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墨西哥城 8 天 7 夜
墨西哥城,天坑奇琴伊察,梅里达,卡门海滩
行程单

第 1 天: 抵达坎昆接机
餐： 早：自理 午：自理 晚：全包型酒店客人，享用酒店晚餐，其余均为晚餐自理
全天 24 小时免费接机（英文），我们将举着客人名字接机.
全包型酒店客人，享用酒店晚餐，其余均为晚餐自理

坎昆

住宿安排 酒店

第 2 天: 坎昆-天坑-天坑奇琴伊察-梅里达
餐： 早：酒店 午：赠送价值 15 美金庄园午餐
晚：全包型酒店客人，享用酒店晚餐，其余均为晚餐自理
约 7:00-8:00 在指定地点接客人 前往“苏伊顿天坑”（Suytun cenote）（车程约 2 小时）
约 10:00 抵达网红打卡“苏伊顿天坑”（Suytun cenote）（停留 30 分钟 含门票）
【Suytun cenote】网红打卡“苏伊顿天坑”，一条细细的青石板路延伸到绿松石一样的水池里，
这个就是在“小红书”和 Instergram 上被点赞千百次的网红天坑“苏伊顿”它不是很大，但是它的
奇特景观让人都想来这里拍照留影，它是一个阿瓜达斯灰岩坑，它的自然美得让人叹为观
止，石窑内的石墩让它看来如此的神秘，水池的水相对高耸的石壁比较浅，它就像一个巨大
的开放的教堂，教堂的天花板的那个裂缝是整个“苏伊顿天坑”最好的财富和亮点，它处于一
个几乎完美的位置，光线正好照在天然井的正中央，如果空气的湿度大或空气中有些粉尘，
那就是照相的最好的效果了，站在岩洞青石板路的尽头，天坑的中间，一束光从顶部直射下
来，犹如天使的双臂环抱着你。

约 10:30 前往庄园（Saamal Cenote）天坑（车程 15-20 分钟，游玩约 1 小时左右 含门票）
【Saamal 天坑】是尤卡坦地区最大的天坑之一，它提供最贴心的服务和设施给所有来这里的
客人，如：淋浴房和更衣室，储物柜和救生衣，通过一个由木头和石头构成的乡村风格的走
道、楼梯和平台，就可以到天坑的水边，在天坑的上方你会发现瀑布从天而降，细长的藤蔓
细水瀑布般垂落在天坑之上，绞绞飘舞，蔚为奇景。底部池水碧绿清澈、水光涟滟、静谧安
宁，令人不禁发出思古之幽情，在这个独特的宁静和美丽的环境里，让您倍感放松和神清气
爽，让您不想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
注意：今天可在“萨梅儿天坑”游泳，请内着泳衣携带毛巾与干衣物，天坑有更衣室与冷水淋
浴。
约 12:30 左右 步行前往玛雅丛林庄园天坑（Hacienda Selva Maya and Cenote Saamal）午餐
午餐可享受当地墨西哥百年历史的庄园丰盛的自助餐（赠送价值 15 美金的午餐，用餐时间约
45 分钟）
来到尤卡坦地区，首先要看的是它神奇的玛雅文化，接着就是它的殖民文化和去天坑游泳，
当然一顿丰富的当地美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玛雅庄园丛林天坑”是这里唯一拥有这一切的
综合体，这座有着近两百年历史的玛雅庄园曾经是一位富豪的私宅，他被这里的天然美景和
天坑所吸引，在这里建立他的家园，这里环境优美，西班牙式的殖民建筑保存的和百年前几
乎一样，这里的自助午餐也是最有名的，它的菜式包含了：尤卡丹式煎猪排，玛雅红烩猪
肉，奶油鸡柳，墨西哥玉米粽子，等不容错过的当地美食，另外还有各色沙拉和甜点，任君
享用。
约 1:00 前往奇琴伊察古城遗址：（车程 30-40 分钟，游览约 2 小时左右，含门票)
奇琴伊察是一处庞大的前哥伦布时期的考古遗址，由玛雅文明所建，坐落在今墨西哥境内的
尤卡坦半岛北部尤卡坦州，也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在 1988 年成为世界遗产。南北长 3 公
里，东西宽 2 公里，有建筑物数百座，是古玛雅文化和托尔特克文化的遗址。南侧老奇琴伊
察建于公元七至十世纪，具玛雅文化特色，有金字塔神庙、柱厅殿堂、球场、市场和天文观
象台，以石雕刻装饰为主；北侧新奇琴伊察为灰色建筑物，具托尔特克文化特色，有库库尔
坎金字塔、勇士庙等，以朴素的线条装饰和羽蛇神灰泥雕刻为主。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
地，并且是玛雅考古学主要遗迹中游客最多的地点。
约 16:00 乘车前往梅里达（约 1 小时 45 分钟，游览 1 小时，可自费乘坐马车游览）
结束行程后，乘车前往梅里达（Merida）位于墨西哥东南的尤卡丹半岛，是尤卡丹州的州
府，也是墨西哥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该城由西班牙探险家-佛朗西斯科
蒙特霍父子，于 1542 年建立。但是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这里还有一座玛雅人生活的城市 –
蒂奥（Ti´ho）。西班牙人到达蒂奥时，看到城中大部分的建筑都是亮眼的白色，使他们想到
了西班牙的白色之城-梅里达，遂用该城的名字命名他们建立的新城。时至今日，梅里达的老
城区，仍然保留着 17 世纪的样子。大量建造精美的欧式老宅矗立在街边，向人们诉说着它们
曾经的辉煌。抵达之后，如果您选择自费乘坐敞篷马车游览老城区话，那就更能感受这座城
市浓厚的文化氛围。梅里达老城区是全拉丁美洲保存最完好的西班牙殖民城市。市中心的大
教堂，总督府，蒙特霍大宅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建筑瑰宝。

