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墨西哥、古巴世界文化遺產巡禮15日 
 說到墨西哥會讓人聯想到的是仙人掌、大盤帽、吉他、龍舌蘭酒、阿茲特克帝國…；古巴則令人想起雪   

 茄、蘭姆酒、棒球、騷莎舞、卡斯楚…。這兩個緯度與台灣等高，充滿多彩多姿的國度,總是讓人想一探 

 究竟。前者曾經是多種美洲文明的發源地，包括了馬雅文化、托爾特克文化和阿茲特克文化等；後者則 

 融合了複合式文化並且被冠上『加勒比海明珠』之美名。豪福旅行社規劃的墨西哥馬雅古蹟、古巴巡禮 

 15 日中將帶您走訪曾經高度文明的阿茲特克帝國、蘊藏神秘馬雅遺蹟的猶加敦半島以及禁令屋簷下卻又 

 熱情浪漫的美麗島國古巴… 

 



【行程特色】：        

◎探訪中部美洲 Mesoamerica 文明雙國： 

 『雪茄烈酒』之國【古巴】－衍義＜福地＞的古巴，盛產雪茄、蘭姆酒及龍舌蘭酒。 

 『阿茲克特』之國【墨西哥】－阿茲克特人奉神諭指示，在此建立「眾神之都」王國。 

◎參觀西班牙式建築風采的舊城區：瓜納華朵、聖米蓋爾．阿連德、墨西哥市、哈瓦那。 

◎「加勒比海之珠－古巴」，擁有美麗海灘的浪漫拉丁國家。欣賞亞熱帶大型歌舞秀，參觀蘭姆酒工廠。  

  親臨【老人與海】作者—海明威的故居，並於海明威與好朋友共進餐食的餐廳用餐。 

◎造訪墨西哥三大古文明： 

  馬雅文化遺址之旅：墨西哥的吉傑以札、烏斯馬。 

  阿茲特克帝國遺址之旅：墨西哥的迪奧狄華肯、霍契米爾科的水上花園。 

◎中美洲勝者獻祭【蹴球場】之旅：墨西哥的吉傑以札。 

◎造訪龍舌蘭酒產區，品嚐墨西哥的國酒”TEQUILA”。  

 

1.【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參觀 8 個世界遺產城市：古巴哈瓦那舊城區、瓜納華多舊城區文化中心、聖米蓋爾．阿連德防禦城鎮、 

  迪奧迪華肯帝國遺址、烏斯馬馬雅遺跡、吉傑以札及墨西哥市與霍契米爾科水上花園等。 

 

2. 減少旅途舟車勞頓：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安排霍契米爾科五彩繽紛的畫舫船航行於水上花園，彷彿划入時光隧道，感受二千年前阿茲克特人在 

  地生活。 

  

3. 精心安排食宿： 

◎住宿大多以四星級為主，享用西式早餐、特色風味餐、中式七菜一湯等。 

◎海明威料理：親臨【老人與海】作者—海明威的故居，並於海明威與好朋友共進餐食的餐廳用餐。 

 

4. 豐富旅行紀念： 

◎拜訪加勒比海的珍珠─古巴，是個擁有美麗海灘的浪漫拉丁國度。並欣賞著名的亞熱帶大型歌舞秀。 

 

5. 增加旅遊時間： 

◎用心規劃，行程不重複，讓您遊覽更多景點。 

 

出團日期：11/27、2/12、3/18     
 

 

 

      

 

 

 

 

 



第 01 天  台北東京（首爾）墨西哥市 MEXCIO CITY (墨西哥)－杜拉 TULA(多爾特克遺跡)－聖米蓋 

爾．阿連德 SAN MIGUEL DE ALLENDE    

         TPENRT、AM 057 15：25/13：15 (飛行時間：02：50、12：45 時) 

         搭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並於機場候機，隨後轉機飛往墨西哥市。 墨西哥市是世界最大、人口      

