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RU AND BOLIVIA
秘 鲁 、 玻 利 维 亚 1 8 天 之 旅

豪 奢 眼 界 . 无 可 取 代



PERU AND BOLIVIA
秘鲁利马、纳兹卡线、印加古都库斯科、空灵圣地马丘比丘、亚马孙河探奇、

的的喀喀湖；玻利维亚拉巴斯、乌尤尼盐原
领先市场，极致经验，操作最纯熟的南美深度豪华行程！



- 秘鲁 -
王者之城利马、鸟岛、纳兹卡线、世界最高古都库斯科、玛拉斯神迹般的灌溉系统、印
加圣城马丘比丘、的的喀喀湖人工浮岛与印地安乌罗族、搭乘豪华河轮深入亚马孙河。
2015 NEW
参观神秘纳兹卡线行程，将由新机场搭乘观景小飞机前往，安全度再提升！

- 玻利维亚 -
科帕卡巴纳黑面圣母、太阳岛与印加巫师面对面接触、文化对比之城拉巴斯和巫师市集、
梦幻般的「天空之镜」乌尤尼盐原。



领先市场 玻利维亚梦幻绝景

天空之境-乌尤尼盐原
Bolivia Salar de Uyuni

乌尤尼盐原位于南美洲玻利维亚（Bolivia）西南部，距离首都拉巴斯约500公里，东
西长250公里，南北最宽处150公里，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盐原。乌
尤尼盐原是夹杂在安地斯山脉中间的盆地，气候被阻隔而如同沙漠般干燥，也因此，
左右山上的河水流入盆地又无从渲泄，快速的蒸发后只剩下盐份，如是年复一年，经
数十万年的层积，便形成千层派般广厚的盐原。而这样的地形，这样的层积，造就了
许多独特，这里之平坦，在1.2万平方公里间，高低差不过50公分，因此，在如同沙
漠偶有的下雨时，水无处流散，便暂时留滞于地上，形成了所谓的天空之镜，2009年
经日本NHK电视台专题报导，成为世界旅者梦寐以求的秘境。



由于乌尤尼盐原地处偏僻，由拉巴斯拉车需将近10小时，这也是传统行程不安排此地的原
因，因此近代特别增加成本，安排搭机前往，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当地并安排入住特色饭
店，全部由产地岩盐打造而成，让您在雪白世界中度过难忘的一晚。



尊爵舒适顶级亚马孙河轮
全长：39.8公尺

宽度：7.3公尺

吨位：400吨

载客量：24人

航速：10海里/小时

客舱层数：2层（第1~2层）

客舱：12间（全为观景外舱，附有大片落地玻璃）

船员总数：21人（服务比约1.14）

英文官网：http://www.aquaexpeditions.com

过去游览亚马孙河的行程，大多是在秘鲁的伊基多斯（Iquitos）
或巴西的玛瑙斯（Manaus）之间二择一。以伊基多斯为据点，
可充分体验雨林与大河的神秘和蛮荒，但各方面设备简陋不便；

玛瑙斯的居住环境较舒适、也因位处亚马逊黑河滨而不太需要担心

疟蚊问题，然而无法彻底领会亚马孙河的真貌。可说鱼与熊掌不可

兼得，这个两难的问题，在豪华河轮亚葵号（MV AQUA）、亚 瑞

号（MV ARIA）下水后迎刃而解。

因此，近代于2012年及率先选用亚瑞号，搭配南美洲深度行程，在
第一时间升级贵宾的亚马逊经验！2015年则是搭配出发日期，选择
姊妹船「亚葵号」，精致、舒适、轻松，带您享受世界上最美好的
亚马逊深度之旅。





亚葵号 / 特色介绍

【极致打造】
航行于秘鲁北部、亚马孙河上游的豪华游轮亚葵
号，由秘鲁著名建筑师霍尔迪普格（Jordi Puig）
特别打造，拥有12间豪华、舒适、宽敞的时尚设
计套房，每间都有精致沙发和大型全景窗户，航
行时可以随时观赏亚马孙河两岸的惊奇雨林美
景。具备舒适空调的封闭空间，让旅客无须过度
担心蚊虫问题（建议仍需准备 防蚊用品及包覆四
肢的衣物）。

