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20XA423LA-T

《失落文明》秘魯ｘ智利：南美《失落文明》秘魯ｘ智利：南美2大最夯古文明目的地，馬丘比丘、復活節島摩艾、彩虹山雙國大最夯古文明目的地，馬丘比丘、復活節島摩艾、彩虹山雙國14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20/04/23(四) 列印時間：2019/08/15 18:38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5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237,0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

簽證費： 包ESTA $500

備 註： 1.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說明會資料為準 2.外站參團旅客，售價不含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美國ESTA、機場餐費 3.單人房差$33,000元起 4.成
團人數15+1 費用包含： 1.全程經濟艙團體票 2.美國ESTA 3.領隊、導遊、司機、餐廳、旅館行李小費 4.每人每天1瓶水 5.行程中住宿、交通、餐
食、景點門票 6.履約責任險每人500萬及意外20萬醫療險 7.2011年三月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或敘利亞，需辦傳統美簽(需自費) 費用不含：
1.個人護照 2.居住地至機場接送費 3.床頭小費

 行程特色

ML秘魯智利雙國14日
 

★感謝同業先進抄襲本行程文字內容，好的行程就是值得被模仿★

★★★去過秘魯? 或是比起⾺丘比丘，更想看天空之鏡? >>>> 智利、玻利維亞雙國 請按我前往！★★★

 
★★★中南美洲系列講座，欣講堂熱烈開辦中！>>>> 請按我前往！★★★

2019/07/31 11:45更新

javascript:window.print()
https://travel.liontravel.com/detail?NormGroupID=d8fba8eb-e2cc-47e7-b255-3494b002cb65&Sprima=trs16R3A11&GroupID=19XAD04LA2-T
http://xinforum.xinmedia.com/collection.aspx?classid=74














http://xinforum.xinmedia.com/collection.aspx?classid=74


















 

 

 

★★★中南美洲系列講座，欣講堂熱烈開辦中！>>>> 請按我前往！★★★

★★★去過秘魯? 或是比起⾺丘比丘，更想看天空之鏡? >>>> 智利、玻利維亞雙國 請按我前往！★★★

 

【早⿃‧優惠】

去中南美洲絕非今天決定明天出發，⽽是需要⻑久規劃。為了準備完善、保證服務品質，

所有中南美團都必須盡早確定是否成團，因此建議您提早計劃您的南美旅遊⾏程。

此團除了全程安排中文導遊(復活節島除外)，還包含⼩費(140美⾦)、ESTA(14美⾦)、⾼⼭旅平險(約1000元)、

Wifi分享機、導覽⽿機 等各項貼⼼服務，

還提供給您最多12個⽉的報名優惠選擇，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可享13,000元優惠！

★於出發⽇ 1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10,000元 折扣

★於出發⽇ 8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8,000元 折扣

★於出發⽇ 6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6,000元 折扣

★於出發⽇ 4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4,000元 折扣

★於出發⽇ 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2,000元 折扣

【超‧早⿃‧優惠】

★該團最先報名付訂前五名團員另加碼 3,000元 優惠！！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適⽤於2019全年度出發⽇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僅適⽤全程參團旅客，JOIN旅客與不佔床孩童恕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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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持⽟⼭、國泰世華、台新、台北富邦、花旗、匯豐、澳盛、中國信託、遠東銀⾏等銀⾏信⽤卡，立享3期0利率分期付款，讓您旅遊更easy，輕鬆無負擔。還有5

期、6期、8期可供選擇。詳情請看：銀⾏專區

 行程內容

◆路過參觀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特殊安排-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
間-凡在洛杉磯轉機時間超過6小時，即向每位全程參團之旅客提供餐費USD20

今天，懷著期待及冒險的心情，我們將展開前往南美洲千年古文明探索之旅。

在一切準備就續之後，下午在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出發搭乘班機前往美國洛杉磯機場，轉機飛往南美古國秘魯首都利馬。

餐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利馬老城區已於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今天一早將搭機飛往南美文明古國秘魯，抵達後將帶您前往已被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利馬老城區市區觀光：參觀●軍事廣場 Plaza de Armas、●總統府The
Government Palace、●大教堂the cathedral、◎聖法蘭西斯教堂修道院San Francisco Monastery，這些都是來自當地及舊大陸的工藝師們所協力完成的建
築瑰寶，將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榮華表露無遺。