约 18:30 结束行程
大约于晚上 18:30 点左右结束行程，送您回到酒店休息。
酒店在梅里达市中心，晚上可以步行在小镇上 吃吃小吃，或乘坐马车巡游美丽的梅里达。
早：酒店内
午：赠送价值 15 美金庄园午餐 晚：自理。
【自费】梅里达马车巡游 价格：$35/人

天坑奇琴伊察

苏伊顿天坑

住宿安排 酒店

第 3 天: 粉红湖-红树林火烈鸟自然保护区-泥浴-提西民小镇墨西哥小渔村特色海
鲜餐
餐： 早：酒店内 午：赠送价值 15 美金的午餐
晚：全包型酒店客人，享用酒店晚餐，其余均为晚餐自理。
约 7:00-8:00 在指定地点接客人 前往 Las Coloradas 粉红湖 （3 小时 30 分左右）
这个爆红网络的景点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 （Peninsula de Yucatan）东岸的 Las
Coloradas，，距离坎昆约 270 公里，是个非常值得一去的网红地点，不可以错过。车上的冷
气较足，可准备一件外套，避免着凉。
约 11:30 抵达粉红湖 （游览时间约 40 分钟，已含粉红湖门票）

这里的潟湖之所以为粉红色，源于水中大量的浮游生物与矿物质，肉眼可见的粉色湖水，让
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之中。一眼望去如同连着天际的一幅水彩画，让人赞叹不已
约 12:10 前往里约拉卡多斯小镇用餐（车程 30 分钟，用餐时间约 45 分钟，赠送价值$15/人午
餐）
里约拉卡多斯小镇位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交界处，海产丰富。墨西哥的海鲜沙拉
（Ceviche），蒜蓉鱼排，炭烤章鱼等特色菜都非常值得一试。
约 13:30 乘船游览红树林保护区+泥浆浴 （游览时间约 2 小时，已含红树林游船船票）
我们会搭船游览红树林生态保护区。每年会有两万多只粉红色的火烈鸟到这里来繁衍后代。
同时还有雪鹭，鹈鹕，白鹮，等超过两百种鸟类到访此地，使这里成为最好观鸟景点的。保
护区附近还有天然盐泥滩涂，泥中含多种盐类结晶混合而成的泥土，具有极好的护肤功效。
约 15:30 驱车前往提西民小镇 （车程约 1.5 小时）
提西民小镇是典型的殖民地小镇，它的前世是玛雅的原始村落，最为著名的是它的“三王大教
堂”这里也是墨西哥手工制作 Rebozo（墨西哥女性披肩）的集散地，也是传统上的贸易集散
地，因此人们也称这里是“国王的城市”。
约 17:00-17:30 结束游览，乘车返回坎昆（车程约 2-2.5 小时）
大约于晚上 7 点左右抵达坎昆，我们会按照早上出发时的接驳顺序送您会到酒店休息。

