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巴西
南美五國 28 日經典遊
☆全程包含世界四大奇觀 & 十大人生必遊行程☆
☆全程來回航程 55,000 公里註：地球赤道一圈 40,076 公里。
☆全程 A 級旅館城市安排 5+4 星旅館，玻利維亞鹽湖、公園景區、亞馬遜地區則安排以當地 A 級旅館或特色旅館
☆世界四大奇觀馬丘比丘奇觀、亞馬遜雨林奇觀、伊瓜素瀑布奇觀、里約耶蘇像奇觀。
☆十大人生必遊行程巴耶斯達生態島、那斯卡神祕地畫、印加古城庫斯科、馬丘比丘奇觀、烏尤尼天空之境、
亞馬遜雨林奇觀、百內塔國家公園、冰川國家公園、伊瓜素瀑布奇觀、里約耶蘇像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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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參考航班: 顯示時間皆為當地時間
日期

起降機場 code

航空公司

航班號

起降當地時間

飛行時間

中停點

Day 1

TPE/LAX

BR 長榮航空

BR016

2350/1925

11:35

直飛

Day 2

LAX/LIM

LA 南美航空

LA2605

1305/0040+1

08:35

直飛

Day 5

LIM/IQT

LA 南美航空

LA2378
LA2375

2040/2235
0815/1000

01:55

直飛

01:45

直飛

LA2041

1110/1230

01:35

直飛

Z8304

1130/1215

00:45

直飛
直飛

Day 7

IQT/LIM
LIM/CUZ

LA 南美航空

Day 12

LPB-UYU

Z8 亞馬遜航空

Day 14

UYU/LPB

Z8 亞馬遜航空

Z8301

0825/0910

00:45

1130/1530

02:50

直飛

03:25

中停 PMC

02:56

直飛

Day 15

LPB/SCL

LA 南美航空

LA893

Day 17

SCL/PUQ

LA 南美航空

LA293

Day 20

FTE/AEP

LA 南美航空

LA4438

1030/1340
1305/1600

Day 22

AEP/IGR

LA 南美航空

LA7506

1055/1245

01:50

直飛

IGU/GIG

JJ 南美航空

JJ3189

1557/1751

01:55

直飛

GIG/GRU

JJ 南美航空

JJ3547

1525/1635

04:10

直飛

GRU/LIM

LA 南美航空

LA2766

2020/2230

11:25

直飛

LIM/GRU

LA 南美航空

LA2476

0158/0850

06:50

直飛

BR 長榮航空

BR005

1140/1720+1

14:30

直飛

Day 24
Day 26
Day 27

LAX/T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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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總覽
第 1 天：桃園✈洛杉磯 Los Angeles(團員會合)
第 2 天：洛杉磯✈利馬 Lima(洛杉磯市區遊覽)
第 3 天：利馬伊卡 Ica (前往巴拉卡斯車程約 280 公里，約 3.5~4 小時車程)
第 4 天：伊卡那斯卡伊卡 (車程『來回』共約 100 公里)
第 5 天：伊卡 Ica巴拉卡斯利馬✈伊奇多士
第 6 天：亞馬遜河雨林部落 《世界新七大奇觀亞馬遜雨林-人生必遊》
第 7 天：伊奇多士✈利馬✈庫斯科 Cuzco聖谷 Sacred Valle
第 8 天：聖谷

溫泉鎮馬丘比丘

溫泉鎮聖谷《新七大奇觀馬丘比丘》

第 9 天：庫斯科普諾 (前往普諾約 380 公里，約 10 小時車程)
第 10 天：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第 11 天：普諾蒂瓦納庫 Tiwanaku（玻利維亞）拉巴斯
第 12 天：拉巴斯✈烏尤尼
第 13 天：烏尤尼鹽湖
第 14 天：烏尤尼✈拉巴斯
第 15 天：拉巴斯✈聖地牙哥 Santiago
第 16 天：聖地牙哥 Santiago
第 17 天: 聖地牙哥✈奔達阿雷那斯 Punta Arenas那塔雷斯港(今日行車 250 公里，車程約 3.5 小時)
第 18 天：百內國家公園《人生必遊》
第 19 天：百內 Paine加拉法得市 El Calafate
第 20 天：加拉法得市✈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大冰川人生必遊》
第 21 天：布宜諾斯艾利斯
第 22 天：布宜諾斯艾利斯✈伊瓜蘇港市 Puerto Iguazu《阿根廷-伊瓜蘇瀑布》
第 23 天：伊瓜蘇瀑布
第 24 天：伊瓜蘇瀑布✈里約熱內廬《人生必遊、世界七大奇觀》
第 25 天：里約熱內廬 Rio de Janeiro《耶穌基督像、麵包山》
第 26 天：里約熱內廬✈聖保羅✈利馬
第 27 天：利馬✈洛杉磯✈桃園
第 28 天：桃園《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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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桃園－洛杉磯 Los Angeles