【专业导览】
船上除了技术人员及服务人员，还会随船配属专
业自然学家，在搭乘小艇出游时，为您做最地道
的解说。精心设计的离船游览行程，分成搭乘小
艇深入支流巡航，以及登岸，内容包括自然生态
动植物的探访、以及亚马逊流域原住民文化体
验，丰富完整的亚马逊行程，市场绝无仅有！

【名厨出手，让雨林在您舌尖飞舞！】
喜爱美食的贵宾有福了！特别介绍亚瑞号及亚
葵号的行政主厨：佩德罗．米格尔．斯基亚菲诺
（Pedro Miguel Schiaffino），他受到大来俱
乐 部 选 出 的「 全 球 五 十 家 最 优 餐 厅 」（ T h
e
Diners Club ® World ’s 50 Best Restaurants
Academy）青睐，被视为秘鲁十大名厨，曾于米
其林三星餐厅 Ristorante dal Pescatore 任职，
师承于世界级名厨娜迪亚珊媞尼 （Nadia Santi -
ni）等人，在首都利马拥有的个人餐厅更是被视
为拥有米其林程度的优质水平。斯基亚菲诺对亚
马逊具有热爱，擅长使用河域中的在地食材，利
用他精湛的技艺与创意，研发出各种具有雨林风
情的美味餐点，让您不仅走进并看见亚马 逊、还
能亲口尝到她的美！



亚葵号 / 各种船上设施
室内交谊厅、观景餐厅、室外休憩区、酒吧、精品店、观景甲板
位 置 ： 第1、2层 尺 寸 ： 21.4平方公尺 最大入住人数：第1、2层

双床配置（可合并为一大床）、全舱房配有全景落地窗舱房内起居空间、淋浴间、卫浴用品、吹风机、
24小时热水供应、舱房之间通讯设备。

01 0501豪华套房。02亚马逊导览。03亚马逊巨嘴鸟。04亚葵号美食。05休闲区。06用餐区。07亚马逊树獭 02
【实际菜色以餐厅当日食材为主，图片仅供参考】 03 06 07

04



2015-2016最新特选住宿推荐
根据实际出团经验与贵宾回响，每年更新，务求为您安排出门在外的最适行宫！

【秘鲁。库斯科】 JW MARRIOTT HOTEL CUZCO（宿两夜）
座落于库斯科历史城区，2013全新开幕之全球连锁饭店，受到世界遗产古迹围绕，地理位置
绝佳，建筑为传统西班牙殖民式风格，彷佛穿过时光隧道、住进16世纪西班牙贵族的庄园
大院。特别领先市场安排入住！

【玻利维亚。乌尤尼盐原】 LUNA SALADA HOTEL（宿一夜）
全世界最独特的饭店之一，由乌尤尼盐原自身的由特产盐砖盖成，甚至连饭店内的雕饰也是
盐造的！因盐在白天可以吸热保暖，即使在日夜温差大的高原地形，晚上也可以舒适地进

入梦乡，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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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01纳兹卡线 01

北京 洛杉矶Los Angeles（美国）

CI008 2350/2035 (11:45)

今日集合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机飞往洛杉矶，开始这一趟特别又令人期待的旅程，班机安排
于洛杉矶过夜，抵达后随即入住机场饭店好好洗涤搭机的疲惫感。

X X 机上

HILTON LOS ANGELES AIRPORT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california/hilton-los-angeles-airport-LAXAHHH/index.html) 或同级

DAY 02
洛杉矶Los Angeles 利马Lima（秘鲁）

LA601 1345/0010+1 (8:25)

早餐后，搭机飞往秘鲁首都—利马，利马这座「王者之城」直至18世纪中叶为止，一直为西班
牙统治南美时期最重要的首府城市，于1988年列为UNESCO世界遗产，为西班牙远征大将皮沙
罗，于公元1535年所建，该城距离太平洋15公里，拥有相当迷人的海滩，古城内极富西班牙殖
民色彩的建筑风格。班机于当天深夜抵达，随后接往饭店休息。

饭店内 机上 机上

COSTADEL SOLWYNDHAM LIMA AIRPORT
(http://www.costadelsolperu.com/secciones/lima/index/lang/en) 或同级