粉红湖

红树林火烈鸟自然保护区

住宿安排 酒店

第 4 天: 图伦古城+网红 Gran Cenote 天然钟乳石溶洞潜水(赠送【卡门海滩】行
程)一日游
餐： 早：酒店 午：赠送价值$15 美金的午餐
晚：全包型酒店客人，享用酒店晚餐，其余均为晚餐自理。
约 8:00-8:30 在指定地点接客人 前往图论（车程约 1.5 小时）
约 10:00 抵达图伦古城： （游览时间约 2 小时左右，必付图伦门票$10/人）
唯一一座加勒比海变的古遗址，图伦古城（Tulum）一直当年是一座海港城市，连接着玛雅人
的陆路于海路的贸易路线。“Tulum”玛雅语是“城牆”的意思，Tulum 这个名字是 20 世纪早期
探险家取的。图伦古城崎岖不平的海岸线上，拥有一连串美丽的沙滩和绿宝石一样的海水，
三面环绕的城牆。 图伦的玛雅遗址规模和建筑显得相当简朴，后古典时代的设计、工艺及装
饰相比早期的宏伟工程逊色。但图伦古城不以宏伟、壮观取胜，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面向大
海的位置和环绕一周的城牆，这在众多玛雅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
约 12:00-13:30 吃墨西哥特色午餐（车程 20-30 分钟左右，用餐 1 小时，已含$15/人午餐的午
餐）
在这里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墨西哥午餐：墨式煎牛柳，时蔬炒鸡柳，铁板鱼排或蒜蓉鱼排，
四种菜式可任选其一。作为开胃小食，还有墨西哥炸玉米片配腌辣椒
约 13:30-15:30 前往网红 GRAN 天然钟乳石溶洞潜水 免费提供浮潜眼镜，赠送浮潜呼吸管
（车程 30 分钟，游览 1.5 小时 已含 GRAN 溶洞门票 浮潜救生衣 50 比索+储存柜 30 比索为自
选费用）
坎昆所处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以石灰岩地貌为主，经过数百万年地质演化，这里形成了非常
奇特的地貌，岩层下陷后形成洞穴，同时吸收渗透的雨水，构成一个神秘的地下水系，Gran
溶洞被保护的非常好，水质清澈，如果不浮潜都可以看到水底的小鱼，乌龟爬在溶洞中间的
岩石上周边的荷叶把乌龟衬托的格外可爱，洞穴内和水下也布满了形状各异，光怪陆离的钟
乳石，如果不想浮潜溶洞天坑右侧的天池底部是细沙，可以水中漫步，当年的玛雅人称这些
天然水井为 Cenote，除在此取水和沐浴，这些洞穴对于他们来讲也有非常神圣的意义，玛雅
人认为天坑是链接凡间和天堂的入口。在坎昆这个天堂般的度假胜地，享受海滩阳光之外，
在这些天然溶洞中游泳浮潜也是当地不容错过的一个特殊体验。 这些洞穴大多位于热带丛林
深处，每年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来体验一下“甜水”浮潜。如果
您不想浮潜，那么在这个网红的天坑拍照发朋友圈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打卡地。
约 15:30-16:45【卡门海滩】（车程 30 分钟，游览 30-40 分钟）
【卡门海滩】是加勒比海最耀眼的地方之一，它位于里维拉玛雅的心脏地带，这里有迷人的
海滩、私人俱乐部和热情的人们，除了海滩，第五大道也是一个大的看点，这条商业、艺术
和美食的大道是【卡门海滩】迷人的最好体现之一，这里有当地的手工艺品，也有现代的酒

