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港獨有南美⾦三⾓ 13 天／12 晚歷史⽂化⽣態之旅
哥倫⽐亞，厄⽠多爾，秘魯
每⼈ HK＄55,888（佔半房）⼗⼈成團。暢遊：
哥倫⽐亞 : 卡塔赫納, 薩倫托 (⾦迪奧省), 波哥⼤
厄⽠多爾 : 基多, 加拉巴哥斯群島
秘魯 : 庫斯科，印加帝國 - ⾺丘⽐丘古城，利瑪
——————————————————————————————————
旅程特⾊
! 哥倫⽐亞參觀世界印第安⿈⾦收藏最⼤的⿈⾦博物館，欣賞古⽂化⿈⾦藝術品。
! 哥國導賞⾼⼭咖啡，瞭解咖啡種植者的精⼼培育栽種過程。
! 參觀地下鹽城之天主教堂， 世界上僅有的特殊建築和景觀。
! 厄⽠多爾親臨世界最準確的⾚道線，感受南北半球奇妙差異。
! 達爾⽂著名進化論的靈感來源的加拉巴哥斯群島造訪獨特⽣態奇觀。
! 暢遊天空之城⾺丘⽐丘，印加帝國農作實驗莫蕾梯⽥。
Day 1 ✈ CARTAGENA 卡塔赫納

第 1 天卡塔赫納
當⽇下午飛抵卡塔赫納,聯合國世界教科⽂組織
(UNESCO)譽為“加勒⽐海皇后之殖⺠美景”,
圍牆裡的建築物更保存了濃郁的⻄班⽛殖⺠地
時期的⾊彩。到達位於古城區內的酒店後,徒步
到聖佩德羅餐廳享⽤哥倫⽐亞加勒⽐海地道美
⻝晚餐,壓軸乘坐浪漫⾺⾞繞城觀看⽼城區夜⾊。
午餐：⾃理 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Hotel Boutique Bantu 5* 或同級

第 2 天 卡塔赫納
市內觀光：乗專⾞遊覽歷史寨城,欣賞殖⺠地⾊
彩優雅建築。參觀已列⼊聯合國世界⽂化遺產

(UNESCO), 建於 400 年前的巴拉哈斯聖費利
佩城堡(San Felipe Castle)。城牆及碉堡曾遭
受 5 次海盜圍攻, 但仍然屹⽴不倒,⽽聖費利佩
城堡的防禦能⼒更令⼈讚嘆。再往酷刑博物館,
觀看⻄班⽛宗教裁判所時期所使⽤的酷刑設備。
參觀以“奴隸中的奴隸”命名的聖佩德羅克拉
弗 教 堂 。 登 上 教 皇 修 道 院 (La Popa
Monastery), 俯瞰港灣及新和舊城的壯偉景觀。
午餐後⾃由活動, 可於舊城區⾃由購物及拍照
留念。⻩昏參加瘋狂的莎莎舞研習班, 體驗當
地⼈對⾳樂及舞蹈的熱愛。晚餐後, 在哈⽡那
咖啡廳觀賞莎莎⾳樂表演。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住宿：Hotel Boutique Bantu 5* 或同級

第 3 天 卡塔赫納 ✈波哥⼤ ✈ 亞美尼亞城
早餐後,到機場乗機前往波哥⼤,再轉機去位於
⾦迪奧省的亞美尼亞城-咖啡之都。哥倫⽐亞
只種植⾼質量的阿拉伯咖啡⾖,亦是世界上⽤⼈
⼿挑選採擇咖啡⾖產量最⼤的國家。下機後,乘
⾞直接前往薩倫托(巴⼠上享⽤午餐盒)。薩倫
托是處於⾼地咖啡種植區的⼩鎮,其與別不同及

七彩繽紛傳統的房屋,周圍環繞著翠綠壯麗的⼭
脈,是拍攝寶貴照⽚的美好時刻。導賞遊後再乘
⾞前往科科拉⾕,觀嘆世界上最⾼的棕櫚樹，亦
是哥倫⽐亞的國家樹，欣賞獨⼀無⼆雄偉翠綠
⼭⾕及⽇落景⾊。捕捉難得美景的好時機, 更
令⼈悠然神往。晚上⾃由時間。