(今日航班: BR016 2355/1925)

今日晚間由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美國洛杉磯，經入境後，至洛杉磯機場旅館入住休息，以調節長途飛行之
體力。再經轉機搭機飛往南美秘魯。
早餐：
旅館：LAX

午餐：

晚餐：機上

Hilton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洛杉磯－利馬 Lima(秘魯首都利馬歷史老城區) (今日航班: LA2605 1305/0040+1)
今日上午至洛杉磯機場搭機飛往南美-【秘魯】。今日晚間飛抵秘魯首都-【利馬】入住利馬旅館。2009 年秘
魯旅遊曾穫網路評選為【世界探險旅遊第一名】(第二為埃及，第三為中國大陸)，或許它不夠富庶、先進，
但它卻擁有地球上極珍貴的文化及自然遺產--廣大的【亞馬遜雨林】及【古印加帝國遺跡】(此二項皆穫選為
世界新七大奇觀)。這也是為何秘魯在路途遙遠的交通和雨林、沙漠、高原多樣氣候的不利條件阻礙下，仍然
為探險家們所嚮往的緣故。除了各秘魯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外，秘魯最值得探訪的便是探尋【失落的印加帝
國】
。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旅館：Sheraton lima 或同級

第 3 天利馬－伊卡 Ica《那斯卡神祕大地畫》

上午專車前往利馬歷史城區的【聖馬丁廣場 Plaza de San Martin】
、
【大廣場 Plaza de Armas】、
【大教堂 La
Cathedral】、
【總統府 the Government Palace】
、
【百年郵局大厦 correo central】、
【聖法蘭西修道院
Monasterio de San Francisco】太平洋海岸【愛情公園 Parque del Amor】，然後沿泛美公路 Pan-American
Highway，貫穿整個美洲大陸的公路系統。它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島，全長約 48,000 公里，沿泛美公路
南下 280 公里前往西海岸伊卡。
早餐：Hotel

午餐：中式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Hotel Las Dunas Ica 或同級

第 4 天伊卡－那斯卡－伊卡《大地畫-那斯卡空中之旅》

今日上午前往印加前的那斯卡文明地域，那斯卡線被考証約存在於西元前 2000 年至西元六百年，地面上的巨
型圖案，是由幾何線條所構成，繪製的圖案高達 700 多幅。最大幅的動植物繪畫總長為 280 米，幾何圖形最
大幅的繪畫為一長 50 米的箭頭符號。伊卡前往那斯卡的路上有一座【觀景台 Mirador】在此觀看台能觀看到
兩幅地畫，怪手、樹以及蜥蜴等。亦可抵那斯卡機場自費叁加於那斯卡機場出發的空中之旅，搭機前往那斯
卡觀賞神秘大地畫，空中遊覧專機在空中欣賞於地面上 50 公里範圍的巨大神秘的幾何、動物地畫圖案奇觀（全
區聯合國訂為人類文化財產保護區）
。下午返回伊卡市郊的【華卡奇那綠洲 Oasis Huacachina】
，綠洲中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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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麗的小湖，周圍棕梠樹林立，再外圍均被沙漠所包圍，此外湖中的水是被認為有治療疾病效果的聖水，
綠洲中還有著美人魚傳說以及雕像，讓喜愛探險的您在這綠洲中盡情享樂。並可自費安排【沙漠越野車和滑
沙之旅】享受在沙漠中疾駛的快感，並可同時體驗享受在沙丘上玩沙板滑降的刺激，讓喜愛探險的您在這綠
洲中盡情享樂。(今日行車距離往返約 256 公里)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Las Dunas Ica 或同級

第 5 天伊卡－巴拉卡斯－利馬－伊奇多士 Iquitos (今日航班: LA2378 2040/2235)

