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魯 
13天 秘魯   印加帝國太陽祭・馬丘比丘    
(天空之城)・彩虹山脈・納斯卡精華遊         PR13 

 

  
印加帝國太陽祭     ★ 出發日期: 6月16日(只辦一團) ★ 

對印加子民來說，太陽神是至高無上的神祉。太陽提供光與熱，讓農作物能夠生長，並提供生活所需
的光線與能源。於是在每年太陽距離印加帝國最遠，日照時間最短的「六月二十四日」，古印加帝國
都會舉行「太陽祭」，來祈求太陽重返大地。慶典前參與祭典的人員需齋戒、禁生火、禁慾三日，印
加王帶領眾人向太陽神禱告、敬酒之後，便開始獻祭過程。祭典中的高潮，就在一隻白色駱馬成為貢
品，祭司將駱馬的心臟取出，獻給印加人最崇敬的太陽神，以祈求太陽繼續眷顧大地。當然，現今的
祭典早就不會傷到任何動物，而是以演出方式完成古時候太陽祭的所有過程。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
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PR13 
 

 
行程特點 :  
 

遊訪4個世界文化遺產:  
● 納斯卡線【UNESCO,1944】神秘未解之謎納斯卡線，空中俯瞰欣賞這神秘的線條及圖案。 
● 馬丘比丘【UNESCO, 1983】踏足神秘馬丘比丘「天空之城」， 2007年獲選為「世界新七大
奇蹟，尋找印加帝國失落的古文明與智慧。 

● 庫斯科【UNESCO,1983】 自古是古印加帝國的首都及文化發源地。  
● 利馬－舊城區【UNESCO,1988】 舊城區充滿殖民時期法蘭西斯克·皮澤洛所建設的建築物。 

 
精心安排  
①巴雷斯塔島 : 動物和鳥類的天堂，乘船觀賞海豹、紅鶴及白鵜鶘等。 
②馬拉斯鹽田 : 印加祖先的智慧，利用溫泉水引流至鹽田中，不靠海的山區開闢出依山的鹽田 。 
④乘秘魯著名的觀光火車，特別設計的寬闊窗戶，沿途欣賞著窗外山谷美景。 
③莫蕾梯田：由三個圓形系統組成，每層梯田的溫差可種出不同品種的穀物。 
 
自費參加 : 前往《新》打卡旅遊景點彩虹山脈，挑戰海拔5200公尺高峰夢幻「彩虹山脈」，七彩岩層
堆疊的魔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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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巴黎 (法國) / 多倫多(加拿大) 
Hong Kong Paris (France)/Toronto(Canada) 
下午由領隊協助辦理登機後，乘航機經巴黎 /多倫多轉機
飛往秘魯。 
早餐：—       午餐：—         晚餐：航機上 
住宿：航機上 

 
第二天  
巴黎  / 多倫多 利瑪 (秘魯)  
Paris / Toronto Lima (Peru)  
航班於下午安抵利馬國際機場，辦理入境手續，步行至

機場酒店。 

 
秘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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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被譽為「南美洲最具觀光價值的

國家」。 
早餐：酒店       午餐：航機上       晚餐：酒店 
住宿：Wyndham Costa del Sol Lima Airport 或同級 

 
第三天  
利瑪 ~ 帕拉卡斯自然保護區  
Lima ~ Paracas National Reserve 
早上乘車往帕拉卡斯自然保護區，車程需時4小時。 

 

帕拉卡斯國家保護區：位於利瑪南部247公里，面積有33
萬公頃，是秘魯太平洋海岸著名旅遊區，這裡有豐富的

動植物資源，同時亦是水上運動的理想地點。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餐廳 
住宿：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級 
 
第四天  
巴雷斯塔島 (鳥島) ~ 納斯卡圖案 (世界文化遺產)  
Ballestas Island ~ Nazca Line Tour (UNESCO) 

 
巴雷斯塔島(乘船觀賞)：島上魚類資源豐富，吸引了無數
候鳥、海鳥、紅鶴及白鵜鶘遷徙到此，沿礁石岸邊和海

島上有時更聚集不少罕見的海獅及海豹。 
(觀賞海洋動物屬自然現象，無法保證一定看到。如當日
天氣惡劣，遊船節目可能會取消。) 
 
