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 智利(巴塔哥尼亞
智利 巴塔哥尼亞)
巴塔哥尼亞 秘魯(印加古道
秘魯 印加古道 馬丘比丘)健行探索
馬丘比丘 健行探索 17 天

出發日期： 不定期辦理
費用：

每位 $
元(現金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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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美國簽證費用)
訂金：

每位 $30,000 元需於出團 2 個月前繳交

活動等級： A 級適合一般大眾
日 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 MH94 2115 / 1705 洛杉磯 LA2605 2010 / 0745+1 利馬
上午搭機飛往洛杉磯，因時差同日下午抵達洛杉磯，辦理入境手續後，轉機飛秘魯。

第二天

利馬 TA55 1055 / 1630 聖地牙哥
清晨抵達再轉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於下午抵達，入境後接往飯店休息。

第三天

聖地牙哥
上午休息，下午市區觀光：包括中央廣場、Santa Lucia 山丘、聖基督嶺等地方，
晚上前往機場。

第四天

第五天

聖地牙哥 LA097 0120 / 0445 Punta Arenas — Chileno 山屋(9km3hr)
山屋
清晨搭機往南部百內國家公園門戶 Punta Arenas，搭車 3 小時到 Puerto Natales
再轉車 2 小時到百內國家公園，步行約 9km3hr 抵 Chileno 山屋。
PS：百內國家公園(世界遺產)，W 路線健行，全程約 77 公里。
住宿：Chileno 山屋。(8 人一室)
Chileno 山屋 — 百內角(來回
百內角 來回 9km4hr) — Los Cuenos 百內塔山屋
(14km7hr)
上午前往百內公園最美的谷地百內角(Los Torres)觀賞百內塔，下午沿
Nordenskjold 湖前往 Los Cuenos 山屋。
住宿：Los Cuenos 山屋。(8 人一室)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Los Cuenos 山屋—
—法國谷地(來回
—
山屋—義大利營地(8km3hr)—
義大利營地
法國谷地 來回 10km5hr)—
Paine Grande 山屋(8km3hr)
山屋
上午經過義大利營地、來回法國谷地，欣賞冰河峽谷美景，再到 Paine Grande 山
屋。
住宿：Paine Grande 山屋。(8 人一室)
Paine Grande 山屋—
—Paine Grande 山
山屋—Grey 冰河(來回
冰河 來回 20km10hr)—
屋—Puerto Natales
上午沿 Grey 湖到 Grey 冰河欣賞美景，再回到 Paine Grande 山屋。搭船經 Pehoe
湖，轉車到那塔雷斯港(Puerto Natales)過夜。
那塔雷斯港—
那塔雷斯港—Punta Arenas LA990 1805 / 2135 聖地牙哥
上午搭車往 Punta Arenas。抵達後簡單市區觀光，並搭機回聖地牙哥。

第九天

聖地牙哥 TA020 0735 / 0920 利馬 Lima 2I 1211 1400 / 1510 Cusco
上午搭機經利馬往印加古城 Cusco，市區觀光：中央廣場、印加帝國古街道、印加
博物館、太陽神殿。

第十天

印加古道 Cusco—
—PISKAKUCHO (KM. 82)—
—WAYLLABAMBA
清晨 5 點專車經印加聖谷，前往馬丘比丘鐵路 82 公里印加古道起點。經鐵橋下坡
2 小時抵 Urubamba 峽谷,拜訪 Cusichaca 河旁的 Llaqtapata，然後登上
Cusichaca 谷地到 Wayllabamba 村扎營。健行時間:3.5 小時。

第十一天

第十二天

第十三天

第十四天

印加古道 WAYLLABAMBA—
—PAKASMAYU
今天攀登到 Llullucha 谷地，並經急流及森林抵達安第斯高草原地，來到 4200 公
尺高的第一個隘口 Warmiwañusca 欣賞步道美景、雪峰及 Huayanay 谷地，繼
續下坡到 Pakasmayu 森林谷地扎營。健行時間:7 小時(路程最艱辛)
印加古道 PAKASMAYU—
—WIÑ
ÑAY WAYNA
今天沿步道上坡到第二隘口 Runkurac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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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花崗岩步道伴隨著豐富
植被，來到 Phuyupatamarca (雲上之鎮)考古區，觀賞令人驚奇的印加石塔迷宮、
噴泉等，接著長下坡到印加古道最大最精緻的 Wiñay Wayna (永遠年輕) 2644m
遺蹟附近扎營。健行時間:7 小時(距離最長)
印加古道 WIÑ
ÑAY WAYNA—
—MACHU PICCHU—
—CUSCO
清晨摸黑行走，經山邊茂盛的霧林，約 3 小時，於破曉時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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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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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出城攻頂 Wayna Picchu.來回約兩小時.。傍晚前滿足的搭車下山到
Aguas Calientes 轉搭火車回 Cusco.。
Cusco/利馬
利馬 Lima LP018 0800/0920
上午搭機回利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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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觀光則以 Miraflores 的綠色海岸 Costa Verde 和南郊 25 公里處的沙漠
印加古城 Pachacamac 為主。
晚餐休息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第十五天

第十六天

利馬 LA600 0105 / 0650 洛杉磯 MH95 2310 / 0610+2 台北
凌晨起飛，上午抵達洛杉磯，專車接往小台北 Monterey park 用餐、購物、休息。
晚上前往機場搭機返國。
洛杉磯-台北
洛杉磯 台北
搭機回台北，於隔日清晨抵達台北。

第十七 天 台北
抵達台北，結束精彩的南美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