DAY 03
利马Lima 307km(4时10分) 纳兹卡线Nazca Lines
帕拉卡斯Paracas

早餐后，展开利马市区观光，走访 ◎行政大楼Palacio De Gobierno、
◎武器广场Plaza Mayor、◎利马大教堂 La Catedral De Lima、◎市政
府，随后前往依卡，【特别安排】搭乘★小飞机参观南美洲特别有名的

谜样文化遗迹—纳兹卡线UNESCO 1994。纳兹卡线是横越南美洲沙漠
之巨大图样，因此您只能乘坐飞机才能将此景尽览眼底，其起源实在

让人百思不解而吸引世界各地人潮前往探索，有些专家学者推论其为

一个天文学之历年，更有些人说此为幽浮（UFO）降落地点之记号，
说法各异，而许多电视节目也均以此为主题，包括国家地理频道均曾

探讨这神秘的地点，看着各种图案──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老鹰，最大
的一幅直径长度超越200公尺，简直就像外星人一时兴起，从高处涂涂
抹抹画出的涂鸦，否则以两千年前的技术，如何在地面拉出范围那么

广，线条又那么完整的图形？而这也是造访南美时必玩的景点。为了

让贵宾都有机会能从飞机窗口看见沙上的图案，小飞机座位有限，最

大台的也只能搭乘十人，一生一次的传奇景点让人难忘。之后专车前

往帕拉卡斯，夜宿于此。

*为了观景，小飞机将有特殊飞行方式，较为颠簸，建议贵宾提前服用晕机药物。

饭店内 西式餐盒 当地风味餐

DOUBLETREE RESORTS BY HILTON HOTEL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peru/doubletree-resort-by-hilton-hotel-
paracas-peru-PIOPEDT/index.html) 或同级

01利马大教堂 01





PARACAS
DOUBLETREE
RESORTS
BY HILTON HOTEL







DAY 04
帕拉卡斯Paracas 260km(3时) 利马Lima

【特别安排】游览鸟岛
【玩家特选】秘鲁殖民文化及印加民俗秀晚餐

今日★搭船行经秘鲁外海的岛屿－鸟岛，惊叹大自然的奇观：奇岩山洞、
满天空满岛屿的海鸟、海狗......等等，并可欣赏沙丘上的烛台型图案。
尔后返回利马，走访世界知名的 ◎情人公园El Parque del Amor，感受
这南太平洋边的浪漫气息。晚间特别安排近代领队私房行程-秘鲁殖民
文化及印加民俗秀晚餐，为您的利马行程锦上添花!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秘鲁殖民文化及印加民俗秀晚餐

THEWESTIN LIMA HOTEL
(http://deals.westin.com/Westin-Lima-Hotel-3286/special-offers?language=en_US) 或同级

DAY 05
利马Lima 依基托斯Iquitos-亚马孙河豪华河轮

LA2380 1010/1205 (1:55)

早餐后从利马出发搭机，飞往亚马孙河上游城市依基托斯，抵达码头后，
豪华游轮将在那里等候大家，专车前往当地风味餐享用午餐；午后展开

依基托斯市区观光，沿途欣赏着秘鲁乡村景色。接往纳乌塔码头 Nauta
Wharf准备登船，展开四天三夜的亚马逊豪华河轮之旅。在您踏上船的
这一刻，即刻开始体验船上迷人的气氛。当您进入典雅利落的套房不久，
我们将航向亚马孙河，开始一段奇特的探险之旅，探索只有世界旅行家
所喜爱探访的人间仙境。当船慢慢驶离伊基托斯时，您可以到上层甲板
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我们将沿着亚马孙河及其最大的
两条支流—Ucayali和Maranon航行。晚上安排了欢饮晚宴，秘鲁菜系
被认为是世界上一流的佳肴，船上特别为旅客们安排一位世界级主厨—
佩德罗．米格尔．斯基亚菲诺，他是秘鲁十大名厨之一，他的餐厅是秘鲁
首都利马最好的餐厅。船上也准备了各式的风味餐包括素食菜，旅客们将
轻松的坐在餐厅里享受南美洲独特的红酒，庆祝这美好行程的开始。在船
上享受美食的同时，您可以透过大面观景窗观看河岸两侧迷人的风景，
在回房休息前也可以到上层甲板欣赏南美不一样的热带丛林夜景。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游轮上欢饮晚宴

亚马逊豪华河轮私人舱房
小提醒：因亚马孙河潮汐作用，豪华河轮行程顺序可能有所调动，敬请谅解，并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01 04
02
03