早餐：酒店
午餐：飯盒
晚餐：酒店
住宿：Allure Aroma Mocawa Hotel 5*或同
級

第 4 天 亞美尼亞城 ✈ 波哥⼤
早餐後乘⾞前往 La Recuca 傳統咖啡種植農
場展開⻑達 4 ⼩時的咖啡⽂化導賞遊。世界遺
產委員會將“哥倫⽐亞咖啡⽂化景觀”定義為
⽂化資產,代表了⾃然與⼈類的共同作品。導賞
遊中包括了解種植、採摘⾄烘焙,種植⼯⼈與您
分享栽種咖啡樹及注意⼟壤質量的過程,了解咖
啡製作過程,咖啡導遊將⽰範沖調⼀杯⾹濃咖啡
的步驟,此時可嘆杯享負盛名的哥倫⽐亞⾼⼭咖
啡。最後享⽤傳統午餐，還有機會穿着當地傳
統服裝體會咖啡農⺠的傳統⽣活。
午餐後, 轉⾞前往 Quindío 植物園。哥倫⽐亞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蘭花品種及⿃類的國家,觀賞
園內 3000 多隻蝴蝶的蝴蝶宮和 110 多種⿃類
的觀⿃園及種植了 600 多種類植物，包括不同
品種的蘭花和 200 多年的⾹料樹⽊。
晚餐後,前往機場乘機到波哥⼤,沿途觀看埃爾
⽶拉多的翠綠壯麗和種滿咖啡樹的⼭巒景⾊。
晚上乘機前往波哥⼤,世界第四⾼的⾸都,⼜名
“南美洲的雅典”, 且素有“伊⽐利亞⽂化之
都”之稱。晚餐於當地特⾊餐廳(Andres D.C.)
享⽤哥倫⽐亞⽜排及傳統美⻝。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住宿：Hilton Bogota 5* 或同級

第 5 天波哥⼤
⼀早乘⾞前往參觀 Zipaquirá的鹽岩⼤教堂,是
世界上唯⼀建於 180 ⽶的地下鹽岩中的教堂。
觀賞後乘⾞返回市中⼼，再乘吊⾞前往蒙塞拉
特⾼⼭的 San Isidrio 傳統餐廳享⽤午餐及從⼭
頂觀賞波哥⼤市的迷⼈景⾊。餐後前往世界上
最⼤的⿈⾦博物館，再去⽼城區坎德拉⾥亞,
徒步觀賞殖⺠地時期的古典建築;建於 18 世紀
的總統及政府辦公室⼤樓;玻利⽡爾廣
場;Primada ⼤教堂等。到 博特羅博物館觀賞
世界上最知名的拉丁美洲藝術家的油畫和他捐
贈 的 歐 洲 名 家 藝 術 。 沿 途 經 過 Luis Ángel
Arango 圖書館，收藏書藉有 1.1 百萬多本之
書藉,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公眾圖書館,因此被
聯合國教科⽂組織授予“世界圖書之都”的稱
號。最後參觀司法院(Palace of Justice)。
1985 年⾺克思主義游擊隊成員佔據及燒毁了
司法院，死亡⼈數超過 100 多⼈。其後,政府
於原址重新建造⼀座新的司法院。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住宿：Hilton Bogota 5* 或同級

第 6 天 波哥⼤ ✈ 厄⽠多爾 - 基多
早餐後遊覽“Paloquemao”市場, 是波哥⼤
最⼤型的市場,可以購買及品嚐各式各樣世界罕
有的南美熱帶⽔果。之後隨即展開綠寶⽯之旅，
由導遊帶領觀賞及購買世界上最綠及最清澈的
綠寶⽯。其後享⽤秘魯特⾊中國菜 （chifa）,
與眾不同。
飯後前往機場飛往基多,抵達後乘⾞前往酒店。
位於南美洲有「⽕⼭之國」美譽的厄⽠多爾，
⾸都基多於 1978 年成為第⼀個獲聯合國教科
⽂組織列為世界⽂化遺產的城市，海拔 2,850