到了中午，特別為您準備★海景餐廳，一邊欣賞南太平洋風光，一邊享用美味的秘魯料理。

稍後前往於1926年成立的歷史博物館◎Larco Herrera Museum。它原本是一處建於十八世紀的西班牙皇家官邸，而在一千兩百年前，這裡是一座古秘魯文化的
金字塔。館裡收藏了創辦人Rafael Larco Herrera 發掘與購買共約一萬四千件古的秘魯文化考古文物，而除了展出藏品，這裡也是世界上少數開放民眾參觀館藏
保存室的博物館之一。今晚特別安排您在★千年古老金字塔遺跡旁享用美味的秘魯風味餐，體驗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夜晚。

這是一座25公尺高的金字塔，由當地的利馬民族在將近兩千年前建造，是體現當時宗教信仰的建築，整個遺址曾佔地20公頃(如今6公頃)，在當中曾找到大量的木
乃伊及獻祭而犧牲的遺體，如今位於利馬的住宅社區，而在旁邊也建起同名的秘魯料理餐廳。相信在千年金字塔旁用餐的感覺，絕對讓您永生難忘。

秘魯小簡介：

秘魯全稱為秘魯共和國，是南美洲西部的一個國家，北鄰厄瓜多和哥倫比亞，東與巴西和玻利維亞接壤，南接智利，西瀕太平洋，是南美洲國家聯盟的成員國。

秘魯為南美古國，擁有上千年歷史，孕育了美洲最早人類文明之一的小北史前文明，以及前哥倫布時期美洲的最大國家印加帝國﹝版圖還曾包括如今的秘魯、玻利

維亞、厄瓜多、智利北部及阿根廷西北部，甚至伸展至今日之巴西﹞。16世紀，西班牙帝國征服印加帝國，建立秘魯總督區，包含西班牙在南美洲的大部分殖民
地。1821年獨立，定都利馬是總統制議會民主共和國。安第斯山脈縱貫國土南北，西部沿海地區則為乾旱的平原，東部又有亞馬孫盆地的熱帶雨林。
秘魯國土面積為1,285,220平方公里，人口估計為2900萬，民族包括印第安原住民、歐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一些地區通用克丘亞語和
其他方言。各民族文化傳統的融合在藝術、飲食、文學和音樂等領域創造了多元的表達方式。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海景餐廳
晚餐 ：千年古金字塔遺跡餐廳

旅館

Sheraton Lima或同級

-庫斯科海拔3399公尺，因此第一晚住海拔較低的歐蘭塔特波(海拔2,700公尺)，可有效減緩高山反應-庫斯科屬印加西式百年古城，歐蘭塔特波屬山谷小鎮，安排
兩地都住，可體會遊玩兩個完全不同環境的地點

上午搭機前往安地斯山脈上的古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

庫斯科為全世界最高城市之一，也是目前有人居住最古老的全美洲城市。基於其城內及周圍存在大量古蹟、遺址，號稱為”南美羅馬”。整座城市已於1983年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遺產。

午餐後，邀請您前往當地的羊駝養育中心，不只可親手餵飼，還可請專業人員現場解說古老的印加羊駝毛清洗、染色及紡織技術，保證讓您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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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台北 洛杉磯 利馬Lima

第2天
利馬Lima

第3天
利馬Lima 庫斯科Cusco 羊駝養育中心 皮薩科市集Mercado Pisac 歐蘭塔特波Ollantaytambo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act/index.asp#Sprima=def00L2A07


最後，帶您遊玩◎皮薩科Pisac。這是一個古老的印加城鎮，可清楚看到當時用來耕種的梯田遺跡，也可輕易發現西班牙殖民者在印加建築上建立起西方建築的痕
跡。您將可造訪熙來攘往、充滿鮮艷色彩的皮薩科印地安傳統市場，也將有機會購買當地印地安人的許多不同類型之秘魯手工藝品和珠寶首飾。

經過烏魯班巴山谷，今天最終目的地將是歐蘭塔特波。這個印加老城是第九代印加皇帝Pachacútec征服了這個地區之後，建立的城鎮、軍事要塞還有祭典中心。
到了西班牙征服秘魯時期，這個地方也是印加反抗領袖Manco Inca Yupanqui的臨時帝國首都。晚上特別安排入住★安地斯山谷間的小飯店。乾淨、舒服，由群
山環繞的鄉間氣息，花園中牧養著羊駝，絕對是來秘魯高山旅遊絕佳的下榻飯店！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羊駝料理
晚餐 ：飯店內

旅館

Hotel Pakaritampu或同級

-馬丘比丘已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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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丘比丘海拔2400公尺-抵達馬丘比丘後不要
忘記準備幾張明信片並蓋上紀念章-參觀馬丘比丘搭