         最稠密的城市之一，也曾經是阿茲克特王國所在地，更是世界遺產城之一。抵達後前往位在墨    

         西哥城北方 85 公里處的杜拉。傳說中★杜拉遺跡的主人是由有「戰士集團」之稱的多爾特克 

         族所建的都城；亦是羽蛇神出身的地方。爾後驅車前往在 2008 年列為世界遺產的 聖米蓋爾． 

         阿連德，瓜納華朵州的聖米蓋爾．阿連德，她是個美麗又富風情的山中小鎮，並保有令人著迷    

         的殖民時期的美麗建築。此城以墨西哥獨立戰爭英雄—伊格納西歐．阿連德的姓冠加於此小城  

         之名。 

         早餐：機上餐             午餐：當地料理或餐盒                晚餐：墨西哥套餐                     

        【宿】：REAL DE MINAS 或 IMPERIO DE ANGELES 或 MONTEVERDE EXPRESS HOTEL 或同級 

 

第 02 天  聖米蓋爾．阿連德 SAN MIGUEL DE ALLENDE－80 km 瓜納華朵 GUANAJUTO 

         今早在此參觀 17-18 世紀所建的歷史中心古城：粉紅色的▲大主教堂、▲主廣場、▲主花園和

獨立運動英雄-★伊格納西歐．阿連德出生故居博物館。下午參觀位墨西哥中央高地的 瓜納

華朵，其是以礦產和鞋業聞名，且是瓜納華朵州的首府，也曾是世上產銀最多的地方之一，現

仍持續生產中。銀礦業的盛況，賦予此城繁華富裕的景象，因而出現許多華麗的巴洛克式和新

古典主義的建築。今日在此參觀★瓜納華朵州立博物館、墨西哥最偉大的壁畫家之一的▲『狄

亞哥‧里維拉』之家、墨西哥獨立戰爭初期的礦工英雄的▲『皮皮拉』紀念碑、▲親吻小巷、

▲行人徒步區、▲聯合花園及▲瓜達露佩大教堂等。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墨式自助餐                晚餐：酒店內套餐                     

        【宿】：COMINO REAL HOTEL 或 QUINTA LAS ALONDRAS 或 GRAN PLAZA 或同級 

 

第 03 天  瓜納華朵 120km 龍舌蘭酒莊 230 km 瓜達拉哈拉 

早上驅車參觀龍舌蘭酒莊之旅，據說西元三世紀時當地的印地安人就已會釀造龍舌蘭酒

TEQUILA 了，龍舌蘭是一種草本性的植物，墨西哥人是以它的地下莖作為釀酒的源料，它是墨

西哥的出口大宗，所以政府對它的品質控管是很嚴格的。由於已有將近 2000 年的歷史，所以

聯合國於 2006 年將龍舌蘭酒的產區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了解龍舌蘭收割的過程，再參觀蒸餾

場，並逐一介紹製作的過程。前往墨西哥第二大城－瓜達拉哈拉。瓜達拉哈拉是哈利斯科州的

首府，也是最具有墨西哥風情的地方，這裡更擁有墨西哥的名產龍舌蘭酒。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SAMBORS 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餐                     

        【宿】：HOTEL CAMINO REAL 或同級 

 

 

 

 

 

 

 

 



第 04 天  瓜達拉哈拉－莫雷利亞 MOLIA  

上午參觀瓜達拉哈拉市區建於 1805 年的孤兒院，現在已被改為★ 文化中心，並列為世界人 

類文化遺產，其中以禮拜堂內的壁畫最為有名，隨後參觀▲主廣場上的▲大教堂、▲市政廳及

自由廣場。驅車前往參觀米却肯州的首府莫雷利亞【UNESCO, 1991】，整個城市佈局井然有序，

▲莫雷利亞大教堂▲莫雷洛斯之家博物館栩栩如生的重現在你眼前。市郊的▲水道橋可以說是

莫雷利亞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了，它是於 1785 年為了提供整個城市的用水而建造，總共有 253

個拱門，後因水量不足，於 19 世紀末停用。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餐盒或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宿】：HOTEL ALAMEDA CENTRO HISTORICO 或 VIRREY MENDOZA 或同級 

 