下午乘車前往機場，再乘觀光飛機分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

中鳥瞰旅程。

 
納斯卡線條鳥瞰旅程：納斯卡地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
發現後，吸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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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聞指是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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瀼溉系統。但究竟它們

是誰人繪畫及何時繪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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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其神秘之鬼斧神工。 
(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導致納斯卡行程取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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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退回有關費用)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餐廳 
住宿：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級  
 
第五天  
帕拉卡斯~利瑪 ~市內觀光 ~主廣場~巧克力博物館~
聖多明哥修道院 
 Paracas ~Lima ~ City Tour ~ Main Square~ 
Chocolate Museum~Convent of Santo 
Domingo 

 
利瑪市內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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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總

統府及大教堂，而大教堂建於西班牙殖民時代，建築古

典優雅。 

 
巧克力博物館 : 利馬是巧克力的故鄉，參觀巧克力製 
作過程，享受秘魯可可的絕妙體驗。 
 

 
聖多明哥修道院 : 聖多明哥修道院是秘魯首都利馬最大
的修道院，始建於16 世紀，擁有南美洲最早的聖馬可斯
大學，供奉聖羅莎修女遺骨。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餐廳 
住宿：Hyatt Centric San Isidro 或同級  
 
第六天  
利瑪 庫斯科~琴切羅城鎮~馬拉斯鹽田 
~印加河谷 

Lima Cusco~Chinchero~Maras Salt Mines 
~ Sacred Valley 

 
琴切羅城鎮 : 城鎮居民以保留傳統的安第斯編織技術而
聞名。當地居民穿著五顏六色的傳統服裝，鎮內市場售

賣當地居民的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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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斯鹽田 : 近4500塊漸變色的鹽田，層層疊疊覆蓋了
印加聖谷的半座山。因地質因素，週邊湧出溫泉水含高

鹽分，再透過引流至鹽田中，透過日曬蒸發留下鹽晶。

由於瑪拉斯鹽田含有天然礦物質且顏色品種不一。 

 

莫蕾梯田 : 由三個圓形系統組成。遠處望去，可以看到
一層層的梯田，運用地形與灌溉技術，使梯田的最高層

至最底層的溫差不同，種植出不同品種的農作物。所以

莫蕾梯田又被視為印加古代農作實驗室，充份體現出印

加民族的智慧。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Aranwa Sacred Valley Hotel或同級 
 
第七天  
阿瓜斯卡連特斯鎮 (乘著名的觀光火車) ~ 
馬丘比丘 (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瓦萊聖格拉德 
Aguas Calientes (Train)~ Machu Picchu 
(Unesco )~Valle Sagrado 
早上乘車往火車站乘著名觀光火車前往阿瓜斯卡連特斯
鎮(又名熱水鎮) 。 

 
乘秘魯著名的觀光火車，火車特別設計的寬闊窗戶，沿途 
欣賞著窗外山谷美景。 
 
火車抵達熱水鎮，轉成觀光巴士登上馬丘比丘古城遺址。 

 

馬丘比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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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不同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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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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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及文化雙重遺
產，並在2007年當選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餐廳 
住宿：Aranwa Sacred Valley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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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印加河谷~庫斯科～ 安第斯巴洛克之路 (這是對殖民
時期標誌性教堂的遊覽 : 包括Chapel of the 
Purified Virgin of Canincunca 教堂～San Juan 
Bautista de Huaro教堂~San Pedro Aposto教堂)
~蒂普頓 
Sacred Valley~Cusco～Andean Baroque Route 
(Chapel of the Purified Virgin of Canincunca～
San Juan Bautista de Huaro church～ San 
Pedro Apostol Church ~Tipon 

 
Purified Virgin of Canincunca 教堂：巴洛克式教堂建    
於17世紀，位於庫斯科附近Huaro地區印加前重要聚居
地。教堂內牆上的壁畫帶有金色葉子的紡織圖案，安第

斯相關動植物主題的繪畫圖案。  
 

 
San Juan Bautista de Huaro教堂 : 這裡欣賞其美麗的      
殖民藝術。 

 

San Pedro Apostol 教堂：這座教堂建於1610年，是一
幢美麗的石頭建築，壁畫名為“洗禮”基督”。在其內部展
示的畫布結合了流行藝術和具有安第斯特色的巴洛克風

格。被稱為“美國西斯廷教堂”。 

 

