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天/19天【南美洲】秘魯 (那斯卡圖案)˙智利 (復活節島)˙
印加帝國 (天空之城˙馬珠比珠) (天空之湖˙的的喀喀湖) 探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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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安排：
選乘「荷蘭皇家航空」並刻意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乘機飛往
秘魯 ─ 利瑪，抵步後隨即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馬珠比珠古城

PERU

Machu Picchu

行程遍遊 :
秘魯 ─ 利瑪，那斯卡，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古茲高 (天空之城 ∙ 馬珠比珠古城)，印加古城 ，
普諾 (天空之湖 ∙ 的的喀喀湖)。
智利 ─ 聖地牙哥，復活節島
夷異所思 ∙ 天空之城 ∙ 踏足神秘「馬珠比珠古城」「世界七大奇蹟」尋找印加帝國失落的古文明與智慧。
外星遺蹟 ∙ 不可思議 ∙ 「秘魯」NAZCA LINES那斯卡，探討印加文化，匪夷莫測巨形鳥獸圖案。
大自然奧秘

: 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 ─ 海豹、紅鶴、白鵜鶘 ─ 動物和鳥類的天堂。

悉心安排
:
住宿印加河谷渡假村，讓團友慢慢適應高原的氣候，盡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世外桃源的河谷
風景。
【印加古城】

: 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 ─ 深入體會及了解印加人耕種的智慧。

人生難得 ∙ 乘搭【安第斯專列火車】由古茲高開出，穿越平原，湖泊及安第斯山脈前往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 的的喀喀湖
南美最大及最高的湖泊，當地烏羅族人所居住生活的浮島及船，均以蘆葦草編織而成，大開眼界。
單人房優惠
:
凡出發前60天報名，於出發時仍未能安排同房者，客人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之半價，其餘額由金怡付。
(遲報名者客人需繳付全數單人房，故請早報名為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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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19天【南美洲】
秘魯 (那斯卡圖案)˙智利 (復活節島)˙
印加帝國 (天空之城˙馬珠比珠)
(天空之湖˙的的喀喀湖) 探秘之旅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下午由金怡假期職員協助辦理登機手機後，由華
籍領隊陪同乘搭荷蘭航空經歐洲轉機往秘魯。晚上抵
達乘酒店專車往機場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自理
住宿：Mercure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荷蘭)  利瑪 (秘魯)
AMSTERDAM  LIMA (PERU)
早上乘航機前往秘魯–利瑪。秘魯是曾經縱橫南美洲
之印加帝國的中心，這個神秘古國所留下的遺蹟至今
仍令遊客讚嘆不已。所以旅遊界譽之為「南美洲最具
觀光價值的國家」。利瑪人口逾六百萬，位於太平洋
沿岸的中央部份，氣候四季如春，夏季氣溫不高於
38℃，冬季最低亦逾13℃。抵達後前往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航機上
當地餐館
住宿：The Westin Lima Hotel 或 Hilton 或同級

第三天
利瑪～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
LIMA～PARACAS NATIONAL RESERVE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Double Tree Resort by Hilton 或同級

第四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那斯卡神秘大圖案 (不須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餐後，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 觀賞這世界
知名之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沿著礁石岸邊和海
島上聚集著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在陸上走動，有
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類資源豐富，吸
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紛紛遷徙到此，
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乃可遇不可 (觀賞
海洋動物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
，此遊船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
光飛機分別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
納斯卡地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
，並吸引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
者們更花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
有傳聞說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
知他們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灌溉
系統。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
，至今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
於距離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
神秘線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
，感受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
題，而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
之費用)。繼乘車往利瑪。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The Westin Lima Hotel 或 Hilton 或同級