第 05 天  莫雷利亞 MOLIA－塔斯科 TAXCO 

         今日前往古城塔斯科，是一個以銀礦致富的城市，有「白銀之都」的稱號。被美國 CNN 旅遊  

         節目網站票選為全球 10 大最美小鎮之一。參觀在城中央的▲博達爾廣場、美麗的▲聖普里斯 

         卡教堂、★塔斯科博物館和★銀器博物館。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酒店內套餐                       

        【宿】：HOTEL MONTE TAXCO 或 AGUA ESCONDIDA 或同級 

 

第 06 天  塔斯科 TAXCO 173km 墨西哥市－迪奧狄華肯 TEOTIHUACAN－墨西哥市 

         今早返回墨西哥市，並前往★迪奧狄華肯，祂有＂諸神之都＂之稱，是二千年前建成的古城， 

         阿茲特克人發掘此地時，認為這些大規模的建築絕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因而將此取名為＂迪 

         奧狄華肯＂。佔地約二十一平方公里，人口卻有二十萬人。今日順著長 2 公里、寬 45 公尺的 

         ＂慶典大道＂，在此您可參觀羽蛇神金字塔、地下神殿、太陽金字塔、月亮金字塔、美洲虎宮 

         殿。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阿根廷烤肉餐        晚餐：酒店內套餐                       

        【宿】：NH CENTRO HISTORICO HOTEL 或 GENEVE 或 CAMINO REAL 或 KRYSTAL REFORMA 

 

第 07 天  墨西哥市 

         今早前往參觀由阿茲克特王朝建於一世紀的▲中央廣場，此處為西班牙殖民時代的精華區包 

         括：美洲大陸最大，最具有規模的教堂★大都會主教堂、紅色火山石所建的西班牙親王官邸－  

         ▲國家宮殿。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當地特色料理        晚餐：SAMBORS 當地料理                      

        【宿】：NH CENTRO HISTORICO HOTEL 或 GENEVE 或 CAMINO REAL 或 KRYSTAL REFORMA 

 

第 08 天  墨西哥市 MEXICO CITY梅里達 MERIDA 80km 烏斯馬 UXMAL 80km 梅里達   

         AM 420 08:05/10:00 (飛行時間：01：55 時) 

         今日搭機飛往梅里達，隨後驅車前往大型瑪雅古城遺址 ★烏斯馬，繁榮於西元 600 年到 900   

         年間，喜歡使用類似馬賽克的拼嵌技巧將石塊排成幾何圖案的牆飾，由於這個地區的建築風格 

         有獨具特色，因此被稱為布克風格。參觀地標「魔法師金字塔」、「修道院」、「政府宮殿」等建 

         築。參觀完之後搭車返回梅里達。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墨式土窯雞餐       晚餐：火雞肉餐                     

        【宿】：EL CASTELLANO 或 FIESTA INN GAMA 或 DEL GOBERNADOR 或 WYNDHAM 或同級 



第 09 天  梅里達 123km 吉傑以札 CHICHEN ITZA 41km 瓦利阿多里德 VALLADOLID  

         上午前往猶加敦半島上的 ★吉傑以札遺跡，是古馬雅文明後期的建築，此城市建於西元五世  

         紀，但在七世紀末，不知什麼原因馬雅人離開了，大約經過了三百多年托爾特克領導者－羽蛇  

         帶領族人來此定居，所以吉傑以札遺址是融合馬雅人及托爾特克人的偉大建築文明。今日參觀 

         馬雅人對數學才能及羽蛇祭祀活動處的▲城堡金字塔、上千石柱圍繞的▲戰士神殿、完美建築 

         藝術及精確計算出日月變化的觀察站－天文台、全墨西哥最大的蹴球場及聖泉等。之後前往瓦 

         利阿多里德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當地特色料理 

        【宿】：ECOTEL QUINTA REGIA 或 MESON DEL MARQUES HOTEL 或同級 

 

