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尊旅游独家推出印加古国秘鲁深度 11天游 

出团日期： 2022.12.3 日 

 
 

◆ 印加古都：古色古香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古镇 

◆ 空中迷城：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马丘比丘，见证印加帝国的灿烂文化 

◆ 品尝安第斯山的传统美食及秘鲁特有传统美食 

◆ 高原火车：特别安排乘坐印加高原列车，一路热带雨林风景让您叹为观止 

◆ 印加浮岛：的的喀喀湖面上奇特的印加浮岛，全岛以芦荟草建成，让人感叹！ 

◆ 帕拉卡斯 太平洋海岸着名的旅游胜地，我们在此观赏奇特的巴雷塔斯岛自然景观及矗

立于海岸的巨大三叉戟烛台。 

◆ 纳斯卡 地球表面上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图腾，仿佛是上帝涂鸦，其形成的原因至今仍旧

是难解的谜团。特别安排您搭机鸟瞰神奇的纳斯卡线。 

◆ 顶尖酒店： 2013 年被世界旅游杂志(World Travel Awards)评为世界顶尖精品酒店～
SONESTA POSADA DEL INCA YUCAY 

◆ 顶尖酒店：我们为您精选太平洋旁港湾渡假村，连续住宿两晚；曾是传奇的印加国

度，却有着巴里岛 Villa 风格，近距离感受太平洋彼岸的海天一色，陶醉在这美丽的

海蓝风情之下，并尽情享受佳肴美馔。 

 
 

第 1 天 卡尔加里 Calgary— 秘鲁首都利马 LIMA                  

卡尔加里机场集合，由专业中文导游带队搭乘飞机直飞南美秘鲁首都~利马。秘鲁曾是南

美印加帝国的中心及南美的第三大国，人口 2 千 6 百万人被誉为南美最具观光价值的国

家。首都利马建于 1535 年被西班牙人称为皇帝的城市。抵达后乘车前往豪华酒店入住休

息。 

早餐：敬请自理 午餐：敬请自理 晚餐：敬请自理 

酒店： HOTEL JOSÉ ANTONIO LIMA 4 星或同级 

 
 
 
 

第 2 天: 利马城市游 LIMA  

上午调整休息后，前往太平洋边高级海景餐厅享用午餐后市内观光随即开始，利马分为旧

城及新城两区，旧城区四处都保留殖民地时期的特式建筑，街道井井有条充满欧陆风情，

包括圣马丁广场、武器广场，参观南美最古老的修道院。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酒店： HOTEL JOSÉ ANTONIO LIMA 4 星或同级 
 
 
 

第 3 天：利马 LIMA — 库斯科 CUSCO — 印加神圣山谷 SACRED VALLEY     

早餐后前往利马机场飞往古老的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印加帝国起源于公元前 10 世纪

到 14 世纪形成帝国，当时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

阿根庭和智利的一部分，面积达 200 多万平方公里被称为南美的罗马。当时帝国的首都正

是位于海拔 3326 米高的~库斯科印加语意为世界的中心，而现在的库斯科已夹杂了印加

帝国、殖民色彩及现在印第安人文化另有一番风味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物保护古城。抵达

后由专车送往位于海拔比较低(2500 米) 的印加神圣山谷中的印加小镇，这裡位于壮丽群

山中的印加小镇保留着神奇的印加特色，也由于海拔比较低，能让团友更加容易适应高山

气候，到达后送往特色酒店休息。 

早餐：包含  午餐：机场使用，敬请自理  晚餐：包含 

酒店：SONESTA POSADA DEL INCA YUCAY  5 星 精品酒店被评为 2013 年世界顶尖精品酒

店（LEADING BOUTIQUE HOTEL 2013） 



 

 

 
 
 
 
 
 

 
 
 

第 4 天：印加神圣山谷 SACRED VALLEY — 空中迷城马丘比丘 MACHU PICCHU          

丰富自助早餐后，前往火车站乘坐印加高原列车沿着建于悬崖峭壁上的铁路前往世界七大

奇景的~空中迷城--马丘比丘。窗外风景美绝，放眼远望尽是一排排高大的热带仙人掌不

断闪过，有像巨大的盾牌，有像钢鞭和剑戟，走到中段又有奔腾彭湃的河水为伴，穿越层

层山岳抵达温泉小镇车站后，再乘登山巴士进入被遗忘了四百年的空中迷城--马丘比丘。



 

 

此城是建于海拔 2350 米的陡峭山岭上，旁为湍急的 Urubamba 河，1911 年被美国耶鲁

大学教授海勒姆.宾海姆发现，但印加人为何建此城、如何建、何时建造至今仍是个迷？ 

整个古城有上千座石结构建筑，全城居高临下形势险峻，城内街道整齐有致，迷宫似的神

殿、皇宫、住宅、院落星罗棋布，彼此全用大石叠成，中间没有任何粘合剂，但贴合十分

紧密天衣无缝至今仍是个迷，其中还有与天文历法有颇大关係的栓日桩…。之后前往火车

站乘坐印加高原列车于傍晚返回库斯科，抵达后乘车往市中心豪华酒店。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酒店：Sonesta Hotel   5 星或同级 