上午搭車前往巴拉卡斯 Paracas 半島碼頭，搭船到外海【巴耶司達 ballestas 群島】
，遊覽海岸神祕大地畫及
觀察壯觀奇特的島嶼自然動物生態，數以萬計的海豹、海獅，海鳥等野生動物奇觀。下午返回利馬搭機前往
亞馬遜河流域中游大城伊奇多士，伊奇多士距巴西亞馬遜河出海口約 3700 公里，是亞馬遜河中游及秘魯重要
的集散及轉運城市。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機場

旅館：Hotel Dorado plaza 或同級

第 6 天亞馬遜河雨林部落 《世界新七大奇觀亞馬遜雨林-人生必遊》

清晨搭船至河道水域中賞鳥，上午於叢林中自然原始的雨林步道健行，体驗在此地球之肺，世界中最大的雨
林區內步道探索自然環境，下午至土著部落及亞馬遜河岸參觀，並可於亞馬遜河上尋找稀有的粉紅色海豚！
註:雨林行程依住宿地點之環境及動線安排為主。
亞馬遜河，位於南美洲，是世界流量、流域最大的、支流最多的、及第一長的河流(2007 年巴西與秘魯的學
者測得 6992 公里)。流域面積達 691 萬平方公里，佔南美洲面積的 40%。亞馬遜雨林（Amazon Rainforest）
橫越了 8 個國家：巴西（佔森林 60%面積）
、哥倫比亞、秘魯、委內瑞拉、厄瓜多、玻利維亞、蓋亞那及蘇利
南，包括法屬蓋亞那。亞馬遜雨林佔世界雨林面積的一半，森林面積的 20%，是全球最大及物種最多的熱帶
雨林。
早餐：Hotel

午餐：旅館內西式

晚餐：旅館內西式

旅館：Hotel Dorado plaza 或同級

第 7 天伊奇多士－利馬－庫斯科 Cuzco－聖谷(今日航班: LA2375 0815/1000+LA2041 1110/1230)
今日上午搭機經利馬轉機前往曾是印加帝國首都的庫斯科(海拔 3,400 公尺)。下午於濃濃印加味的庫斯科城
內遊覽【太陽神殿】
、
【聖多明哥教堂】
、
【大廣場】
、【大教堂】遊覽。今晚入住於印加谷倉－聖谷(海拔 2400
公尺) 。
庫斯科（西班牙文：Cusco）
，是秘魯東南方的城市，人口約有 30 萬人，被安地斯山脈環繞，是古老的印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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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搖籃。庫斯科是一個高海拔城市，海拔有 3400 公尺，它的名字在秘魯當地話中（蓋丘亞語）意味著「肚
臍」
。1983 年，科斯科古城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西式料理

旅館：Sonesta posadas del incavallesagradoyucay 或同級

第 8 天聖谷－馬丘比丘－聖谷《高原觀光火車遊》《新七大奇觀馬丘比丘-人生必遊》

上午專車前往庫斯科西北方的 Ollantaytambo 搭乘【高山觀光火車】
，沿著安地斯山烏魯邦巴河谷北上前往神
秘的印加古城墟-馬丘比丘 Machu-Picchu 山下【温泉鎮 AguasCalientes】車站後，隨即搭車約 20 分鐘上山
至【馬丘比丘印加公園】參觀其座落於斷崖絕壁上的神殿、宮庭、祭壇、澡堂、梯田等精巧的巨石建築，並
於古城上眺望美麗的峽谷風景、午後下山至温泉鎮街區享用午餐，並可參觀印加傳統工藝市集參觀，然後搭
下午火車及專車返回庫斯科。晚餐於庫斯科享用印加風味餐廳並瀏覽越夜越美麗的庫斯科夜景。
早餐：Hotel

午餐：自助餐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Cusco Eco Inn 或同級

第 9 天庫斯科 Cuzco－普諾《安地斯高原風情》

早上搭專車前往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畔的普諾（海拔 3800 公尺）
，沿途安底斯山山頭白雪美景皆是快
門的好目標，也是觀察印加人生活的好機會，然後沿途欣賞安底斯山高原風光經河谷、平原等印加鄉間小鎮、
古老教堂、印加古蹟及山水風光其中駱馬及羊駝悠行其間，途經精緻的殖民地風的【古老教堂
Andahuaylillas】
，
【印加行宮神廟古蹟 Racchi】
、印加鄉間小鎮【Sicuani】享用當地風味午餐、及此段公路
最高點【La Raya】
（海拔 4335 公尺）
，下午抵達的的喀喀湖畔的普諾(海拔 3800 公尺) (今日行車距離約 380
公里)。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Jose Antonio Puno 或同級