第五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沿汎美高速公路前往南部城市巴拉卡斯
自然保護區。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位於利瑪南部247
公里，坐落在伊卡省境內，面積有33萬公頃，是秘
魯太平洋海岸著名旅遊區。沿途經過棉花種植園，葡
萄園。來到這片美麗土地的遊客無不為這裡豐富的動
植物資源嘆為觀止。同時亦是水上運動、沖浪和滑翔
的理想地點。黃昏時份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日落美景，
以及傍晚時天空中絢麗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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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乘航機往古茲高。古茲高古都位於利瑪市以南
1168公里，海拔3430公尺之高原上，曾經是顯赫一
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於16世紀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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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建築幾全被破
壞。抵達後午餐，繼乘車往印加河谷(需時約2小時)
，流水沿著湍急的烏魯班巴河流域，經過不少梯田及
村莊，沿途欣賞美麗河谷風景。沿途經過印加古城
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村莊，以捕魚及農耕，
著名的武器廣場，每逢週日變成熱鬧的市集，遊人熙
來攘往，可以自由選購不同手工藝品，如紡織品、樂
器、陶器、銀器。抵達印加古城Ollantaytambo，此
座堡壘依山而建，以花崗岩為建材，建築以弧形及梯
田形式，整座堡壘有廣場、神廟、澡堂及軍事設施等
。從山谷開鑿而來，外型好像一座劇院，堪稱鬼斧神
工。遊畢往住宿度假村。(金怡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
村，讓團友慢慢適應高原的氣候，盡量減輕對高原不
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探索古文明的
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Aranwa Sacred Valley 或同級

第六天
印加河谷～
空中之城 ─ 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Aranwa Sacred Valley 或同級

第七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早餐後，前往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這裡位於海拔
2800公尺，曾是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有莫蕾梯
田，這些梯田建造出圓形階梯一樣，在這裡培植出不
同品種的馬鈴薯和玉米，可感受古印加人耕種的智慧
，繼往馬拉斯鹽田，這裡由古至今世代相傳，用天然
方法制鹽。繼乘車回古茲高。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Palacio Del Inka Luxury Collection 或同級

第八天
古茲高～阿瑪斯廣場～大教堂～
印加帝國城堡 ─ 薩庫沙瓦曼
CUZCO～ARMAS SQUARE～CATHEDRAL～
SACSAYHAMAN

早餐後，乘車遊覽市內古蹟，該城於16世紀中曾遭西
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建築幾全被破壞，
舊城區阿瑪斯廣場、大教堂、聖水神殿等。繼往印加
帝國城堡Sacsayhuaman，觀賞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
之軍事要塞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
地建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
嘆為觀止。餐後自由活動或前往市集購買手工藝品。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Palacio Del Inka Luxury Collection 或同級

第九天
古茲高～安第斯專線火車～的的喀喀湖～普諾
CUZCO～ANDEAN EXPLORER TRAIN～
LAKE TITICACA～PUNO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乘安第斯專線火車Andean
Explorer號前往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早上8
時開出，車程約10小時。沿途經過平原，湖泊，穿越
安第斯山脈壯麗的景觀盡在眼簾。黃昏抵達普諾。普
諾位於秘魯東南面，座落於的的喀喀湖岸邊，的的喀
喀湖位於海拔3820米，是世界最高的通航湖，湖的
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其中有4700平方公里在秘魯
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300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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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澈碧藍的湖水加
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美麗的景色。抵
達後前往酒店。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火車上
酒店
住宿：Libertador Puno 或同級

第十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浮島
PUNO～LAKE TITICACA～UROS ISLAND

早餐後，前往市內觀光，舊城區阿瑪斯廣場，建有玫
瑰花園及石造噴泉，遊人來去如鯽，面對廣場的政府
建築物，擁有全市最美的木造陽台，而大教堂建於西
班牙殖民時代，古典優雅，而最佳之攝影背景是總統
府。午餐品嚐地道海鮮餐，繼後前往Larco Herrera
博物館，館內由當地一位私人收藏家擁有，收藏有4
萬多件秘魯不同時期之珍貴展品，有日常用的瓷器，
服裝及玉器等。完畢自由活動或購物。繼乘車往機場
，乘航機飛往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早餐
酒店