01海狗。02情人公园。03亚马孙河。04树獭





LIMATHEWESTIN LIMA HOTEL





01
02 03 04 0501亚马孙河。02托哥巨嘴鸟。03红尾鸭嘴鲶。04亚马逊居民。05亚马逊鳄鱼。

DAY 06
亚马孙河Amazon 亚拉帕Yarapa
克拉委罗湖Lake Clavero

晨起于亚马孙河看日出，捕捉这雄伟的亚马孙河首入眼帘
之美，清晨太阳从这大片绿色森林中升起，这时的亚马逊
河有一种别样的美丽；这只是亚马逊美景的一部分，在接
下来的行程中将会有更精彩的美景等待着大家。上午探索
亚拉帕河 Yarapa River，我们将乘坐橡皮艇游览，让您
有机会拍摄这里的绝美风景，也将有机会见到许多稀有动
物，如热带鸣鸟、黑领鹰、燕鸥和树懒等。下午展开克拉
委罗湖寻访，在自然与鸟鸣声环绕下，享受美妙的午后时
光，您也可以试着漫游于此湖。在此，我们也将体验壮观
的亚马逊夕阳景象。

豪华河轮 豪华河轮 豪华河轮

亚马逊豪华河轮私人舱房
小提醒：因亚马孙河潮汐作用，豪华河轮行程顺序可能有所调动，敬请谅解，并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DAY 07
亚纳帕Yanallpa 多拉多河Dorado River

帕卡亚．萨米利亚国家自然保护区Pacaya-Samiria National Reserve

今天早上您将随着导游探索帕卡亚．萨米利亚国家自然保护区寻找一些野生动物，例如：赤秃猴、
松鼠猴、鞍背狨猴、树獭及其它的物种。我们将观察季节性涨潮区域的树木，导游会说明在这几个
月里，这些植物的自然机制是如何使其维持在水中生长。午后，我们将探索「丛林之镜」，您可以
欣赏参天大树倒映在河面。当傍晚来临，丛林变得黑暗，我们要驶向多拉多河，开始寻找凯门鳄
鱼、青蛙、狼蛛等夜间生物的足迹。

豪华河轮 豪华河轮 豪华河轮

亚马逊豪华河轮私人舱房
小提醒：因亚马孙河潮汐作用，豪华河轮行程顺序可能有所调动，敬请谅解，并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DAY 08
海牛救助中心 依基托斯 利马
【特别安排】拉 丁风情海 上餐 厅晚餐

LA2381 1245/1430 (1:45)
本日早餐后靠岸下船，在前往机场前，会带您参观 ★海牛救助中心。随后搭乘中午航班飞往利马。参观秘

鲁著名之★拉科博物馆Larco Museum，过去印加庞大的帝国，没有留下语言、却留下许多珍贵的陶瓷工
艺品、让我们从出土的陶瓷容器里，了解印加人工一进步的历史演进，更透过外观及各种造型，亦知道过
去社会的组成与发展。★圣方济修道院 Convento De San Francisco，1991年被一并归入利马旧城区、
成为世界遗产UNESCO一部分。晚间特别安排具拉丁风情 ★Rosa Nautica 海上餐厅用餐，欣赏太平洋环
绕的海景，透过惬 意的心境去领会这无可取代的体验。

游轮上 精致餐盒 高级海景秘鲁式风味餐

THEWESTIN LIMA HOTEL
(http://deals.westin.com/Westin-Lima-Hotel-3286/special-offers?language=en_US)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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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9 LA2023 0800/0920 (1:20)

利马 库斯科Cuzco (海拔3400m) 30km(35分)
琴切罗Chinchero 17km(25分)
莫罗Moray 30km(30分)

玛拉斯盐矿Maras Mines 12km(20分)
神圣谷地Sacred Valley

早上搭机飞往位于海拔3400公尺的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UNESCO 1983。抵达后饮用传统抗
山症茶，并略为休息。途经神圣谷地的安地斯印地安村落◎琴切罗小镇(印加传说为彩虹的诞生
之地)，欣赏印加人的传统砖屋。随后驱车前往座落于山谷间，利用山谷含有丰富盐矿所形成特
殊地景的◎盐田玛拉斯Maras，续走访◎神圣谷地，夜宿于此。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饭店内