清晨乘著號稱南美最有名路線的觀光火車，利用火車特別設計的寬闊窗戶欣賞著窗外山谷美景，享受著早餐，在一個半小時之後來到新世界七大奇觀之一，被稱為

「空中城市」、「失落之城」的古印加帝國遺址★馬丘比丘Machu Picchu進行一日的觀光。
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印加語意為”古老的山頭”。此山城位於海拔2400公尺，建於15世紀，位於群山峻嶺， 懸崖絕壁之頂端。古城分為數個區域，有廟宇、住
宅區、墓園、宮殿、梯園等精巧的石造建築等等，充分體現了當年印加帝國的盛事輝煌。西元1911 年7 月24 日，一美國考古學家意外發現這個遺失的神秘山城
遺跡，才揭開了她的一小部份的神秘面紗。

2011年滿發現100週年，至今仍不清楚這些建築用的龐大石塊是如何搬上如此高山，當初建城目的、如何建立、及為何被放棄。因為被視為建築工程完美之作，
已於198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遺產。
今日將安排您在充滿印加氛圍的山城熱水鎮自由午餐，挑選您喜歡的餐廳，喝杯咖啡、逛逛鎮上的古老市集，補齊前一天沒有買到的紀念品。下午您將搭火車返回

歐蘭塔特波(火車會提供下午茶)，而考慮到整天活動的勞累，晚餐將會在飯店內享用。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馬丘比丘旁自助料理餐廳
晚餐 ：飯店內

旅館

Hotel Pakaritampu或同級

-庫斯科全城已於198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庫斯科海拔3399公尺-晚上特別安排入住位於主廣場與太陽神廟旁的飯店，適合您夜晚徒步參觀
市中心夜景

今早離開山間小鎮歐蘭塔特波，搭車返回世界文化遺產庫斯科，並在返回途中特別停留位於海拔3700公尺的庫斯科郊區，占地3900公頃的◎沙塞瓦曼軍事古堡
(Sacsayhuaman）。據說是由印加帝國第十代皇帝圖帕克•印加•尤潘基時期興建，從西元1400年動工，歷時108年才完成。古堡建築工程浩大，技藝高超，雄
偉壯觀，充分顯示了古代印加人的高度智慧和創造才能。如今科學家尚不知道印加人如何搬運如此巨大的石塊，以及如何在不用任何黏著物之下就能完美接合石

塊，時至今日，甚至連刀片都放不進隙縫中。1535年，當西班牙殖民軍攻佔庫斯科城後，這裡曾變成印加軍隊的防線，因此後來殖民軍勝利後，為防止印加人起
義，特地把古堡的城牆石塊拆下，並且搬到室內用於建築及教堂的建造。如今，當年氣勢非凡的城堡已不再，留下的，只是宏偉帝國遺留的城牆地基…
抵達庫斯科後，您將遊覽城內最著名景點，包括◎大教堂La Catedral，建於1559年，是庫斯科最主要的教堂，並且花了近一個世紀才完成，是西班牙殖民時期
的代表建築。內部陳列可觀的庫斯科畫派油畫，融合了歐洲十六、七世紀的主流藝術及當時安地斯人的文化。之後參觀建於印加帝國時的信仰中心「太陽神廟」廢

墟上的◎聖多明哥修道院Convento de Santo Domingo。當初這座神廟由每片重達兩公斤的黃金牆所建成，總共有七百片之多。神廟內有黃金神壇，及許多由
黃金白銀打造、與實體相當的農作物供豐年祭用，但現今僅能看到巨石的建築架構，所有的貴重金屬、寶石，都於西班牙人初到庫斯科時被奪取一空了。

今晚的晚餐將安排在城內有名的秘魯高山料理店，此餐廳同時也安排★民俗表演，讓您邊享用可口菜餚，邊欣賞特色演出。

晚上特別安排入住位於★主廣場與太陽神廟旁的飯店，適合您夜晚徒步參觀市中心夜景。

庫斯科為世界最高城市之一，位於海拔3399公尺之處，為了避免高山反應可:
-出發前兩週開始吃紅景天
-看診請醫生依照個人需求準備高山症藥物
-心情放輕鬆，儘量安靜不多話
-行動放慢，不消耗太多體力
-多喝開水，多吃富含維他命C的水果，避免喝酒
-喝當地特色古柯茶
-避免吃安眠藥，安眠藥會抑制呼吸而缺氧
-經常深呼吸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民俗歌舞表演餐廳自助餐