公尺的基多為世界第⼆⾼⾸都，僅次於玻利維
亞的⾏政⾸都拉巴斯。
⾸先去享⽤太平洋⾊彩晚餐。隨即夜遊基多,欣
賞富有⻄班⽛殖⺠地⾊彩的廣場及教堂。乘坐
無軌電⾞遊覽市中⼼, 觀賞⾦碧輝煌的⼤教堂
“La Compañía”及建於 19 世紀的歌德式天
主教堂“La Basilica”; 格蘭德廣場,聖⽅濟各
廣場。再到 Calle La Ronda ⼩巷和多姿多彩
的蘇豪區感受基多的夜⽣活,並坐下享受⼀杯當
地傳統飲料“Canelaz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理
住宿：Hilton Colon Hotel 5* 或同級

第 7 天 基多
早餐後出發前往位於基多東南 50 多公⾥的科托帕希
⽕⼭國家公園(Cotopaxi Volcano National Park),
是厄⽠多爾第⼆多旅客參觀的國家公園。科托帕希是
世界上最活躍的⽕⼭之⼀,海拔⾼達 5,900 ⽶,⽕⼭頂
部⻑年積雪,⾼矗⼊雲,⼗分壯麗與周邊的⼭⾕、河流、
潟湖相形⾒絕, ⽽⽕⼭在潟湖上的倒影更是⼗分迷⼈。
印加⼈稱之為“⽉亮之脖”(據稱是⽉亮的平滑脖⼦),
⽕⼭已經爆發了⼗幾次,使其成為南美洲最⽕爆的⽕⼭
其最後⼀次重⼤爆發發⽣在 2015 年。然⽽,這並不妨礙每年試圖攀爬的登⼭者。在 Limpiopungo 湖
邊徒步觀看野⿃,野⾺和安第斯⼭脈之花“chuquiraguas”,你會體驗⾼海拔與別不同的⽣態環境 。
午餐後然後前往⾚道紀念碑,位於 0 度 0 分 0 秒的紀念碑有世界中⼼之稱。 在其博物館可以感受⾚道
南北的奇異現象。旁晚會市中⼼坐世界最⾼之⼀的吊⾞攀登到 3,945 ⽶觀賞在⼣陽下的⼭脈和基多。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住宿：Hilton Colon Hotel 5* 或同級

第 8 天基多 ✈ 加拉帕⼽斯群島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機飛往位於東太平洋上的加
拉帕⼽斯群島,展開該群島探索之旅。有位處厄
⽠多爾⼤陸以⻄ 906 公⾥,由幾百萬年前海底
⽕⼭活動所形成。群島由 7 個⼤島,23 個⼩島，
50 多個岩礁組成。群島上的⽣物獨特性,啟發
了 1835 年來訪的達爾⽂,⼆⼗多年後“進化理
論”的誕⽣。島上有著名加拉巴哥象⻱、陸鬣
蜥及企鵝等奇特的動物棲息,14 種動物更是世
界獨有。由於島上的⾃然環境獨⼀無⼆,厄⽠多
爾政府於 1959 年將群島列為國家公園加以保
護。抵達群島的巴爾特拉機場後,登上遊船「加

拉巴哥斯傳奇號」前往鄰近的聖克魯茲島,是加
拉帕⼽斯群島第⼆⼤島嶼。島上擁有群島最⼤
的港⼝阿約拉港。導遊將帶我們從巴爾特拉島
乘船到達聖克魯茲島北部,前往參觀其中⼀個有
海⻱和熔岩隧道的農場,觀賞到陸地上重達 250
公⽄，⻑達 1.2 公尺的加拉帕⼽斯巨⻱,⽽雌⻱
的體型較⼩。餐後乘⾞前往查爾斯達爾⽂研究
中⼼,我們將欣賞植物和動物群的保育過程。回
到酒店後享⽤晚餐, 餐後沿著 Malecón 海濱
⻑廊漫步, 在碼頭觀看星光和燈⾊照耀的浪漫
景⾊和看看⼯藝品。
早餐：酒店 午餐：船上 晚餐：酒店
住宿：Finch Bay 5* 或同級

