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深度遊 鳥島 伊基多斯 庫斯科 普諾 玻利維亞 拉巴斯 十八天團(團號 PER-18-D) (航空公司
CX/AF/KL/LA/UA/NH/AA/QR/BA/SA/NZ/DL/HX)
出發日期：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成人收費：

小童收費：
單人房附加費：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秘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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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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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獨立後，秘魯既經歷了政治動盪、財政危機，也有出現政局
穩定、經濟發展的時期。
1) 安排坐小型飛機在空中觀賞 “世界第八奇跡”納斯卡（NAZCA）大地畫
2) 小汽艇前往內海(20 海裡左右處)的【鳥島】

此團免收導遊、司機及領隊服務費。

第一天：香港  利馬
請於指定時間於香港國際機場航班櫃檯前集合，乘坐客機洛杉磯或巴黎或阿娒詩特丹或紐約或聖薩爾瓦多或休士頓或日本或達拉斯或
聖保羅或倫敦或馬德里或約翰尼斯堡或奧克蘭或其他口岸，轉乘豪華客機前往秘魯首都─利馬。
晚 宿 航機上

第二天：香港  利馬
指定時間抵達利馬國際機場，晚餐後入住酒店。
晚 宿 利馬 costa del sol salaverry 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利馬－皮斯科 地畫(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06:30 酒店乘車前往皮斯科地畫機場（乘車約 4 小時），抵達後乘坐小型飛機在空中觀賞 “世界第八奇跡”納斯
卡（NAZCA）大地畫（空中時間 1 小時 30 分鐘），映入眼簾的是歷經數千年、錯落在沙漠地上、風吹不散的神秘幾何動物圖
案，使人感歎不已。在納斯卡大地畫上空，盡覽納斯卡平原上各式幾何圖案，此地的巨形圖案自被發現後，考古學者花畢生的
精力，試圖解開線條的奧秘。這些圖案如何建造，至今仍是個謎。納斯卡線是繪製在秘魯納斯卡平原上的史前巨幅圖案。這些
圖案有上千年的歷史。其型態有直線、幾何圖案和動物圖案，如：猴子、蜘蛛、蜂鳥等。所有圖案都是非常巨大的，只有在
300 米以上高空才能看到全貌。這些圖形從何而來留下千年之謎，等您來探索！遊覽完畢晚餐後，乘車約 40 分鐘前往酒店休
息。
晚 宿 鳥島 san agustin 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鳥島--利馬 (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前往秘魯沿海南部有名的自然保護區 PARACAS 海獅島碼頭（乘車約 30 分鐘），抵達後乘坐 10:00 船
班的小汽艇前往內海(20 海裡左右處)的【鳥島】，鳥島被稱為利馬的小 PARACAS，沙漠，峭壁，海洋，嶙峋的大小
礁石島嶼形成了荒蕪卻生機盎然的自然景致。遠看靜無一物，近看不盡其數的海鳥正在岩石上棲息，尤其黑白兩色
海鳥密密麻麻站成一片。大洋寒流卷來的浮游生物為海鳥和海洋哺乳動物提供了豐富的食物，群鳥則在峭壁上留下
層層的鳥糞，厚達 50 米的鳥糞提供了優質天然肥料。生態奇景令人流連忘返。從帕拉卡斯海灣到鳥島的途中，可
觀賞到古老神奇之謎的【世紀燭臺奇觀】，在一個小島的坡面上有一幅巨大的圖案，其形狀像蠟燭台，也有些像仙
人掌樹。有的考古學家認為這是過去為船隻導航用的，也有的認為是外星人刻畫的。這個圖案是什麼年代刻畫的，
其作用是什麼，至今仍是個難解的謎。其中全程遊覽約 2 小時。遊覽完畢後，可以在碼頭邊上的餐廳享受午餐，後
乘車（約 4 小時）返回利馬，抵達利馬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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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宿 利馬 costa del sol salaverry 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利馬城市遊覽 (早/午/晚餐)


