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西哥城+日月金字塔+圣米格尔+瓜纳华托 5 日游 
 

参团信息： 

团号 APMM5G 

出发日期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第一，二人同房 第 3 人同房 单人房 儿童（3-11） 

售价 $1118/人 $610 $1438 $558 

在 2019 年 12 月 21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旺季期间入住，

额外加收$/晚 

+$60/人 +$30 +$120 
如作为第二人入

住，按成人计价 

行程特色： 

1. 泛舟在有拉美威尼斯之称的索契米尔科，感受独特的水上生活 

2. 探索热情洋溢，活力十足，且沉淀千年文明的古城 – 墨西哥城 

3. 探索众神之城特奥蒂瓦坎日月金字塔，登顶太阳金字塔俯瞰古城 

4. 走进寻梦环游记中色彩斑斓的瓜纳华托 

5. 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城 – 圣米格尔 

 

特殊说明：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周一 接机 索契米尔科-国立人类学

博物馆 

日月金字塔-宪法广场 圣米格尔-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送机 

周二 接机 日月金字塔-宪法广场 圣米格尔-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 索契米尔科-国立人类学博

物馆-送机 

周三 接机 圣米格尔-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 索契米尔科-国立人类学

博物馆 

日月金字塔-宪法广场-送

机 

周四 接机 日月金字塔-宪法广场 索契米尔科-国立人类学

博物馆 

圣米格尔-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送机 

周五 接机 索契米尔科-国立人类学

博物馆 

圣米格尔-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 日月金字塔-宪法广场-送

机 

周六 接机 圣米格尔-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墨西哥城 索契米尔科-国立人类学

博物馆 

日月金字塔-宪法广场-送

机 
 

 

送机信息： 

请预定墨西哥城贝尼托·胡亚雷斯国际机场（MEX）8:00PM 以后的航班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出发地 – 墨西哥城 



参考酒店：Galeria Plaza Reforma 或同级 

 

抵达墨西哥城，开启墨西哥色彩斑斓之旅。与导游碰面后回到酒店稍作休整，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旅

程。如不同航班抵达时间邻近，需先抵达的乘客耐心等待一同前往酒店。 

一号航站楼：可在 5 号门与导游碰面 

二号航站楼；可在航站楼大厅门口处于导游碰面 

 

免费中文接机时间段为早 8 点至晚 8 点，时间以航班抵达时间为准。 

或付费包车接机（24 小时），费用为：第 1、2 人共$120 美元，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20 元。 

 
 

第二天 
索奇米尔科生态园  -大学城 -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参考酒店：Galeria Plaza Reforma 或同级 

 

清晨出发后，首先我们将前往有墨西哥“小威尼斯”之称的霍奇米尔科乘船游览，密集的湖泊、河流、陆地

和岛屿阡陌交错，构成了个奇妙的水上世界。之后来到拥有别具一格的建筑和壁画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最后在国立人类学博物馆一起见证美洲早期的文明进程，惊叹古代美洲人的卓越成就。 

 

行程安排： 

索奇米尔科 （100 分钟）→ 墨西哥城大学城（50 分钟） →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120 分钟，专业讲解） 

 

❖ 霍奇米尔科 Xochimilco 

霍奇米尔科在 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墨西哥中部最为重要的考古地之一。

霍奇米尔科在瓦特语里的意思是“播种鲜花的地方”，事实上，现在它也是墨西哥最重要的鲜花市场。

这里河道纵横的景象仿佛与喧闹拥挤的墨城处在两个世界，坐在五颜六色的极具墨西哥特色的小船里沿

着运河游玩别有一番风情，可以一览霍奇米尔科的风光，这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 墨西哥城大学城 

位于墨城南边的大学城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主要校区，这所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是墨西哥最好的

也是整个拉美排名最高的大学之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许多栩栩如生的壁画在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其

校园由多位著名建筑师设计，校园中的壁画由迭戈·里维拉等多位壁画大师创作，整个校园现已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 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始于“太阳历石”的发现与保存。“太阳历石”是阿兹特克人的崇拜物。1520