旅館

第4天
歐蘭塔特波Ollantaytambo 馬丘比丘Machu Picchu 歐蘭塔特波Ollantaytambo

第5天
歐蘭塔特波Ollantaytambo 沙塞瓦曼Sacsayhuaman 庫斯科Cusco



San Agustin Plaza或同級

-彩虹山健行活動為自費活動，如欲參加此自費活動，請於報名付訂時告知業務，費用為3000元/人-除了領隊之外，將會有專業健行導遊為您服務-由於彩虹山脈
位於高海拔處，天候變化極端，無法準確預測，當天所看到的景色將取決於當天氣候

今天可以自由選擇要 自由活動 或是 參加彩虹山健行活動。
若參加彩虹山一日遊健行活動，在天還沒亮時就準備出發，您將搭乘約3小時的小巴前往庫斯科近郊的小鎮Quesiuno，先在此處享用早餐補充體力、使用洗手
間。之後開始預計4小時的健行往★彩虹山頂前進。

一路上將可以看到四處悠閒走動的羊駝，以及周遭的壯麗山巒綿延，前半段的路都算是較平坦的路，高度上並沒有太大的攀升，但由於健行起點已在海拔4000多
公尺處，已接近印加古道的最高點，空氣稀薄，因此務必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來調整步伐，也可咀嚼古柯葉增加每次呼吸的含氧量，減緩高海拔對身體的影響。最

後半小時的路是最明顯的高度攀升，彩虹山脈的山頭近在眼前，在導遊的帶領之下，登上海拔5200公尺的彩虹山脈最高點，俯視安地斯山脈的彩虹印記以及壯觀
美麗的Ausangate谷地。下山相較之下就輕鬆許多，也能夠以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大約2小時半至3小時就可以抵達健行的起點。下山後，在小村落裡享用午餐，
也是慰勞自己成功的完成了秘魯兩大最值得體驗的登山健行路線。

享用完午餐後，乘車返回庫斯科的飯店，稍作休息享用晚餐，讓您早點回飯店休息放鬆，好好補回消耗的體力。

餐食

早餐 ：簡餐
午餐 ：簡餐
晚餐 ：飯店內

旅館

San Agustin Plaza或同級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早上前往庫斯科機場，接著飛往世界最狹長國度：智利。

預計下午抵達首都聖地牙哥後，前往走訪智利歷史的起源點：●聖盧西亞山。這座位於市中心東側，將近70公尺高的小山丘曾是西班牙侵略者為了抵禦原住民而建
的要塞所在位置。如今已找不到當年激烈鬥爭的痕跡，成為了一座寧靜、草木茂盛的綠色公園，當初殘留下的，只有山頂上一座堅固的石造建築遺址，可以讓我們

來想像當初慘烈的激戰。從這邊，可看到聖地牙哥的城市風貌。

今晚，我們為您安排了當地的★特色烤肉餐廳享用晚餐。

智利小簡介：

智利為世界最狹長國度，號稱“絲帶國”，南北長達4329公里，但東西平均寬度僅200公里。北部是沙漠地帶、南部是充滿森林湖泊及冰川的複雜峽灣地勢與島
嶼，東西則是大海和高山相呼應，一側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一側則是連綿的安地斯山脈，這一景象多少會給遊客帶來不可思議的感覺。

智利共和國人口僅一千五百萬，但經濟穩定成長，屬南美洲較為先進國家之一。首都聖地牙哥於1541年由西班牙殖民者Pedro de Valdivia在經過了長期與當地
原住民的鬥爭之後建造，是一座歐洲風格濃厚，擁有650萬人的大都市，位於國家中央部，是廣大的平原地帶。。其最大特色在於城市海拔雖然才550公尺，身後
卻有雄偉、終年積雪的安地斯山脈作為背景，讓人隨意的在這座寧靜、優閒的城市拍照，都能照出景色優美的完美作品。