早餐後，遊覽利馬新城區和老城區，老城在北面，靠近裡馬克河，多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老城多廣場，它的中心是“武裝廣
場”。廣場周圍有一些高大建築，如 1938 年在皮薩羅宮殿部分舊址上建造的政府大廈，1945 年建造的利馬市政大廈和許多商
店。自廣場向西南行，經過最繁華的商業中心烏尼昂大街，到達聖馬丁廣場，參觀利馬大教堂。利馬在 1535 年被選為秘魯的首
都。在大部分殖民地時期，利馬始終是南美洲最重要的政治和商業權力中心。這輝煌的過去反映在殖民地時期的建築上，這些
建築也為利馬贏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世界文化遺產”的美名。午餐後，前往新城區，遊覽愛情公園，地畫公園和長
海娛樂城等。前往參觀拉爾科博物館，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晚宿利馬 costa del sol salaverry 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利馬  伊基多斯(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機 (1.5 小時) 前往伊基多斯，接機後乘船前往亞馬遜河 40 公里外的紅棉村站。船上簡單午餐後抵達森林酒店，沿森
林漫步，體會原始森林的古樸、雄偉的紅棉樹木、參天的大樹、體會真正的‘‘一柱擎天” 的壯觀。晚餐後，在酒巴欣賞土著
音樂或聽導遊講他們的故事。
晚宿於 CEIBA 森林酒店 (這是亞馬遜河流域唯一有冷氣、熱水及游泳池的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伊基多斯 (早/午-酒店內/晚餐-酒店)


早起後，置身于寧靜的森林中，聆聽各種鳥類歡快的鳴叫聲。早餐後，乘坐小船去訪問 YAGUA 土著村落，導遊會介紹他們的
歷史、文化，購買或交換他們的手工藝品，導遊還會介紹他們至今仍然還在使用的狩獵武器。
下午，乘船去尋找生活在河邊樹底下的憨態十足的‘‘樹懶”粉紅色及灰色的海豚，欣賞亞馬遜河的日落。
晚宿同上或同級

第八天：伊基多斯  利馬 (早/午/晚餐)


上午自由活動或跟嚮導乘坐小船到河裡釣魚，午餐後稍做休息返回伊基多斯市，乘機返回利馬,入住酒店休息。

如需安排晚餐用車，另外收費
晚宿利馬 costa del sol salaverry 酒店或同級。

第九天：利馬  庫斯科(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飛機飛往庫斯科 (飛行時間一小時) 古城遊覽。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以適應高原氣候。庫斯科是印加王國的故都，
曾經是這個神秘古代文明的中心，海拔 3300 米。午餐後安排城市觀光：聖水殿、太陽神殿、印加祭壇中心廣場、參觀印加帝國
時期的重要之軍事要塞 – 薩撒瓦曼，昔日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 80 年才建成的巨型石垤城塞，至今仍令現代人歎為觀止及
印加浴場等。晚餐後酒店休息。
晚宿於庫斯科 xima 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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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庫斯科-馬丘比丘-庫斯科(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汽車和火車前往被稱為空中都市的印加帝國遺址 MACHU PICCHU 參觀，古城建在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墓
園、監獄、生活區和神殿區，全部由原石砌造、工藝精湛，體現了當年印加王朝的盛世輝煌，是當年印加帝國的聖地，最高祭
師居住的神殿、午餐在山下自助午餐。下午 4 點乘火車返回庫斯科城酒店。曾挖掘出 150 具女性骸骨，據說是祭典中獻給太陽
神的祭品，古城因此被列為世界十大文明之謎。午餐在山下自助午餐。下午大約 4 點乘火車轉汽車返回庫斯科酒店。
晚宿於同上或同級