年西班牙人在蹂躏阿兹特克人首都时，将此崇拜物埋于地下。直到 1790 年，太阳历石又被发现。人们

把它从地下挖掘出来，当作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和研究，墨西哥博物馆的活动由此展开。墨西

哥人类学博物馆以它独特的富有魅力的藏品在世界博物馆界独树一帜。它的藏品不仅反映了墨西哥，也



反映了整个美洲早期文明的进程，第一次向世界人民展示了美洲人民辉煌的历史。参观此著名的博物馆，

人们惊叹于古代美洲人卓越成就的同时，也继而抛却长期形成的历史偏见。 

 

第三天 
墨西哥城 –圣米格尔 - 瓜纳华托 

参考酒店：Hotel Guanajuato/ Hotel La Abadia 或同级 

 

清晨从墨西哥城出发，约中午抵达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圣米格尔。其杰出的墨西哥式巴洛克风格宗教与市民建

筑，成为艺术爱好者们最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分红教堂。下午抵达瓜纳华托，在酒店办

理入住后，前往皮皮拉山，这里是瓜纳华托最值得也是必去的景点，站在山顶遥看整个瓜纳华托，眼前的景

色让人不由惊叹，犹如画家不经意洒下的各种颜料。 

 

行程安排： 

墨西哥城 → 圣米格尔 → 粉色教堂广场（30 分钟）→ 瓜纳华托 → 酒店办理入住 → 皮皮拉山 → 晚餐 

 

❖ 大天使圣米格尔教堂 Parroquia de San Miguel Arcangel 

圣米格尔最有名的就是这座与众不同的教堂，17 世纪建立，19 世纪一位自学成才的建筑师看了一张比

利时的明信片受到启发，就此加建，做出这样童话城堡一样的教堂。教堂位于圣米格尔市中心，不同于

一般墨西哥城镇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建筑风格为哥特式尖顶风格。整个教堂就像一个层层叠叠的粉红色

婚礼蛋糕，由此它得到有个“粉色蛋糕教堂”别称。 

 

❖ 皮皮拉山 Monumento al Pipila 

位于瓜纳华托小城，是城市制高点，俯瞰瓜纳华托的绝佳位置。站在观景台上，小城的主要建筑尽收眼

底，那一排排西班牙殖民时期与中美洲特有的彩色房屋交织在一起，不同形状、不同色彩的建筑布满了

谷底和山坡，向四周延伸到山间。 

 

 

第四天 
瓜纳华托 - 墨西哥城 

参考酒店：Galeria Plaza Reforma 或同级 

 

早餐后乘车游览世界文化遗产小镇瓜纳华。整个城市由地下通道连接，曾经的矿洞成为了现在的地下马路。

地面上是典型的欧洲殖民地风格小镇，同时也是墨西哥著名的艺术之城。很多有名的画家，雕刻家，陶艺家

等都是圣米格尔美术学院培育出来的人才，也造就了这个色彩斑斓的小城。 

 

行程安排： 

瓜纳华托市区游览（180 分钟，含联合花园，瓜纳华托圣母大教堂，胡亚雷斯剧院，接吻巷，伊达尔科传统

市场，瓜纳华托大学）→ 午餐 → 墨西哥城 

 

 

❖ 接吻巷 



接吻巷(Callejón del Beso)是热门的景点之一，为一条相当狭窄的小巷，行人经过时可能会亲吻到对向

的行人。到这里来千万别错过参加当地的〝callejoneada〞游街音乐会表演，由当地喜爱音乐的学生所

领导，背着吉他，带领人群，以歌唱的方式诉说着这个地区的历史传说。 

 

❖ 瓜纳华托圣母大教堂 

瓜纳华托圣母大教堂建 1671 年至 1696 年，这座艳黄色的红顶教堂是俯瞰瓜纳华托全城时十分抢眼，

与背后的白色瓜纳华托大学相交呼应。这座教堂其中有一个 1000 年历史的雕像由当时保护这座城市不

受阿拉伯人入侵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捐赠。 

 