餐食

早餐 ：早餐餐盒
午餐 ：退餐費自理
晚餐 ：智利烤肉餐聽

旅館

Sheraton Santiago或同級

上午出發前往聖地牙哥郊區的★Concha y Toro酒莊遊覽，這裡是智利最大葡萄酒公司於一百多年前發源之地，也是智利最古老的酒莊之一，更是智利釀酒業中
獲得評分90以上酒款最多的酒廠。產出葡萄酒品種豐富多樣，銷往全世界，知名的紅魔鬼Casillero del Diablo就是這個酒莊的其中一個系列。
午餐特別為您安排位於高級區的★海洋特色主題餐廳，除了享用最新鮮的智利海鮮外，也特地為您加菜-品嘗來自智利南方的帝王蟹！
下午您將遊覽聖地牙哥最有代表性的幾個景點，如以●武器廣場為中心發展的舊市區，周圍盡是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您將可一睹打下江山的●開拓將軍
Valdivia的雕像，矗立在廣場內，以及一一的認識建造於16世紀的●大教堂、●市政廳、建造於1808年的宮殿(如今為國家歷史博物館)、●議會大廈以及●智利最
高法院。另一重要景點是位於憲法及自由廣場中間的●莫內達宮。莫內達西文的意思是錢，而會如此命名是因為最早這裡是國家製造貨幣的地方，但真正讓它出名
的原因是其在1846年成為了總統府並在上世紀70年代由皮諾切特將軍發動政變時，當時總統以此建築做為最後的抵抗堡壘。最終，總統在宮殿內舉槍自盡。總統
府雖然受到轟炸及攻擊，彈痕累累，經過修復，如今已找不到當時慘烈的影子了。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當地料理

第6天
庫斯科Cusco Quesiuno小鎮-彩虹山Cerro Colorado Vinicunca 庫斯科Cusco

第7天
庫斯科Cusco 聖地牙哥Santiago

第8天
聖地牙哥Santiago



旅館

Sheraton Santiago或同級

-復活節島已於199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並在2007年新世界七大奇景票選中名列第八

清晨搭機首先飛往此行程最大亮點之一：距離南美大陸3,500多公里，孤立於南太平洋的神祕島嶼復活節島。
又稱為拉帕努伊島Rapa Nui的復活節島，面積不大只有163平方公里，形狀呈三角形，由三座火山組成。
您將在中午時間抵達復活節島機場並接受當地居民的熱烈歡迎及花環。在簡單認識島上唯一村落安加羅阿後，前往復活節島國家公園。

進入國家公園後，步行片刻就可抵達曾經的●奧龍戈Orongo祭祀中心，眼前碧藍的海面上可看到3座小島，在數百年前，這裡每年在8~9月會舉行鳥人祭典，部落
村長需要爬下斷崖游到對面小島Motu Nui並取回一顆鳥蛋，最先回來的將成為接下來一年的國王。目前遺址中的51個住宅已經被重新修復過，為復活節島最重要
考古遺址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存放於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巨石摩埃就是在1868年從Orongo被英國人強行帶走的。
之後邀請您登上Orongo旁邊的●Rano Kau，此火山擁有島上最大的火山口湖，直徑約1.6公哩，深達11公尺，由蘆葦附蓋了半個湖面，從間隙中可以看到清澈的
湖水，閃耀著神祕光輝，好像要引誘人們走進去一樣。

接著，將帶您前往●Ahu Akivi，欣賞島上唯一面海的七座摩埃像，考古學家認為他們是最初登島的七個探險者。建在遠離海岸的內陸處，距離海岸將近2.5公里，
他們是被最初渡海而來的波利尼西亞人酋長Hotu Matu'a派到復活節島上的先遣偵察隊。這位酋長在原住民的心目中，就是最偉大的王者,也是他們心中最神聖的
神，而這七位則是他們敬佩的勇士。

最後，我們將前往可看到號稱島上夕陽最美景色的●阿胡塔哈伊Ahu Tahai遺址。這裡有1968年由美國考古學家復原的儀式村落遺址，包含五座並排的摩埃，以
及唯一嵌上眼睛的巨石像、石頭圍城的田地、廣場、火葬場，以及部落首領們居住的船型屋。

晚上安排當地著名的★土風舞表演晚餐，以最直接的方式讓您接觸到復活節島文化。身材姣好，穿著原住民服裝的舞者展現著震撼力十足的舞蹈，男舞者孔武有

力，女舞者婀娜多姿曼妙的擺動身體，絕對讓您看的目瞪口呆。建議您早一點休息，因為此趟旅行的另一重點活動，在復活節島看日出，就在明天！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土風舞表演晚餐

旅館

Hotel Otai或同級

-日出是否可看到將取決於當天氣候因素

今天凌晨起床出發，前往全島最適合看日出的地點：東南岸的★阿胡通加里Ahu Tongariki摩埃遺址。
幾百年來，這些巨大摩埃每天都這樣安靜無語的迎接日出，但對於您來說，這將是可紀念一輩子的一刻：站在數座巨石像面前，靜靜的等待著海平面上升起的太陽