TAMBODEL INKA RESORT AND SPA
(http://www.fivestaralliance.com/luxury-hotels/cuzco/tambo-del-inka-resort-and-spa)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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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0
神圣谷地 19km(25分)

奥兰坦波 30km(30分)

奥兰坦波Ollantaytambo
库斯科

马楚比楚Machu Picchu

今日从奥兰坦波搭乘高原火车沿着河谷登上 ★马楚比楚UNESCO 1983，一个建于海拔2400公
尺山峰上的印加古城，至山中车站换乘小巴士，再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往古城参观，这里究竟是
何时所建？又是何时消亡？存在于该处的理由是什么？至今仍没有个明确的答案。城内砌石筑
台，错落有序，尤其是神殿及「太阳钟」的设计更充份展现印加文明中，高度发展的天文学，
四周高山环绕，其幽静神秘，实乃今世难寻，它不但被列为世界遗产，更是难得的「综合遗产」
──既是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由导游引领，走进这些古老的遗迹，欣赏其中的城市设计：
有皇室贵族居住的特区，有专司祭祀的神殿区，有平民区……一切严格划分。整个山谷弥漫着浪
漫空灵的气息。坐在山坡上鸟瞰整座古城，别有一番气息。随后返往库斯科。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当地风味餐

JWMARRIOT HOTEL CUSCO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cuzmc-jw-marriott-el-convento-cusco/)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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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奥兰坦波市集。02.马楚比楚火车
03.04马楚比楚

Machu Picchu



01萨夏乌曼城垣。02印地安手工艺品市集。03乌罗族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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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库斯科

作为印加帝国的旧首都，库斯科是个丰姿独具的文化古城。在秘鲁当地的奇楚亚语Quechua中，
Cuzco是「肚脐」的意思，始建于11～12世纪间，由第一位印加国王「太阳之子」曼科•卡帕克
Manqu Qhapaq 建立，曾是印加文明的商业、农业与宗教中心。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城市，
但未造成太大破坏，因此许多古迹都能维持至今，并且在1983年被列为世界遗产。库斯科的城市整
体轮廓，像是一只美洲豹，头部是以巨石堆砌而成的★萨夏乌曼城垣Saqsaywaman，中心广场则位
在腹部。其Z字型的外墙象征美洲豹的利牙，登临其上可一览这印加古城的风采。另将游览◎印加帝
国欢乐广场 Plaza De Armas（阅兵场）、◎太阳神殿 Qorikancha 遗址的著名石墙基、◎西班牙教
堂。★ 坦波曼切 Tambomachay、曾为军事用的 ★ 普卡普卡拉 Puca Pucara和★印加坎库神殿
Qenqo Tempo，途中可顺道探访印地安手工艺品市集。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饭店内

JWMARRIOT HOTEL CUSCO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cuzmc-jw-marriott-el-convento-cusco/) 或同级



DAY 12
库斯科 345km(4时45分)

胡里亚卡Juliaca 47km(50分)
普诺Puno (海拔3800m)

今日专车经过胡里亚卡，前往 ◎ 的的喀喀
湖 Lake Titicaca 畔小城──普诺，此城以
原 住 民 手 工 艺 品 着 名 ， 位 在 的 的

喀

喀湖东侧。此城以原住民手工艺品著名。

的的喀喀湖是南美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

最高的可航行湖 (海拔3,812公尺) 湖中有

无数由芦苇堆成的浮岛。午后安排 ★搭船
探访最原始的印地安乌罗族 Uros，或许
因为高原的封闭环境，他们的习俗始终维
持在最传统的状态。乌罗族人曾是印加

人的奴隶，早在印加帝国兴起之前，就一

直生活在同样的土地上。或许说「土地」

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的的喀喀湖畔产一种

叫做「TOTORA」的芦苇，乌罗族人便用
这种芦苇来编造船筏、盖房子，甚至在湖

上建造了大型浮岛、直接在湖上生活。在

的的喀喀湖上就有数十个这样的浮岛，如

同一个个村落，踏上★人工浮岛的感觉很

舒适，就像踏上厚厚的地毯一般。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饭店内

LIBERTOADOR LAGO TITICACA PUNO
(http://www.libertador.com.pe/) 或同级

01音乐巫师。02喀喀湖岸圣城。乌罗族芦苇船 01 0203



DAY 13
普诺 143km(2时) 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玻利维亚）65km(1时30分)
华塔哈塔Huatajata 77km(1时40分) 拉巴斯La Paz