❖ 瓜纳华托大学 

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最初于 18 世纪开始招生，当时为基督教会学校。这座大学校区建筑物遍

布于整座城市。主校区位于拉斯古来恩-雷塔那街(Lascurain de Retana)，离瓜纳华托夫人大教堂(Basí

lica de Nuestra Señora de Guanajuato)一个街区。你可以很容易的认出这座主要大楼，因为它的 113

层石阶相当知名。建筑外观以绿色石头建造，为 1900 年代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这个设计一直

备受争议，因为它阻碍了瓜纳华托(Guanajuato)城市景观特色的发展。 

 

 

第五天 
改革大道 – 日月金字塔 –宪法广场 

 

 

墨西哥城，这座热情洋溢、活力十足且沉淀了千年文明的城市。早上沿着著名的改革大道，欣赏格式建筑和

纪念墨西哥和美洲历史的纪念雕塑。之后前往被誉为“众神造人之地”的特奥蒂瓦坎登上巨大的太阳金字塔，

眺望亡者之路与月亮金字塔，整个壮观的遗址区尽收眼底。午后前往瓜达露佩圣母圣殿，随后停留艺术宫拍

照，最后前往宪法广场，广场犹如墨西哥的心脏，带领着墨西哥跳动着。广场不远处就是雄伟的大神庙

(Templo Mayor) 遗址和兴建主教座堂 (Catedral Metropolitana) 。此外，这座广场的四周也被历史悠久

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建筑物环绕着。反映了这座城市忙碌的生活。 

 

行程安排： 

改革大道 → 天使独立纪念碑（拍照留念）→ 日月金字塔（120 分钟）→ 午餐（50 分钟） → 瓜达卢佩

圣母圣殿（60 分钟）→ 艺术宫（外观，20 分钟） → 宪法广场（2 小时，含入内参观主教座堂, 国家宫;

外观大神庙遗址） 

 

❖ 改革大道 

改革大道是墨西哥城一条 12 公里长的大道，由马西米连诺一世下令修建，揭幕时命名为皇后大道，以

尊荣他的配偶卡洛塔皇后。如今，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 19 世纪墨西哥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的自由化改

革。它模仿欧洲的林荫大道，例如维也纳的戒指路和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沿改革大道，有许多纪念墨

西哥历史和美洲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纪念雕塑，包括夸乌特莫克、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德·圣马丁和

哥伦布，以及墨西哥石油国有化纪念喷泉。其中最著名的是天使独立纪念碑。 

 

❖ 日月金字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A5%BF%E7%B1%B3%E8%BF%9E%E8%AF%BA%E4%B8%80%E4%B8%96_(%E5%A2%A8%E8%A5%BF%E5%9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1%E6%B4%9B%E5%A1%94%E7%9A%87%E5%90%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5%B0%BC%E6%89%98%C2%B7%E8%83%A1%E4%BA%9A%E9%9B%B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2%E6%8C%87%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A6%AD%E4%B8%BD%E8%88%8D%E5%A4%A7%E8%A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E5%8E%86%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E5%8E%86%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3%9C%E7%89%B9%E7%A9%86%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8%92%99%C2%B7%E7%8E%BB%E5%88%A9%E7%93%A6%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5%A1%9E%C2%B7%E5%BE%B7%C2%B7%E5%9C%A3%E9%A9%AC%E4%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4%BC%A6%E5%B8%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B%AC%E7%AB%8B%E7%BA%AA%E5%BF%B5%E6%9F%B1


墨西哥城近郊约 50 公里处的提奥狄华冈（Teotihuacan）是过去古文明所遗留下的古城，也被称为众

神之城，在 1987 年这里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两座金字塔比邻而建，被一条称为亡者之路的大道分

隔开来。而南北向的 2 公里长的亡灵大道是这座千年古城的中心。大道上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两侧的太阳