射出的光芒從摩埃與摩埃之間透出，灑在這片土地上。如此震撼人心的美景，是會讓人一輩子烙印在心裡的。讓我們用這第一道曙光來開啟今天的復活節島之旅

吧！

Ahu Tongariki為復活節島上最大的巨石像群，一共有15座直立的摩埃。這些雕像的復原工作是1991~1993年由日本團隊援助完成的。當時從日本運來的起重
機，成為了島上唯一的一部，至今都還發揮著巨大作用。另外，還捐助了一億日元的資金用於調查、保存及復原使用。復原前的摩埃與其他地方的一樣，都慘遭原

住民內戰時推倒在路邊臉朝地面，如今它們直立在長達100公尺的阿胡Ahu(祭台)上。
值得注意的是附近還有一尊獨立的摩埃，曾經在1970年代的大阪萬博展上展出過，是全島唯一“出過國”的巨石。在它前面的廣場還散落著有許多雕刻的岩石，訴
說著古代文明的沒落。

沿著沿海的道路，左側可以看到被綠草覆蓋的山丘，這就是●拉諾拉拉庫Rano Raraku。整個山丘是採石及製造摩埃的工廠遺址，所有的巨石像都是使用這裡的凝
灰石及黑曜石雕刻出來的，是如今復活節島聚集最多摩埃的地方，總共有397尊摩埃。
從入口處沿著斜坡攀登，有無數製造到一半的摩埃散落在一旁，有些只完成了臉部，有些已雕刻完成，只差從岩石上挖掘下來就可完工，更有依些被造好並直立起

來，好像處於搬運中但被放棄的狀態，難道真是因為爆發了內戰而突然停止了這裡的活動？彷彿跟著內戰的開始，摩埃也失去了生命…
就在這些石像旁吃完簡餐後，我們將繼續沿著東南海岸走，巨大的岩石被海浪沖刷，呈現出荒涼的景觀。但是乍看像岩石的，其實是倒在路邊，屬於●Ahu
Akahanga阿胡阿卡漢加的13座摩埃，可惜的是考古學家目前尚不知道這些摩埃為何被故意破壞推倒。而這裡另一個有名的原因，還包含了一個傳說：復活節島
的國王Ariki Hotu Matu´a就葬在這裡。
東北部不得不遊覽的是阿納凱納海灘●Playa de Anakena。Anakena是復活節島最重要的海灘，擁有極細的白沙及碧藍的海水，是唯一允許下水游泳的地方，也
是號稱全島最夢幻的地點。傳說這裡曾是國王登陸的地點，並且曾經存在過一個政治及文化中心，專門教導已失傳的古文字rongo rongo，當然，如今已找不到任
何關於此地的遺跡。

除了美景，附近的●Ahu Nau Nau，上面站立著7尊石像。這些摩埃特別之處在於背後擁有精美的古代雕刻，可惜的是目前只有4尊還保存著pukao (頭髮)。
再往下走，您將看到●Ahu Te Pito Kura阿胡泰皮托庫拉。倒臥在一旁的一座高達15公尺，重達90噸的摩埃(號稱全島最大之一)讓這裡看起來非常荒涼，但這裡
的主角是在海邊的一顆表面被打磨得非常光滑的圓石頭。傳說這顆石球是最初到復活節島上的國王從故鄉Hiva希瓦乘小船帶來的，代表著世界的肚臍或中心，並
且因為這顆石頭帶有強大磁場，號稱擁有神秘的力量，傳說只要把額頭貼在石頭上就可以帶來好運。這裡曾經是古代島民的祭祀中心。

晚上，安排在海景特色料理餐廳晚餐。看著太陽從一望無際的南太平洋消失，今天，我們的行程將在此結束。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簡餐餐盒
晚餐 ：海景餐廳

旅館

Hotel Otai或同級

第9天
聖地牙哥Santiago 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

第10天
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



享用過早餐後，今天早上特別安排自由活動時間，您可再到市區逛逛，把寫好的明信片寄出，或買一瓶復活節島酒，並在中午前出發前往機場，準備離開這不可思

議的島嶼。

傍晚抵達聖地牙哥，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準備明天前往機場飛往洛杉磯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Holiday Inn Santiago Airport Terminal或同級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凡在洛杉磯轉機時間超過6小時，即向每位全程參團之旅
客提供餐費USD20

早餐後，出發前往聖地牙哥國際機場，載著滿滿的回憶與成就感，準備踏上返回台灣的漫長旅途。

首先撘乘班機飛往洛杉磯。晚上抵達後，再次辦理登機手續，準備飛往台灣。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凌晨從洛杉磯起飛，經國際換日線，夜宿機上，隔天返回台灣。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今天早上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正式結束充滿冒險、神秘、熱情的南美古文明之旅！相信經過此次旅行，共處了十多天之後，留下的不只是照片，而是滿滿的回憶及