第十一天：庫斯科  普諾(早/午/晚餐) （可選乘 旅遊大巴：65 美元/人 或 飛機）


早餐後，乘坐飛機前往胡利亞卡，然後拉車約 1.5 小時前往普諾市區，午餐後，普諾簡單的城市觀光後入住酒店休息，緩解高
原反應。安排酒店晚餐。
晚 宿 於 普諾 sonesta 或同級。

第十二天：普諾--的的喀喀湖--普諾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船遊覽的的喀喀湖，主要景點包括：蘆葦浮島，島本身用蘆葦草建成，並以幾隻竹枝 插在水底以固定位置，居住其
上的烏洛島民依然保有原始而傳統的秘魯生活。塔西拉島，探訪島上的原住居民，這裡是一個土著社區，大約有 400 戶人家，
他們依然遵循著 16 世紀的傳統生活著，信奉著印加人的生活信條，之後入住酒店休息. 遊覽完畢後，返回酒店休息。
晚宿於同上或同級

第十三天：普諾--科巴卡瓦納-拉巴斯 (早/午/晚餐)


（普諾-玻利維亞邊境，車程 2 小時左右；科巴卡瓦納-拉巴斯 ， 車程 3 小時左右）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邊境過海關，秘魯段中文導遊送客人至關口，與玻利維亞中文導遊對接，並協助客人辦理過境手續。後秘
魯中文導遊服務結束返回，客人在玻利維亞中文導遊陪同下，前往玻利維亞境內的科巴卡瓦那，參觀【太陽島】上的印加人遺
跡。下午乘車去到拉巴斯，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晚宿於 Hotel La casona/Ritz/presidente 或同級

第十四天：拉巴斯  烏尤尼 (早/午/晚餐)


早上乘機前往烏尤尼，烏尤尼導遊接機後參觀石頭山谷，墳墓列車等，野外午餐，傍晚前往鹽湖觀看日落，隨後入住酒店，晚
餐後休息。
晚宿於 Hotel de Sal (Cristal Samaña/ Luna Salada 或同級

第十五天：烏尤尼一日遊 (早/午-野外/晚餐)

清晨外出觀看日出，隨後返回酒店早餐後，出發參觀仙人掌島，鹽湖等。野外午餐，遊覽結束後返回酒店，酒店晚餐後休息。
晚宿於同上或同級

第十六天：烏尤尼  拉巴斯城市觀光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機返回拉巴斯，安排城市觀光：上午遊覽月亮穀，然後聖法蘭西斯科廣場，之後到著名的女巫市場購買當地特色手
工藝品或在市中心自由活動等。最後乘坐城市纜車俯瞰拉巴斯全貌。遊覽結束後送往酒店，晚餐後休息。
晚宿於 Hotel La casona/Ritz/presidente 或同級

第十七天：拉巴斯  利馬  香港


乘坐客機往利馬後，轉乘客機經洛杉磯或巴黎或阿娒詩特丹或紐約或聖薩爾瓦多或休士頓或日本或達拉斯或聖保羅或倫敦或馬
德里或約翰尼斯堡或奧克蘭或其他口岸回香港。結束秘魯及玻利維亞之旅。
晚宿於航機上

第十八：香港


早上航機到達香港散團。

行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簽證所需資料：(若透過本社代辦簽證請最遲於交尾時把所需資料交給本社)
香港特區護照(HKSAR) 及澳門特區護照：
玻利维亞落地簽證
注意：
1)
玻利維亞簽證需要客人自行於網上填表 (https://www.rree.gob.bo/formvisas/)。
2)
有效期不少於六個月的護照原件，首頁影本。
3)
預防黃熱病疫苗接種證明，原件及影本。
4)
照片兩張，3cmX3cm,白色背景。
5)
機票預訂單。
- 往返機票預訂單，需包含玻利維亞入境日期和離境日期
- 每日在玻利維亞的具體行程，申請人簽字。
6)
酒店預訂單，或經玻政府公證的注明邀請人合法位址和個人資訊的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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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經濟能力證明
- 港澳臺居民只需提供近三個月銀行交易流水單，或其他證明經濟能力的檔即可。
·銀行繳費單，30 美元（30USD）。