吧和大牌专卖店，【卡门海滩】是慵懒和野性的综合体，在这里的人们就是“放空、发呆、晒
太阳和日落后 party 的野性释放，热情奔放的“加勒比”在这里是个绝对好的诠释。
约 16:45-17:45 结束游览行程，乘车返回坎昆（车程约 1 小时）
我们会按照早上出发时的接驳顺序送您回到酒店休息。

图伦古城

天然钟乳石溶洞潜水

住宿安排 酒店

第 5 天: 坎昆送机/墨城接机
餐： 早：酒店内 午／晚：自理。
全天 24 小时免费接机（英文）接送机，我们将举着客人名字接机
住宿安排 酒店

第 6 天: 墨西哥城+特奥蒂瓦坎
餐： 早：酒店内 午：特别赠送午餐 晚：自理
日月金字塔(Teotihuacan)+圣母主教堂(Basilica De Guadalupe)+首富博物馆+三文化广场
约 8:30-9:00 在指定地点接客人，出发
约 9:15-9:45【三文化广场】（车程约 15 分钟 游览 15 分钟）

古印第安文化，西班牙殖民文化和墨西哥现代文化的融合，不同时期的建筑物，曾经墨西哥
外交部所在地.
约 9:45-11:15 前往【特奥蒂瓦坎】（车程约 1.5 小时左右 ）
约 11:15-12:45 【特奥蒂瓦坎日月金字塔】（游览 1.5 小时左右）
【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墨西哥境内最大的的宗教城邦，登上气势恢宏的金字塔，您
会感受到这座曾经盛极一时，能与当时罗马相媲美的古代城邦繁荣辉煌景象。【日月金字
塔】 - 太阳金字塔是世界第三大金字塔，规模大小仅次于埃及胡夫金字塔和乔卢拉金字塔。
它是古印第安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建筑宏伟，呈梯形，坐东朝西，正面有数百级台阶直达
顶端，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太阳金字塔是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它的建筑结构共分为五
层，攀登完 243 层阶梯之后可以到达顶端。每天下午在那里可以欣赏美丽的夕阳，按当地说
法，这会使你充满力量。此外，根据这座城市的传说，你可以在这里许下一个愿望。月亮金
字塔坐落于【死亡大道】的北端 - 死亡大道是一条宽 40 米的笔直的大路，两公里多的长度内
穿越了一系列清晰可见的长方形广场，两侧都有台阶相通。月亮金字塔南面有蝴蝶宫，是宗
教上层人物和达官贵人的住所，也是全城最华丽的地方。圆柱上刻着极为精致的蝶翅鸟身图
样，至今仍然颜色鲜艳。宫殿下面又发掘出饰有美丽羽毛的海螺神庙。
约 12:45-1:45 午餐（车程+用餐 1 小时）
享受丰盛的墨式传统自助餐，并可以观看墨西哥乐队和印第安舞者的现场表演，运气好时还
能听到这只墨西哥乐队哼唱中文歌。
约 1:45-14：45 前往【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车程约 1 小时）
约 14:45-15:45 参观【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BASILICA DE GUADALUPE）（游览 1 小时
左右）
该教堂是墨西哥的国家朝圣地，依山而建，坐落在墨西哥城区北边的特佩亚克圣山脚下。圣
母大教堂是世界天主教的奇观，是被罗马教皇认可的三大奇迹教堂之一。
约 15:45-17:30 参观【索玛雅博物馆】首富博物馆（车程约 45 分钟，游览 1 小时左右）
该博物馆由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为纪念亡妻投资建造。这座六层楼的博物馆里面收藏了
首富夫妇环游世界世界时收集到的各种奇珍异宝，让人大开眼界。
约 17:30-18:00 行程结束， 送您回到酒店