 
 

 
 
 
 

 



 

 

 
 

第 5 天: 库斯科深度游  CUSCO         

丰富自助早餐后市内观光随即开始，首先参观城外的巨石城堡，几百吨重的岩石拼合紧

密，中间没有水泥，但其间的石缝至今仍插不进一片刀片…。午餐于当地著名餐厅，餐后

参观武器广场，这是帝国中心举行宗教及军事典礼的场地，而广场的四周就被殖民时期的

建筑所包围，还有大主教堂、太阳神庙、印加石牆，其中一块 12 角大石最为神奇…。印

加手工艺品市集搜罗各式精美手工艺品，于傍晚返回酒店。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酒店：Sonesta Hotel   5 星或同级 
 
第 6 天：库斯科 CUSCO — 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早餐后收拾行装，乘坐豪华巴士穿过小镇开始攀爬壮观险峻的安地斯山脉，广阔的苍穹呈

现一片诡谲的蓝绿色，这种颜色是空气稀薄的証明，甚至让人觉得非常接近宇宙，很快到

达安地斯山脉的深山裹面，车窗外出现银白色的高峰，抬头仰望几乎是垂直的山壁，壮观

雄伟的山峰散发出一股慑人的气魄，一群群南美特有的羊驼在山边吃草，真是一幅充满异

国风味的景象！于傍晚进入古城普诺，此城建于 1668 年，由于地处高原(海拔 3800 米) 

一天温差极大。而城旁正是世界著名最高的通航湖的的喀喀湖，此湖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

之间，面积 8560 平方公里，水最深处近 300 米，对印加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湖，相

传第一位印加皇帝 Manco Capac 及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妺妺 Mama Ocllo 孕育的地方，继而

建立举世闻名的印加帝国，而他们的后裔现在就定居于湖上着名浮岛上。对游客来说其清

澈碧蓝的湖水加上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美丽景色。当天入往豪华酒

店。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酒店：JOSE ANTINIO HOTEL 4 星 或同级 
 
 
 
 
 
 

第 7 天：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 印加浮岛 UROS ISLAND – 利马 LIMA         

早餐后乘豪华巴士往码头，然后乘坐快艇迎着晨光飞驰于的的喀喀湖上，湖上有很多岛

屿，其中以印加浮岛最为著名，全岛以芦苇草建成在一个较大的浮岛上，居民与建了由盖

苇製成的房屋、学校、邮局、商店等，印加人还利用芦苇草建造小船作交通工具及捕鱼之

用，这些船形状像独木舟，船头有像龙头的装饰，每隻船可用上半年，团友亦可尝试自费

(US$15)乘坐这些芦苇草船泛舟湖上，感觉非常特别…。其独特的印加浮岛与居民的生活

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定令你大开眼界。午餐后回到普诺市中心, 大家可自由选购

礼品．傍晚乘坐豪华巴士送往机场乘机飞返首都利马。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酒店： HOTEL JOSÉ ANTONIO LIMA 4 星或同级 

 



 

 

 
 
 
 

第 8 天：利马 LIMA —帕拉卡斯 Paracas    

早餐后出发沿着辽阔的沙漠海岸泛美公路(泛美公路是贯穿整个美洲大陆的公路系统。北

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全长约 48000 公里，骨干自美国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至智利

的蒙特港，将近 26000 公里)，沿着这美洲最长公路南下，欣赏着周边南祕鲁的风貌，抵

达位于伊卡省境内秘鲁太平洋海岸着名的渡假胜地帕拉卡斯。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酒店：Aranwa Paracas Hotel  5 星或同级 
 
 
 
 
 
 
 
 

第 9 天: 帕拉卡斯－纳斯卡线 Nazca Lines－帕拉卡斯－花卡奇纳 Huacachina－帕拉卡斯  

今日上午（自费）搭乘观景飞机，从空中观赏纳斯卡线【1994 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大地画，在这一片广大的沙漠，约 350 平方公里范围的大沙地上画着许多种不

同的图桉：直线、几何图形、太空人、蜂鸟、秃骛、猴子、蜘蛛、几何图桉如螺旋、三角

形、长方块…。这些图桉非常地巨大，大到人行走在地面时，根本感觉不出地面上有图

画，唯有能从空中观察，才能欣赏这些奇异的图腾。随后前往皮斯科酒酒庄，皮斯科酒是

在原有欧洲白兰地的传统酿造工艺上加入祕鲁民族特色，产生的不同于原本西班牙葡萄酒

的特色久。把刚收穫的新鲜葡萄经严格挑选去皮去核后，精心榨出葡萄汁，然后将葡萄汁

发酵，经过酿造蒸馏等複杂工序和生产出如此高级品质的酒，被国际酒类鉴赏家们公认为



 