新奇體驗，期待在下次的旅程中再與您相見！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

台灣的家

第11天
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 聖地牙哥Santiago

第12天
聖地牙哥 洛杉磯

第13天
洛杉磯 台北

第14天
台北

 行程備註

1. 本⾏程最低出團⼈數為15⼈以上(含)，最多為35⼈以下(含)，機位數不代表成團⼈數，請旅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訊。

2019/07/31 11:45更新



2. 正確⾏程、航班及旅館依⾏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 外站參團 (Join) 的旅客，售價不含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美國ESTA及洛杉磯機場轉機超過6⼩時發的餐費。

如選擇從洛杉磯參團，團費則按照全程參團費⽤扣除NTD25,000起。

4.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會隨國際油價⽽有所調整。

5. 此⾏程持中華⺠國護照需有以下資料：

A.中華⺠國護照正本 (建議護照效期:返國⽇算起六個⽉以上的效期,簽名勿重覆簽名或塗改)

B.旅客基本資料表

6. 請特別注意：本⾏程係由達⼈領隊或專職達⼈領團，故無⾃然單間(即無法與領隊/或達⼈配房)。

若您為單⼈報名者，最後如團體成⾏且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須另⽀付單⼈房差$30,000元起。

7. 本⾏程不接受湊票或中途脫隊者。

8. 彩虹⼭脈為⾼海拔地區，氣候變化極端，無法準確預測天候狀況，考量旅客的安全，⾏程活動請遵照當天導遊依天氣狀況安排或調整。

9. 報名參團限制規定：

請注意！本⾏程多為⾼⼭地區，具有⾼度體能消耗及產⽣⾼⼭反應可能，⼜⾏⾞路線多有顛簸，當地醫療⽔平不佳等因素，報名本⾏程之旅客，基於⼈⾝安全及風險考

量，應符合下列規定，本公司始受理報名

Ａ：70歲以下：健康狀況良好並具獨立⾏動⼒，且無⼼⾎管、慢性病、呼吸道、骨質疏鬆等疾病、無懷孕或⾏動不便或體適能狀態不佳者

Ｂ：70歲以上或⾏動不便或領有殘障⼿冊者，應有符合A條件之隨⾏親友陪同參團，並在親友協助下可獨立完成本⾏程

C：其餘非上述狀況，⽽經本公司認定有參團⼈⾝或健康風險者，需提供合法醫療院所之旅遊醫學⾨診所開立之適宜參團證明文件

Ｄ：建議應⾃⾏加購旅遊平安險或海外醫療保險

10. 秘魯庫斯科11⽉⾄隔年3⽉為雨季，雖然時間不⻑但有時會下豪雨，曾發⽣過因為氣候原因導致去⾺丘比丘的火⾞無法出發⽽⾏程取消。

如果發⽣因為氣候因素被迫取消⾺丘比丘⼀⽇遊，將無法退票及退費﹝火⾞公司規定﹞，⽽當天⾏程將更改為直接參觀庫斯科市郊景點如﹕﹝將按照當天時間來確定景

點﹞

A.Maras鹽⽥：總共由3000多個5平⽅公尺⼤的鹽洞組成， Maras位於Qaqawiñay⼭的⼀⾯⼭坡上，您將可居⾼臨下俯視鹽⽥，陽光灑在⼀⼤片雪⽩的鹽⽥，更顯晶瑩

閃耀，襯著棕紅的⼟壤、黃⾊的⽯頭與青綠的⼭崗，各種顏⾊都很飽滿。

B.Moray梯⽥：離鹽⽥7公⾥的地⽅有⼀座類似劇場的圓型梯⽥Moray。此梯⽥於1932年發現，專家認為是古印加帝國製造的實驗農場，⽬的⽤來模擬不同的氣候，並

種植各種蔬果。越低的梯⽥溫度越⾼，越⾼的梯⽥則溫度越低，以此印加⼈了解到蔬果適合種植在海拔多⾼的地⽅，對於帝國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巨⼤的貢獻。

C.歐蘭塔特波Ollantaytambo：這個印加老城是第九代印加皇帝Pachacútec征服了這個地區之後，建立的城鎮、軍事要塞還有祭典中⼼。到了⻄班牙征服秘魯時期，

這個地⽅也是印加反抗領袖Manco Inca Yupanqui的臨時帝國⾸都。

Ollantaytambo號稱為⼩⾺丘比丘，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其宏偉的岩⽯建築、切割完整的巨⼤⽯塊所構成的城牆、及⼀直保存⾄今的棋盤式的街道及古老⺠房，號稱全