第 9 天 加拉帕⼽斯群島
早餐後乘船出發遊覧北⻄摩島，遠⾜和拍攝獨
特的⽣態環境：仙⼈掌和 Palo Santo ⿃, 軍艦
⿃,藍腳鰹⿃,海鷗,海洋鬣蜥和海獅。午餐後前
往位於聖克魯茲島北⽅的巴恰斯海灘,可觀賞到
成群的海蜥蜴、海⿃和追逐群島獨特的紅螃蟹
蹤跡；亦可躺在⽩⾊珊瑚海灘享受悠閒的時光,
與海⻱在清澈海裡⼀同游泳和浮潛,這裡也是加
拉帕⼽斯海⻱最喜歡產卵的地⽅之⼀。下午返
回酒店休息，⾃由活動。
早餐：酒店 午餐：船上 晚餐：酒店
住宿：Finch Bay 5* 或同級

第 10 天 基多 ✈ 秘魯利⾺
早餐後, 正式結束進化島加拉巴哥斯群島的探
索之旅。前往機場乘機前往基多轉機到利⾺，
途中停留觀賞雙⼦⽕⼭。
抵達利⾺轉乘⾞往酒店。然後往座落於海旁的
La Rosa Nautica 餐廳享⽤晚餐,品嚐世界著
名的秘魯⽇式⿂⽣美⻝“ceviche”,以及欣賞
太平洋壯觀晚景。晚餐後⾃由活動。

聖多明⼽修道院原是印加時期最重要的信仰中
⼼, 繼續前往參觀市內其它名勝古跡;觀賞後將
會離開庫斯科前往遊覽 4 個印加古⽂明遺址：
1.薩克薩⽡曼古堡(Fortress of Sacsayhuamá
n) 令⼈印象深刻及建於⼭丘上的⼀個戰略性堡
壘,由數以千計的巨⽯建成,其中⼀些是 9 ⽶(30
英尺)⾼,每塊重達 350 噸以上;中央廣場有⼀巨
⽯雕鑿的祭台,是舉世聞名的太陽祭舉⾏的地⽅;
從此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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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令現代⼈嘆為觀⽌。
2. 肯科(Qenqo)-位於庫斯科市東北四公⾥,從
詞源學⾓度來看,這意味著在之字形中,它實現
了純粹的宗教功能,在外⾯是⼀個半圓形的劇場,
帶有梯形的⼩龕和⻑約六⽶貌似美洲獅的⼀個
巨⽯。在當地享⽤午餐。
3. 布卡帕卡垃(Puka Pucara)-離庫斯科約 8
公⾥, 名字是指紅⾊的堡壘,取⾃⽤於建造的紅
⾊花崗岩。印加時期,它是位於通往印加帝國安
第斯省的道路上。歷史學家認為,它曾經保護
Tambomachay(印加皇朝的重要宮殿)。不同
於附近其他印加建築,它是由不規則形狀的⽯頭
建成的,表明這個繹站是在緊廹威脅下建成的。
4. 唐部⾺加(Tambomachay) - 位於庫斯科
市以北約 8 公⾥的考古遺址,由⼀系列⽔槽,河
渡和幾個瀑布穿過梯⽥岩⽯⽽成。該地可能⽤
作⼀個軍事前哨保衛庫斯科的地⽅,或印加皇朝
領袖⽤作溫泉度假勝地。
傍晚返回酒店⾃由活動, 當晚盡早休息適應⾼
⼭氣候和準備明早出發⾺丘⽐丘古城的⻑途⾼
⼭旅程。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5* 或同級

早餐：酒店 午餐：機上 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 Hilton Lima Miraflores 5* 或同級

第 12 天 ⾺丘⽐丘

第 11 天 利⾺ ✈ 庫斯科

從酒店前往⽕⾞站乘坐 Vistadome 豪華⽕⾞,
3 個多⼩時後到達阿⽠斯·卡連特斯。這是⼀
個獨特的旅⾏體驗,當我們前往⾺丘⽐丘聖城時,
從⽕⾞上可以看到⼭區景觀的變化。再轉乘坐
公共汽⾞前往考古遺址,⼈類⽂化遺產和現代世
界的奇蹟之⼀。我們將開始參觀廣場,寺廟,平
台,禮儀和皇宮,還有著名的 Intihuatana 太陽
能鐘。它是建於古典印加⾵格中,配有拋光的⽯
牆。⼤部分外圍建築物已經重建,以便給遊客更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機往庫斯科。抵達酒店後,隨
即遊覽印加帝國公元前 10-14 世紀的⾸都庫斯
科, 印加語意為世界的中⼼。建築物⼤多保留
⻄班⽛殖⺠地時期的模樣。阿瑪斯廣場和⼤教
堂最能表達印加崇⾼的建築⼯程; 太陽神廟，