今日前往的的喀喀湖岸圣城◎科帕卡巴纳。此城因山顶圣迹──「黑面圣母」吸引无
数朝圣客，其西班牙大堂建筑结合当地色彩，倍显突出，是许多信徒一生要去朝拜
一次的地点。中午搭乘★汽艇，越过广阔的湖面，前往停靠传闻中印加帝国的圣岛
◎太阳岛Isla Del Sol，参观岛上传统村落独一无二的草船制造，欣赏传统音乐巫
师算命等活动。之后专车前往拉巴斯，位于白雪覆盖的高山山脚，拉巴斯因为各种
文化的混合而有文化对比之都「CITY OF CO NTRAST」的美誉。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饭店内

SUITES CAMINO REAL
(http://www.caminoreal.com.bo/suites/en/hotel-overview.html) 或同级





DAY 14
Z8306 1325/1410 (0:45)

拉巴斯 乌尤尼Uyuni
今日展开拉巴斯的市区观光，游览全市各种不同时期所发展的地
标：◎殖民期旧街、◎露天博物馆Templete Semisubterraneo、★
圣方济教堂Iglesia De San Francisco、◎穆里约广场Plaza Pedro D
Murillo、◎印第安市集、◎巫师市场Mercado De Hechiceria等。拉
巴斯是个融合着各种文化的奇妙城市，前一秒还走在饶富殖民风情的
欧式教堂前，一转头，就能看到街角小贩兜售着稀奇古怪的巫术道具
，玻利维亚人购买巫术用品，就像我们到便利商店买份报纸一样稀
松平常。像是骆马胚胎，听起来彷佛要用来施展什么极度邪恶的
法术，但对当地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杂货」，例如兴建
大楼时，地基可是非埋骆马胚胎不可的。午后搭机飞往乌尤
尼，驱车来到◎乌尤尼盐湖，观赏日落，夜宿由食盐作为
建材构成的特色饭店。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饭店内

LUNA SALADA HOTEL
(http://www.lunasaladahotel.com.bo/) 或同级

01.02.03乌尤尼盐原 01 0203



UYUNI SALT LAKE



DAY
15

乌尤尼 拉巴斯
Z8309 1440/1525 (0:45)

今晨再次驱车来到 ◎乌尤尼盐湖，观赏日出；此地是玻利维亚最大
的产盐地，◎乌尤尼盐湖位于乌尤尼小镇附近，海拔约3700公尺的
山区，是世界最大的盐沼，盛产岩盐与石膏，这里的盐层很多地方
都超过10米厚，总储量约650亿吨。来到此地先参观◎「水之眼」
，接着进入盐沼，贵宾可在这里尽情拍照，享受美好的上午。下午
搭机返回拉巴斯，夜宿于此。

早餐餐盒 饭店内 饭店内

SUITES CAMINO REAL
(http://www.caminoreal.com.bo/suites/en/hotel-overview.html) 或同级

01.02.03乌尤尼盐湖 01



DAY 16
拉巴斯 利马Lima 洛杉矶Los Angeles 北京

LA2569 0630/0730 (2:00) & LA2604 1240/1840 (9:00) & CI007 2325/0550+2 (14:25)

简易早餐后前往机场。经利马转机后，班机于晚间抵达洛杉矶。

饭店餐盒

机上

机上 机场简餐

DAY 17-18
北京

今日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于次天凌晨抵达北京，回到温暖的家，圆满完成此次秘鲁、玻利维亚
18天之旅。

机上

机上

机上 X



应备资料
（数据依各国签证处数据为准，若有变动将随时告知）

。护照正本（一年以上效期）

。身份证正、反复印件（附配偶生日）

。<请勿戴眼镜> 4*4公分大头照照片2张
（玻利维亚签证用）

。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黄皮书）。

。30天内 英文存款证明正本三份（总额需大于团费）。

。订金 30,000。

。白底二吋大头照照片4张（最近3个月内照片）。
。个人基本数据，公司或学校基本资料。

。连络电话。

。特殊餐食要求。

01拉巴斯市集 01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

「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