特奥蒂瓦坎

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

住宿安排 酒店

第 7 天: 墨西哥城市游
餐： 早：酒店内 午：特别赠送花船上午餐 晚：自理
宪法广场+国家宫+霍奇米尔科花船+大学城壁画+人类学博物馆
赠送特色花船午餐和玛利亚奇小乐队上船演奏
约 8:30-9:00 在指定地点接客人，前往墨西哥城市区（车程约 15-30 分钟）
约 9:30 -11:30 游览墨西哥市区必打卡的景点（游览约 2 小时左右）
游览墨西哥的心脏，世界第三大广场 – 【宪法广场】，感受墨西哥城古老文明与现代气息的
融合。走访【国家宫】（入内参观），这个建立在阿兹台克王宫废墟上的总统府，就如英国
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一样，是一个正在使用的中的国家机构，也是和
【大教堂】齐名的旅游景点，收藏在【国家宫】二楼的大型壁画《墨西哥历史》更是出于迭
哥.里维拉绘画生涯的最高杰作，它包含了（古文明时期-殖民时期-独立时期）等内容，非常
壮观。参观位广场另一侧的【都市大教堂】（入内参观）它是美洲最大的教堂，历时 250 年
建造而成，每个时代的建筑师都赋予了它不同时期的的风格，所以它有古典巴洛克、新古典
等多种的建筑风格，教堂内保存了中古的雕塑和管风琴，顶部的圣经壁壁画故事出自殖民时
期的大画家 Correa，使整个的教堂给人一种庄严和肃穆的神圣感觉，参观【阿兹台克大神
庙】（外观）它曾经是伟大的“特诺奇提特兰”城的最重要的祭祀和庆祝的地方，很可惜它像
古罗马“斗兽场”那样的被保留下来，但是这依然是一座最辉煌的心脏式的遗址，让所有的后
人可以窥探这个曾经最伟大的城市的辉煌的样貌。墨西哥最大的艺术宫殿-【美术宫】（外
观），以及旁边美轮美奂的【邮政宫】（入内参观），当您走在市中心的大街上，仿佛置身
于某个欧洲小镇。
约 11:30-12:30 前往【霍奇米尔科花船】（车程约 1 小时左右）
约 12:30-13:30【霍奇米尔科花船】游船+船上午餐+赠送小乐队演奏（约 1 小时）
这个被誉为“墨西哥的威尼斯”的水上小镇曾经是墨西哥的统治者阿兹台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
特兰”的一部分，当第一批西班牙士兵到达这个伟大的城市的时候是这样描述它的，「那条通
往墨西哥城的堤道又平又直，那些分布在水上的巨大宝塔、神庙和房屋，简直像《阿马迪斯
骑士传》里描述的被施过魔法的东西，我们见到的景象仿佛是梦境，值得赞美，我真的不知

如何描述」--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诺《征服新西班牙信使》1519 年 11 月 8 日的记
录，这个中世纪拥有 20 万人口的城市使入侵的西班牙人叹为梦境，1987 年，【霍奇米尔科花
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它也是墨西哥盆地中仅存的还在用的阿兹台克时
代的泻湖城市。 当天安排边游花船边在船上用轻松愉快的午餐，并赠送玛利亚奇小乐队到船
上演奏。乘着花船赏景，听“玛利亚奇”唱情歌，品尝花船墨西哥美食，体验“墨西哥威尼斯”
的时光隧道感受 2 千年前阿兹台克人的水上生活。
约 13:30-14:30【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车程约 30 分钟，游览约 20-30 分钟）
学校创建于 1551 年，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作为墨西哥最高学府，胡安·奥戈尔曼等世界级绘画大师把艺
术创作搬进了【墨大图书馆】（外观），大学城壁画，朴拙的印第安艺术风格，炫目的浪漫
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使建筑外墙上的巨幅壁画气势磅礴，异彩纷呈，再次可
以看到包括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约 14:30-17:30【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车程约 30-40 分钟，游览 2-2.5 小时）
【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该馆是拉丁美洲最大和最著名博物馆之一。它位于墨西哥城查普
尔特佩克公园内，占地 12．5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 3.3 万平方米。该馆是在 1808 年墨西哥大
学建立的古特委员会的旧址上于 1940 改建而成的，1964 年，经墨西哥著名建筑家佩德罗·拉
米雷斯·巴斯克斯重新设计建成新馆。我们的专业导游会为您提供详尽的讲解，让您对古印第
安文明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约 17:30-18:00 行程结束，送您回到酒店。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

住宿安排 酒店

第 8 天: 墨城送机 全天 24 小时，免费送机
餐： 早：酒店内 午／晚：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