洛族 Uro 居住的蘆葦浮島
上，體驗其生活景象，了解他們是如何利用蘆葦來建造他們的房子和船，如何在蘆葦
浮島上生活，這是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沒有現代化的電力系統及瓦斯設備。下午至
PUNO 城市觀光並親自領取玻利維亞簽證，傍晚搭乘飛機返回利馬。
利馬- ICA-帕拉卡斯 Paracas(鳥島、那茲卡)
清晨沿美洲大道南下 ICA，乘船前往鳥島參觀成千的海鳥生態，海面還有海獅、海豹
作伴。下午體驗吉普車衝沙及滑沙，瓦卡奇納 Huacachina 綠洲 (Huacachina)是圍
繞一個小的天然湖泊沙漠。所謂的“綠洲的美國”。 並也因為滑沙的活動+特殊景觀，
吸引許多旅客前往。
帕拉卡斯 Paracas-利馬 Lima-LA PAZ
AV7390 2225/0125+1 or LA2400 0025/0324
早上乘坐小飛機觀看那茲卡線奇蹟，納斯卡線條位於秘魯的納斯卡沙漠。學者認為，
於 200 BCE- 700 CE 納斯卡文化創造了納斯卡線。數以百計的個別形狀; 從複雜到
簡單的線條風格，像是蜂鳥，蜘蛛，猴子，魚，鯊魚，羊駝，和蜥蜴。晚餐後搭車前
往機場，搭乘航班前往 la paz，半夜抵達 la paz 後前往旅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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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
11/1 日

第十一天
11/2 一

第十二天
11/3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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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11/4 三

第十四天
11/5 四

第十五天
11/6 五

LA PAZ
今天，la paz 的城市觀光遊中您將探索這座城市最重要的景點，如 16 世紀的 San
Francisco 教堂，大教堂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標。之後我們將走在哈恩街（Calle Jáen）
並欣賞兩旁的建築物，然後會來到城市主要廣場 Plaza Murillo，深入了解拉巴斯的殖
民歷史。之後我們會來到 la paz 最有特色的巫婆市場（Witches Market）見證當地
的安第斯傳統及習俗，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傳統療法和異國草藥藥水。接著我們會搭車
前往 la paz 城周邊，看看這個國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奇觀之一: 月亮谷（Valle de
la Luna），就像月球般的景觀，之後我們也會將搭乘城市的覽車，俯瞰整個 la paz
城。
LA PAZ-烏尤尼 UYUNI Z8322 0945/1055 or OB302 0840/0940
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境內航班前往烏尤尼 UYUNI 參觀。
烏尤尼鹽湖成立於 1890 年並在當時只作為一個貿易站。該鎮人口約 10,460 人，座
落於海拔海拔 3700 米。由於水的供應不足及水質鹽味重使得該地區的的農業不興盛。
今天，鎮上的主要收入來自鹽湖的觀光收入
首先，您將參觀 Trains Cemetery，您將看到各式各樣老舊和生鏽的蒸汽火車。它曾
經是一個繁華的鐵路樞紐連接玻利維亞的各大礦山。但礦山最終乾涸，列車也停止運
行。之後，將前往 Colchani，這是進入鹽湖前的一個城鎮，是唯一至今取用烏尤尼的
鹽來製鹽。在這您將了解製鹽的過程。
** 如在雨季，行程將會隨著天氣因素而做調整。
烏尤尼 UYUNI-LA PAZ
Z8319 2145/2230 or Z8305 1520/1610 or OB315 2040/2140
早上參觀 Fish island " Inkawasi"，位於在遠離烏尤尼 102 公里的中心。這是一個
真正的綠洲，這是一個充滿藻類及化石地層的低海拔島嶼。 它的特點是覆蓋成千上萬
的巨型柱狀仙人掌，有些約一百多歲並且有些高度超過 12 米。您可在島嶼的高點，俯
瞰整個鹽湖景色。下午到圖努帕火山腳下的小村莊 Coquesa，參觀木乃伊博物館。由
於玻利維亞高原的氣候是寒冷而乾燥,所以這裡展出的木乃伊,雖是公元 700 年至今，
卻被保存得頗完好。晚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境內航班返回 la paz。
** 如在雨季，行程將會隨著天氣因素而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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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天
11/7 六

LA PAZ-利馬 Lima AV7391 0755/0905 or LA2401 0439/0530
清晨前往機場搭機飛回利馬，市區觀光將拜訪市中心的古城區,參訪的景點包括:聖馬路
丁廣場 Plaza San Martin, 中央廣場 Plaza Armas 及其週邊地帶，大教堂
Catedral, 中國城 Barrio Chino 等地方。晚餐休息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第十七天
11/8 日

利馬 LA2476 0205/0900 洛杉磯/桃園 BR005 1215/1705+1(11/23 抵
達)
凌晨起飛，上午抵達洛杉磯，轉機回台灣。

第十八天
11/9 一

洛杉磯-桃園
班機於下午抵桃園，結束神秘的祕魯之行。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行程中列明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旅遊方式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