午餐
Rosa Nautica海濱餐廳

晚餐
航機上

由於領隊將與19天團友續往智利復活節島，PE14團
友於第12天晚上由當地導遊送往機場，自行乘航機前
往阿姆斯特丹或巴黎轉機返港。

早餐後，市內觀光，座落在山丘上豎立著白色的印加
皇帝雕像，英姿翊翊一手指向神聖的的喀喀湖，確定
氣勢不凡。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門
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常
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印第
安人的浮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
的生活，例如學校，郵局，小食店及商店都是用蘆葦
所製成。居民還利用蘆葦草建造小船作交通工具及捕
魚之用，遊客更可嘗試乘坐這蘆葦草船泛舟湖上。順
遊普諾市集，可自由選購印第安人手織的冷物及羊毛
製品如：羊毛衣，桌布，披肩及布偶等，圖案及顏色
鮮艷，甚為遊客欣賞。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午餐盒
酒店
住宿：Libertador Puno 或同級

第十一天
普諾 ─ 胡利亞卡  利瑪
PUNO ─ JULIACA  LIMA
早餐後，乘車前往胡卡亞卡機場，乘內陸航機赴利瑪
。抵達後，前往新城區，沿途街道種植樹木，椰林樹
蔭，環境優美，沿著海濱大道是太平洋海岸，在夏季
期間，沿岸之泳灘是游泳的好去處。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中餐館
住宿：The Westin Lima Hotel 或 Hilton 或同級

第十二天
利瑪～市內觀光  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LIMA CITY TOUR  AMSTERDAM OR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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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香港
AMSTERDAM OR PARIS  HONG KONG
航機於下午安抵阿姆斯特丹或巴黎機場，轉乘航機飛
往香港。
早餐
航機上

午餐
航機上

晚餐
航機上

第十四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早餐於航機上，航機於下午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祝君旅途愉快!
註：續往PE19智利復活島團，行程如下：
第十二天
利瑪～市內觀光  聖地牙哥
LIMA CITY TOUR  SANTIAGO
早餐後，前往市內觀光，舊城區阿瑪斯廣場，建有玫
瑰花園及石造噴泉，遊人來去如鯽，面對廣場的政府
建築物，擁有全市最美的木造陽台，而大教堂建於西
班牙殖民時代，古典優雅，而最佳之攝影背景是總統
府。繼往新城區，沿途街道種植樹木，椰林樹蔭，環
境優美，沿著海濱大道是太平洋海岸，在夏季期間，
沿岸之泳灘是游泳的好去處。午餐品嚐地道海鮮餐，
後前往Larco Herrera博物館，館內由當地一位私人
收藏家擁有，收藏有4萬多件秘魯不同時期之珍貴展
品，有日常用的瓷器，服裝及玉器等。完畢自由活動
或購物。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聖地牙哥。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Rosa Nautica海濱餐廳
航機上
住宿：Holiday Inn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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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7-10米，重量從20噸到90噸，最重的竟然達200噸
。有的石像戴着紅帽子。石像都是長臉，長耳，雙目
深凹，削額高鼻，下巴稜角分明，表情充滿自信。形
態獨特。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午餐盒
酒店
住宿：Hanga Roa Eco Village 或同級

早上步行往機場，乘航機飛往復活節島，抵達後乘車
前往酒店。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南太平洋中的弧島
，距離智利海岸3,760公里，面積為118平公里，整個
島長60公里，闊12公里，這座幾乎平坦的三角形火
山島，有拉拉古，阿羅伊卡島三個死火山分於三個角
落。首府漢加洛Hangaroa沿著海岸線。島上豎立著
約500具不知何時及為何設立的巨大石像，島上約
2000人口，多為波里尼西亞系人，但頭髮及膚色仍
有各種不同頻色，人們都樂天親切。島上最早的居民
來自波里尼西亞，島上土壤肥沃，種植甘薯，甘蔗和
香蕉。在18世紀時期，農耕的土地現已荒廢。為數眾
多的巨型石刻 ─ 摩艾石像而聞名於世。Tahai 遺跡
有3具石像站立在海邊，極具考古價值。下午前往亞
虎亞基維Ahu Akivi，此處有7具石像面海並排列方式
，神秘莫測，途經Ahu Tepeu，Puna Pan遺跡，有
不同的石像，其中普卡奧 (Pukau) 一種在復活節島上
的紅色火山渣做的圓柱形雕塑，重量可達12噸。普卡
奧是用來加在摩艾石像的平頭上的，代表着波里尼西
亞族長戴的紅羽毛頭飾。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酒店
酒店
住宿：Hanga Roa Eco Village 或同級