好的了解最初出現的形態。⾺丘⽐丘在 1981
年被宣布為秘魯歷史保護區,1983 年被聯合國
教科⽂組織列為世界遺產。2007 年,它在全球
互聯網⺠意調查中被評為世界新七⼤奇蹟之⼀。
午餐於當地餐廳。在遊覽結束時,我們將下⼭到
阿⽠斯·卡連特斯搭乘⽕⾞返回庫斯科。晚上
⾃由活動，休息，以及在市集購買⼯藝品。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5* 或同級

第 13 天 庫斯科 ✈ 利⾺
前往庫斯科機場乘機到利⾺。抵達利⾺便隨即
遊覽市中⼼各名勝古蹟,利 這座「⺩者之城」
直⾄ 18 世紀中為⽌,⼀直為⻄班⽛統治南美時
期最重要的⾸府城市, 於 1988 年被列為聯合國
教科⽂組織列為世界⽂化遺產。它是⻄班⽛遠
征⼤將軍彼薩羅於 1535 年所建,古城內極富⻄

班⽛殖⺠地⾊彩的建築⾵格,令⼈印象深刻，
包括主教堂、⼤主教宮、總統府等。主教堂是
⻄班⽛殖⺠地時期的建築,從 1535 年開始修
建,1625 年初次建成,之後經過多次的修復和重
建。⼤主教宮坐落於廣場的東側。花崗岩外牆
建有⽊造陽台,古典優雅,⽽當時來⾃⻄班⽛的
侵略者彼薩羅就⻑眠於此。總統府秘魯政府總
部所在地。於 1937 年改建成現貌,1821 年⾸
任總統聖⾺丁在此宣佈秘魯獨⽴。
繼續前往拉科博物館建於⼗⼋世紀的⻄班⽛皇
家官邸,1926 年成⽴的歷史博物館,館裡收藏了
創辦⼈ Rafael Larco Herrera 發掘與購買共
約⼀萬四千件古代的秘魯⿈⾦⽂化考古⽂物，
⽽除了展出藏品,這裡也是世界上少數開放⺠眾
參觀館藏保存室的博物館之⼀。
早餐：酒店
《⾏程完畢》

價格包括
•⾏程路線上的機票，機票稅及酒店稅項
•12 晚住宿：哥倫⽐亞 5 晚,厄⽠多爾 4 晚,秘魯 3 晚
•餐點：12 份早餐, 10 份午餐和 12 份晚餐
•機場與酒店之間的專⾞接送
•所有列明的觀光⾏程及英語專業導遊
價格不包括
•⾹港往返國際機票
•個⼈費⽤和本程序未有指定的其他費⽤
•導遊和司機⼩費
•厄⽠多爾(加拉帕⼽斯群島)⾨票為 120 美元現⾦(包括於機場繳付 20 美元及抵達島上繳付 100 美元)
備註
•5 ⽉⾄ 9 ⽉遊覽⾺丘⽐丘古城及加拉帕哥斯羣島天氣⽐較明朗。 ２⽉⾄３⽉到烏尤泥鹽沼可以看
到“天空之鏡”的現象。由於現時的氣候受環境暖化影響,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
•3000 ⽶以上稱為⾼原，每⼈會有機會感到不同程度的⾼⼭症，如呼吸困難和頭痛。初到⾼原，建
議腳步放慢，多休息，多喝⽔。
•團費屬佔半房, 有效到 2018 年四⽉。 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旅⾏團 10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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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歲以下兒童與⽗⺟同房(不佔床)按成⼈價減$2000。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必須持有⿈熱針針紙⼊境，及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客⼈於報名時購買。
⾹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觀光⾏程，餐膳，交通酒店為預訂計劃只供參考，如因特別節⽇、天氣及特殊情況，或根據實際情
況⽽出現任何更改，以當地安排作準，客⼈不可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責任問題，請參閱責任及細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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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