蒂蓬：位於海拔3400米，是一座15世紀初期的龐大印加
建築，該綜合大樓佔地239公頃。它由寬闊的農業梯田組
成，這些梯田由天然泉水的水道網絡灌溉。另外亦有倉

庫、活動廣場及祭祀「土地神」的祭壇站等等。 
早餐：酒店       午餐：午餐盒      晚餐：酒店餐廳 
住宿：Novotel Cusco  Hotel或同級 
 
第九天   
庫斯科～印加城寨 (薩庫沙瓦曼城堡) 
 ~ 印加帝國太陽祭盛會 
Cusco ~ Sacsayhaman ~  
Inti Raymi Festival of the Sun  
 
印加城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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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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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國太陽祭：古印加帝國的克丘亞人祖先是崇拜太
陽，每年的6月24日，克丘亞人在古茲高印加遺址「薩庫
沙瓦曼城堡」舉行慶典，祭奉太陽神，因此也稱為太陽

祭。 
節日期間，婦女們會把大街打掃得很乾淨，寓意驅除邪

魔。在舉行典禮時，有一位男子裝扮成印加首領的模樣

，然後將一壇用玉米釀制的傳統飲品倒在地上，象徵對

「大地母親」的獻禮。當地市民亦會分成不同隊伍，穿

著不同色彩的民族服飾在市區巡遊。 
早餐：酒店       午餐：午餐盒       晚餐：酒店餐廳 
住宿：Novotel Cusco  Hotel或同級 

 
第十天  
庫斯科~自由活動或自費項目(彩虹山脈~紅谷) 
Cusco ~Free Time/Optional Tour  (Rainbow 
Mountain~ Red Valley ) 
是日自由活動或購物。或自費參加前往彩虹山脈。 

 
彩虹山脈：有著最天然的色彩，是典型的丹霞地貌，由
沉積在內陸的紅色岩石經地質變化與水的侵蝕切割所造

成的地質現象，屬於安第斯山脈中維爾卡潘帕山脈的一

部分。 
※凌晨時分準備出發，將乘搭約3小時的小巴前往庫斯科
近郊的小鎮Cusipata，然後乘車前往城鎮- 

Phulawasipata，位於海拔4000多公尺處起步點，到達這
區，將休息一會，預備登上海拔5200公尺的彩虹山脈最
高點，預計4小時的健步行往彩虹山頂。沿路上將可以看
到聚居的羊駝、駱馬與栗鼠等動物，以及壯麗山巒。 
 
※彩虹山區域平均海拔 4800公尺，空氣稀薄，旅客需注  
意高山反應，因此旅客務必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

宜參加此類活動。參加者需沿途調整個人的步伐。 
早餐：酒店       午餐：午餐盒      晚餐：酒店餐廳 
住宿：Novotel Cusco  Hotel或同級 
 
第十一天  

庫斯科 利馬 ~市內觀光 ~ Larco Herrera 博物館 
阿姆斯特丹(荷蘭) /多倫多 

Cuzco  Lima ~ City Tour ~ Larco Herrera 
Museum~ Love Park  
Lima Amsterdam / Toronto 

 
Larco Herrera 博物館：博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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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用的瓷器、服裝及玉器等。 

 

愛情公園：位於利馬的海邊一處以愛情為主題的公園，公園
裡有雕塑為一對情侶相擁熱吻和用碎瓷磚製作的愛情長椅，

鮮艷的色調和甜蜜的詩句，為熱戀中的人們表達愛意提供了

更好的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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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機場，乘搭航機經阿姆斯特丹/多倫多轉機返
港。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航機上 

 
第十二天  
阿姆斯特丹(荷蘭) /多倫多 香港 
Amsterdam / Toronto Hong Kong 
 
第十三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機安抵香港機場。 
 

註 :  

-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所 

列之城市酒店，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

茶會時通知或由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 

- 行程中有部份景點，如博物館、主題公園、纜車、觀光 

遊船、快艇等，如遇事故、政局、節日、休息、關閉維

修，天氣問題或行程延誤等而不能前往，則此節目取消

，若涉有入場費，則退回有關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

，則無款退。 

- 團費不包括酒店服務生行李費，餐桌小費。 

-行程表所列之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

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按當地情況有所調

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 香港政府旅遊警示於2009年10月20日起生效，欲取到 

訪地區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請瀏覽保安處網頁

(www.sb.gov.hk/ch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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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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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
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