第十四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Akahanga，該處有4具人頭像
，並於附近山丘發現一些船型屋和圓型屋，亦為地質
學家未解之謎。繼往Rano Raraku拉諾拉拉庫，繼往
Ahu Tongariki這裡是島上最大摩艾石像的所在地，
曾經有一座86噸重的石像，座落在此，後因島上發
生戰爭的催殘及海嘯，餘下15具摩艾石像，屹立不倒
。沿海岸線途經不同的考古遺址Anakena，安納根納
位於太平洋海岸擁有白色沙灘，水清沙細，椰林樹蔭
，充滿熱熱帶風情。沿著海岸線有4具帶帽子的Ahu
Naunau摩艾石像，石像全部為半身，大多被整齊地
排列在4米多高的長方形石台上，背向大海。石像高

第十五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往島上西南面，往Rano Kao火山，此
火山口闊1.6公里，深200公尺，內有火山湖，週邀。
野草非常繁茂。島上所有石像之地方並仍遺留三百多
個未完功之石像散放於此。抵達Orongo Village，島
上居民祟拜神，每年春天舉辦傳統節目，以祟拜「鳥
人」石像而聞名，並選出英明的酋長。在山頂的海岸
旁有岩穴的小屋，其中刻有古代的圖畫，如鳥人，創
造之神等，在山崖邊上更可瞭望Motulti、Motu Nui
和 Motu Kao Kao 三個小島。順往參觀 AhuVinapu
由兩個殘留的神廟所組成，當中的一些巨大石像 ─
Moais在一些部落之戰被受蓄意破壞，儘管如此，仍
非常具可觀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放置巨大石像的石台
設計是與南美洲古茲高的印加圍牆非常類似，就是大
石之間之切口和縫合非常完美，所以有些歷史學家更
認為復活節島的人根源於南美人種。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酒店
酒店
住宿：Hanga Roa Eco Village 或同級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聖地牙哥
Easter Island  Santiago
早餐後，自由活動。乘下午航機前往聖地牙哥，抵達
後，步行至機場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當地餐館
住宿：Holiday Inn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七天
聖地牙哥  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Santiago  Amsterdam or Paris
早餐後，乘車市內觀光，順遊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
西班牙殖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
等。登上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
斯山脈連綿的山峰。餐後前往機場，乘航機飛往巴黎
或阿姆斯特丹轉機返港。
早餐
酒店

午餐
皇帝蟹海鮮餐

晚餐
航機上
28

PE14/PE19

第十八天
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香港
Amsterdam or Paris  Hong Kong
航機於下午安抵巴黎或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在候機
室等候，轉乘航機返香港。
早餐
航機上

午餐
航機上

第十九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下午航機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晚餐
航機上

祝君旅途愉快!

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14天HK$2240，19
天HK$3040。 ( 包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
員)
香港旅遊業議會 (TIC) 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
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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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凡單人或單數 (如3人) 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單
人房附加費。凡單人房附加費均不包括住宿於火車或
船上。
12歲以下兒童與父母同房(不佔床)按成人價減
HK$2000。
旺季出發，將有附加費，請報名時查詢。責任問題，
請參閱金怡假期小冊子為準。
凡報名後如退出，於出發前50天通知，必須扣除全
數訂金(有別於金怡其它旅行團之扣款形式)，團友不
得爭拗。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
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
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
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