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位于东边的太阳金字塔是世界第三大金字塔，周围建有许多祭祀用的祭坛。而月

亮金字塔位于亡灵大道的最北端，前方则还有 12 座神殿祭祀台组成的月亮广场。登上巨大的太阳金字

塔，眺望亡者之路与月亮金字塔，整个壮观的遗址区尽收眼底。 

 

❖ 瓜达卢佩圣母圣殿 

瓜达卢佩圣母堂是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坐落于墨西哥城北部墨西哥国家圣地，具体位置在离墨西哥城

市区不远的北郊的特佩亚克圣山下。依山而建的地理位置，使人们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圣坛上的瓜达

卢佩圣母像。教堂采用了圆形建筑结构，远远望去像是一把撑开的蓝色巨伞。 

 

❖ 艺术宫 

艺术宫是令墨西哥人骄傲的历史遗迹之一，是你的旅途中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这座艺术宫是在波费里

奥‧迪亚斯 (Porfirio Díaz) 总统执政时期，委托意大利建筑师亚达摩‧玻亚里 (Adamo Boari) 将原本的

国家剧院 (Teatro Nacional) 改建而成。 

 

❖ 宪法广场 

宪法广场之于墨西哥城就如同埃菲尔铁塔于巴黎，斗兽场之于罗马，是去墨西哥城必到的地方，也是墨

西哥的心脏地带，是西班牙殖民者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后重建的。这里一直非常热

闹，不论是在 16 世纪（在废墟上建起的），还是在 18 世纪（摊贩云集的市场），即使是在已经成为政

府机关所在地的今天，热闹从未停止。广场前方就是主座教堂和大神庙遗址，大神庙(Templo Mayor)

兴建于当时广场的中央。西班牙人抵达之后，摧毁了这座大神庙，并在上方建造了主教座堂(Catedral 

Metropolitana)，因此好几百年的文明历史和西班牙人抵达前的这座重要的大神庙就这样被埋没遗忘。

1970 年代末期，电缆公司的工人施工时，意外挖掘到这座大神庙的建筑结构，考古学家们开始寻找这

座大神庙的遗迹。 

 

参团说明 
【费用包含行程中】 

1. 专业旅游用车 

2. 对应星级酒店住宿（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 中文服务人员(司机/导游) 

4. 早餐与午餐（不包括接机当日） 

【费用不含】 

1. 您往返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机票或相关交通费用； 

2. 服务费（接机服务费：USD$5/人/趟；行程：USD$10/人/天，儿童/占座婴儿按成人标准支付） 

3.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预定须知】 



1.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实际出行中，导游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景点游览顺序等），

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3. 如遇景点临时关门、节假日休息。导致该景点无法参观，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外观或以其他景点

代替以保证行程的丰富性。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如您坚持使用自带门票，我司将不再提

供旅行当日全天交通、导游等服务，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别情形(如天气、修路、罢工、封山、旅游车特殊状况)造成车辆晚点，敬请见谅。 

6. 此行程需要与其他游客同乘车辆，为保证团上游客权益，出发时请提前到达上车地点候车，景点游览与

集合时间请配合工作人员安排，避免出现超时而需个人额外支付费用的情况发生。 

7. 团体需一起活动，途中若需离队，请务必征得导游同意，以免发生意外。 

8. 参团客人需自备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时所需要的相关证明和档，如若游客被拒绝入境，我司将不提供免

费送客服务。 

9. 客人抵达机场后，走出航站楼与导游碰面。 

10. 接机紧急联系电话: +52(998)420 9472  

 

【退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景点门票费用退还，报

名团费不退还；  

2.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3. 取消条款如下： 

a. 出发前 30 天及以上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100 美金/人罚金； 

b. 出发前 15-29 日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售价 30%的费用 

c. 出发前 8-14 日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售价 50%的费用 

d. 出发前 7 天内（含第七天）取消或更改日期，收取售价 100%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