備註：
1)本團不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行李保險、保管費及行李生小費(建議一間房給 1 至 2 美元/次)、酒店床頭小費一間房
一天建議給 1 至 2 美元)等。
2)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3)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及航班時間只供參考，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
4)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酒店之確認以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為準，但將儘量忠於原本行程，因路況崎嶇，車程常超出預計，不一定
按行程中地點住宿及指定時間參觀。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變更、調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
諒。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酒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
5)如受塌方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額外多出之費用(包括超公里費、住宿費、餐費等)，需由各團友分擔。
6)行程途中如遇天災、氣候等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影響而封山，致使無法完成行程，有權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
7)若單人報名，不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8)如旅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料，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料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天之內出發的團，需要報
名時給有關資料)，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旅客之預訂。一切責任，本公司恕不負責。
9)旅客須確保所持之旅遊證件必須有最少六個月有效期 (以回港日期計算)，個別國家除外。如非由本公司代辦簽證，顧客必須自行了
解清楚所持之旅遊證件及入境簽證；如因與證件有關的任何問題引致顧客被拒登機或拒絕入境，本公司概不負任何責任。
10)所有因證件問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均由顧客自付。
11)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由本公司遞往領事館辦理有關簽證，簽證及手
續費用概不退還。
12)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TIC)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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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團員退款時可收取該指引所列明的手續費，以及退票費用(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 議會(TIC)的網站
(www.tichk.org)。
13)如遇匯率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來回機場稅、保安費、航機燃油附
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因此必須按數額支付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
金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例不發還，也不得將訂金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14)以上行程均為高原地帶，平均海拔 2500 米之上，空氣稀薄，如患高血壓、嚴重心臟病、長期咳嗽多痰及正在感冒、發燒等病者，
都不宜前往。為安全起見，宜先在香港驗身檢查。
15)即使只有一人報名(2 人至 14 人都是相同解讀)，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本、機票及酒店能否確
認)，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不會再另行通知。
16)此團可能合併其他團隊出發，去程或回程將沒有領隊隨行；如人數不足 15 位客人，本社不安排隨團領隊隨行，從出發開始請您有
心理準備，需面對不同的語言，例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說英語/司機一般只會當地語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說英語或當地語言/機上
空中服務員一般只會說英語/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說英語或當地語言/餐館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一般只會說英語或當地語言，客人一
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不會另行通知客人。**如需要指定語言導遊需額外報價**。
17)以上收費只適用於香港居民，持三粒星及特區護照人仕，其他國籍人士或持其他証件者，收費可能有差價及可能導致不能隨團出
發，請於報名前與本社職員查詢。
18)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客人報名前，請仔細瞭解本公司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臨時取消細則、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亦需要
將以上資料轉述給其所有同行之人士。
19)以上團費只作參考，費用以報名時作準。
20)行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車遊、路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歷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認識(或許會有一些錯誤，
如果您方便敬請多多指導)，絕不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21)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部分貴賓是遲報名的)。
22)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門票成本）(如博物館沒有
開放側取消參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量不影響行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諒解與配合!
23)團費餘額須於出發前 30 天付清，本社恕不電話通知貴客繳交餘額，逾期未繳費用，訂金將被作廢，所繳付之訂金例不發還，也不
得將訂金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出發日期。
24)下列方法扣除費用：（1）由出發日起計算，在 30 天內或之前扣除訂金；（2）由出發日起計算，在 15 至 29 天扣除團費之 50%；
（3）由出發日起計算，在 8 至 14 天扣除團費之 75%；由出發日起計算，在 7 天內扣除團費之 100%。團員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
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住宿等），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25)下午 1700 開始天黑，所以遊景點時會夜黑進行是很正常的同時為您增加一點氣分，這行程景點多相對比較緊湊。
26)以上相片資料只供大家參考。
27)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不會另行通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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