秘魯唯⼀還有⼈居住的古印加城市。沿著狹窄陡峭的⽯階往⼭上⾛，兩旁盡是廢棄的印加老建築、梯⽥，⼀直到最上層的祭祀中⼼，屆時，整個印加時期最⼤的穀類⽣

產地，號稱為聖⾕Valle Sagrado的⽟米糧倉將可⼀眼望盡。

費⽤包含：

1.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含各地機場稅、燃油費）。

2.美國ESTA旅⾏授權電⼦系統授權許可。

3.全程當地中文導遊接待（復活節島除外）。

4.全程領隊、導遊、司機、餐廳、飯店⾏李⼩費。

5.每⼈每天1瓶⽔。

6.⾏程中所列之各地住宿、交通、餐食、景點⾨票等﹝不含⾃費項⽬﹞。

7.保險：『本⾏程包含旅⾏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

8.特別加保由太孚保險代理⼈提供的「美商安達旅⾏平安險」：【300萬意外險+30萬意外醫療+30萬海外突發疾病住院+3千海外突發疾病(⾨診或急診)(含⾼原反

應)+12項不便險】，詳情請洽業務（僅適⽤全程參團之旅客)。

9.⾏程中所列之各項贈品與加值服務。

費⽤不含：

1.個⼈護照費及個⼈性消費。

2.居住地⾄桃園國際機場接送費⽤。

3.不含旅館之床頭⼩費。

簽證：

1.此團進入秘魯及智利持台灣護照之旅客免簽證。

2.美國在台協會於2016年1⽉22⽇公告：在2011年3⽉1⽇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或敘利亞旅⾏或在此四個國家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的旅

客，將不再符合資格使⽤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或入境美國。若有去過此四國請盡速辦理傳統美簽(需⾃費)。

3.備註：簽證申請⼀旦受理，無論核發與否，或申請⼈要求撤件者，所繳費⽤均將不予退還。

⼩費：

在美洲地區適時給予服務⼈員些許⼩費，是⼀種國際禮儀，也是⼀種實質性⿎勵與讚許；各項有必要給予⼩費的建議如下，請參考：

* 隨團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已包含在團費中)

* 餐廳服務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李服務⼈員上、下⼤⾏李之⼩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房間清潔⼈員之⼩費：每間房1美⾦，置於枕頭上

* 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再決定付⼩費之多寡

WIFI分享器：

-按照分房，每間房提供⼀台。

-網路為4G，但依照各國當地服務品質與地區偏遠程度，網路訊號有可能受到影響。

-流量吃到飽，⾼速流量500mb之後降速。

-服務將於抵達⽬的地當天開通，離開⽬的地那天結束。



電話：

從國外撥回台灣：該國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886) ＋ 區域號碼(去零) ＋ ⽤⼾電話號碼

-從秘魯撥回台北市：00＋886＋2＋1234-XXXX

-撥台灣⾏動電話時→去掉第⼀個零即可：00＋886＋921-999-XXX

從台灣撥往國外：台灣國際冠碼(002) ＋ 該國國碼 ＋ 區域號碼(去零) ＋ ⽤⼾電話號碼

-從台灣撥往秘魯利⾺：002＋51＋1＋1234-XXXX

-撥秘魯⾏動電話時：002＋51＋⾏動電話號碼

秘魯： 國際冠碼00 國碼51 利⾺區碼1 庫斯科區碼84

智利： 國際冠碼00 國碼56 聖地牙哥2 復活節島區碼32

電壓時差：

秘魯

1.電壓(伏特)：220V　插座A、B、C

2.時差：比台灣慢13⼩時

智利

1.電壓(伏特)：220V 插座C、L

2.時差：比台灣慢12⼩時 (復活節島慢台灣10⼩時)

安全守則：

疾病檢疫

a. 出國前可上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國際疫情資訊，若前往流⾏病疫區時，請於出國前4⾄6週⾄「旅遊醫學⾨診」由醫師評

估接種疫苗或服⽤藥物之需求；旅途中或返國途中如出現發燒、嘔吐、腹瀉、⽪膚出疹、黃疸等症狀時，請於返國時向

機場檢疫⼈員通報；因傳染病有潛伏期，如回國後出現上述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近期旅遊史，做為診斷

及治療之參考。

b. 相關國際疫情、防治措施及全國12家旅遊醫學⾨診相關資訊，請參閱該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入出境健康管理」專區查詢，或1922（國外可撥

+886-800-001922）防疫專線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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