 

拔尖的高品位的酒精饮料，有健胃、消食和杀菌功效，且口感醇厚，不仅是秘鲁的国饮，

更是鸡尾酒宴的座上宾。午餐后前往天然的沙漠绿洲湖泊花卡奇纳，在这一大片黄沙尘

中，唯一一处绿意盎然的地方，传说湖水具有医疗功效，如今秘鲁的新索尔 50 元纸钞的

背面就是这座湖，碧绿的湖水四周被高达数十公尺的沙丘包围。自由活动时间可自由走上

沙丘欣赏沙丘与沙漠中的澹水湖，湖边有一座约 150 公尺高的沙山，是秘鲁最有名的滑沙

山，或是自费搭乘沙丘越野车或参加滑沙板活动。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酒店：Aranwa Paracas Hotel  5 星或同级 

 



 

 

 
 
 

第 10 天: 帕拉卡斯－巴雷塔斯岛 Ballestas－巴兰科 Barranco－利马 LIMA   

今日上午专车前往巴雷塔斯岛，抵达后搭船到外海巴雷塔斯岛，观察壮观奇特的岛屿生

态。岛上栖息着许多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和鸟类，其中尤以为数众多的海豹最为壮观。岛

屿高处堪称海鸟的天堂，为数不少的黑白两色的海鸟在此栖息。接着还要观看位于海湾附

近的巨大三叉戟图桉烛台，其形状像蜡烛台，也有些仙人掌树，看上去就像外星人着陆的

航道。接着前往位在利马市中心旧城南方 12 公里的巴兰科区，充满浪漫殖民地风情，在

此可以看到许多昔日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辉煌建筑，充满精心打造色彩缤纷的花园和小店。

于傍晚回到秘鲁首都利马。晚餐后前往利马国际机场。 
 
早餐：包含  午餐：包含  晚餐：包含 
 
 
 
 
 
 
 
 
 
 
 
 



 

 

第 11 天： 利马 LIMA—卡尔加里 Calgary 

于机场内免税店作最后巡礼后飞回卡尔加里，结束这次愉快的旅程回到温馨的家。 
 
酒店： 

选用库斯科高级 5 星酒店连住两晚，加上圣谷酒店是 2013 年被世界旅游杂志(World 

Travel Awards)评为世界顶尖精品酒店～SONESTA POSADA DEL INCA YUCAY 和太平

洋旁港湾 5 星渡假村，连续住宿两晚；曾是传奇的印加国度，却有着巴里岛 Villa 风格，

近距离感受太平洋彼岸的海天一色，陶醉在这美丽的海蓝风情之下，并尽情享受佳肴美

馔。 

 

行程设计： 

1. 市场上很多团到了库斯科就结束了，我们独家前往的的喀喀湖，不但能真正沿途领略安

第斯山脉的雄伟壮观，还可以亲自登上极具秘鲁特色的用芦苇做成的岛 

2. 独家前往在 1994 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纳斯卡大地画，这些图桉非常地

巨大，大到人行走在地面时，根本感觉不出地面上有图画，唯有能从空中观察，才能欣赏

这些奇异的图腾。 

3. 独家精心安排行程,抵达 3300 米海拔的库斯科后由专车送往位于海拔比较低(2500 米)的

印加神圣山谷中的印加小镇入住，也由于海拔比较低，能让团友更加容易适应高山气候 

4. 精心安排品尝安第斯山的传统美食及秘鲁特有传统美食 

5. 独家前往巴雷塔斯岛，观察壮观奇特的岛屿生态。岛上栖息着许多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

和鸟类，其中尤以为数众多的海豹最为壮观。 

6. 空中迷城：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马丘比丘,古色古香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古镇,印加高

原列车一样不会少。 

 

 

报价：报名的前十名赠送价值 120 美金的自费项目（包括沙滩车， 草船， 

滑沙） 

 

         单人房          双人房          三人房 

4148.00 USD 含税 3298.00 USD 含税 3198.00 USD 含税 



 

 

 
 
 
 

 
 

团费用包含： 

1. 指定门票+行程指明餐食 

2. 秘鲁内陆机票 

3. 5 晚高级 4 星级酒店， 

    4 晚 5 星豪华酒店， 

    1 晚顶尖精品酒店 

    (一共 10 晚) 

4. 专业华人导游及领队 

5. 全程豪华冷气巴士 

团费用不包含： 

1. 多伦多来回利马直飞机票 

2. 旅游保险及一切私费用 

3. 领队及导游司机小费  USD$18 /人/

天，一共 USD $198/人 

4. 内陆段托运行李费 

5. 自费项目： 

纳斯卡观景飞机 USD$ 270/人 

以下价值 120美金的自费仅赠送报名前

10位客户 

沙滩车 USD $50/人 

滑沙 USD $40/人 

芦苇草船 USD $3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