第 10 天  瓦利阿多里德 VALLADOLID 席特魯地下溶洞 113km 圖倫 TULUM131km 坎肯 CANCUN 

         上午前往參觀★席特魯地下溶洞，是一個擁有地下湖的石灰岩洞穴，洞頂因侵蝕而塌陷，太陽  

         從洞頂射入湖面，形成夢幻的景觀，可在此享受游泳樂趣。之後前往參觀★圖倫，是瑪雅文明 

         最後建造和居住的城市之一，13 和 15 世紀之間為其最繁盛時期，是保存最完好的沿海瑪雅遺 

         址之一，位於 12 公尺高的濱海懸崖上。續傍晚前往墨西哥加勒比海渡假勝地─坎肯。坎肯是 

         墨西哥加勒比海邊熱門的休閒渡假中心，有著陽光、沙灘和藍得令人陶醉的海水與天空。抵達 

         後，前往坎肯渡假旅館，放慢腳步，沉澱自己，換上輕鬆怡然的心情，盡情悠然地享受美麗時 

         光。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圖倫風味餐         晚餐：中式餐 

        【宿】：PRESIDENTE INTERCONTINENTAL 或 WESTIN RESORT AND SPA 或同級 

 

第 11 天  坎肯 CANCUN 哈瓦那(古巴) 

         4O 904 1450/1605 (飛行時間：01：15 時)   

         今日搭機前往機場，後搭機前往有〞加勒比海之珠〞之稱的古巴首都－哈瓦那，抵達後到今前 

         往〝老人與海〞的美國知名作家★海明威故居，他居住的拉維希亞牧場位於哈瓦那東邊，海明 

         威於此居住了 20 多年(1939—1960)並於此孕育出其知名作品〝老人與海〞，此處仍保有他最後 

         離去的景象。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宿】：PANORAMA 或 HOTEL QUINTA AVENIDA 或 MEMORIES 或 NACIONAL 或同級 

          

第 12 天  哈瓦那 

         棒球、雪茄、卡斯楚是國人對古巴的印象，尤其雪茄是古巴國寶級的產物，世界馳名，其中以  

         Cohiba 最有名，只要識貨，在此可買到很便宜且品質好的雪茄。今日帶您參觀另一項古巴特產 

         －甘蔗，古巴人將甘蔗壓榨後，再經由發酵、蒸餾後而成蘭姆酒，蘭姆酒是用來調製雞尾酒， 

         在此參觀★蘭姆酒博物館。續往 哈瓦那市老城區觀光：昔日哥倫布遺體曾安置於教堂內的▲ 

         大教堂、▲劇院、▲中央公園、昔日西班牙殖民時期★政府大樓(現為博物館)和參觀★〝老人 

         與海〞作者海明威曾居住過的旅館。晚上欣賞「亞熱帶」大型歌舞秀。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宿】：PANORAMA 或 HOTEL QUINTA AVENIDA 或 MEMORIES 或 NACIONAL 或同級 

          

 



第 13 天  哈瓦那墨西哥市 

         AM 452/058 1505/1715、0015/0620+2 (飛行時間：03：15、15：05 時）  

         今早前往新城區的革命廣場參觀★荷西馬丁紀念館－他帶領古巴人反對西班牙人統治的古巴 

         民族英雄。午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墨西哥市，之後轉機飛往東京(首爾)。夜宿機上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機上                      

        【宿】：機上 

 

第 14 天  墨西哥市 東京（首爾） 

         AM 058 0015/0620+1 (飛行時間：15：05 時） 

         轉機飛往東京(首爾)，途中飛機追隨旭日而行，經國際換日線，您將體驗一個漫長的白晝。夜   

         宿機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宿】：機上 

 

第 15 天  東京（首爾）台北 

         NRT/TPE  (飛行時間：04：10 時） 

         抵達東京(首爾)之後，轉機返回台北，回到溫暖而甜蜜的家，和摯愛親友共享回憶。 

          

 

【特別說明】： 

本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 UNESCO 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航班及飯店僅供參考，確定行程及住宿交通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1.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9 個月以上之效期。 

  2.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3. 六個月內之二吋彩色照片 2 張。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5. 財力證明：最近六個月內每月平均餘額最少為新台幣 80,000 元之銀行存款正本及影本乙份。 

6. 旅客基本資料（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7. 工作天：15 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