第 10 天普諾-的的喀喀湖

上午搭遊艇遊覽的的喀喀湖(海拔 3800 公尺）
，前往湖中參觀由印第安人漁民以蘆葦編製成的水上浮島－【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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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島】
（uros island）
，拜訪保留傳統習俗的原住民及參觀美麗的傳統工藝，並接受島上居民載歌載舞的熱
情歡迎，另也可搭傳統奇特的蘆葦船體驗。然後前往普諾市區享用午餐後，於步行街、大廣場遊覽，並可登
上普諾市高處神鷹觀景台，眺看普諾市區及的的喀喀湖美麗全景。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旅館：Jose Antonio Puno 或同級

第 11 天普諾－蒂瓦納庫 Tiwanaku（玻利維亞）－拉巴斯

早上越過秘魯與玻利維亞邊界，前往印加前文明興起於公元 600 年，稱為蒂瓦納庫 Tiwanaku 文明遺址，這個
神祕遺址被 UNESCO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包含有印加十字架形狀的阿卡帕納金字塔遺址（Akapana Pyramid）、
舉行祭祀儀式的卡拉沙沙亞神殿（Templo de Kalasasaya）及精細切割打造的太陽門( GATE OF THE SUN) 及
以人獻祭的半埋地下神廟(Templete Semi subterraneo）、這裡也是安地斯山高原中最重要的古印第安文化遺
址。續程前往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海拔約 3600 公尺)。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旅館：Hotel Europa La Paz 或同級

第 12 天拉巴斯－烏尤尼

(今日航班: LPB/UYU Z8 304 1130/1215)

上午搭機飛往烏尤尼(海拔約 3700 公尺)。抵達後乘吉普車前往烏尤尼郊區參觀烏尤尼廢火車置放場，當地人
稱之為火車公墓 Cementerio de Tren。烏尤尼鹽沼位於玻利維亞西南部的烏尤尼小鎮附近，是世界最大的鹽
沼，東西長約 250 公里，南北寬約 100 公里，面積達 10,582 平方公里，盛產岩鹽與石膏。
※注：鹽湖內無一般道路，若氣候變異如強風、豪雨或洪水等危害團體安全因素，本公司有權變更行程。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Palacio del Sal 或同級

第 13 天烏尤尼鹽湖

搭 乘 越 野 車 進 出 烏尤尼鹽沼(Salar de Uyuni)， 地 處 高 原 紫 外 線 强 烈 ， 鹽沼往往有 著 一 望 無 際 的
藍色天空和白色的鹽世界。我們會先到鹽湖區旁 當地人採鹽的 小村落遊覽，然後進入鹽湖
區 前 往 鹽 湖 中 心 地 區 -仙 人 掌 島 (ISLA INCAHUASI)， 山 上 長 滿 仙 人 掌 (CACTUS)， 高 度 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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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仙人掌島 位於 古老的火山遺跡頂部 ，在 4 萬年前 被 巨大的史前鹽湖 所淹沒，
所以藏有 罕見且脆弱的珊瑚狀結構 和 化石 、藻類 。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Palacio del Sal 或同級

第 14 天烏尤尼－拉巴斯 UYU/LPB

(今日航班 Z8 3010825/0910)

上午飛抵拉巴斯，下午參觀印地安市集、巫術市場、殖民舊街、十六世紀建造的聖法蘭西斯科教堂、豎立西
班牙獨立戰爭英雄像的牟利羅廣場等。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Hotel Europa La Paz 或同級

第 15 天拉巴斯－聖地牙哥(今日航班 LA8931130/1530)
上午搭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聖地牙哥】西元 1541 年建立，座落於智利中部的中央谷地，都市裡可以看到圍繞的美麗安地斯山脈及許多
相當具有特色的建築物。
早餐：Hotel

午餐：機上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Holiday inn airport SCL 或同級

第 16 天聖地牙哥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市區遊覽西元 1541 年所建立的【武器廣場 Plaza de Armas】
、
【大教堂 Cathedral】、【總統
府 Presidential Palace】
、
【中央市場】等相當具有特色的建築物，並參觀【聖克里斯托巴山丘公園 Cerro San
Cristobal】眺望聖地牙哥全景及美麗的安地斯山脈等。下午前往參觀【工藝品市場 Artesanos los Dominicos】
及市中心山丘上花木繁茂的【聖露西亞公園 Cerro Santa Lucía】
。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旅館：Holiday inn airport SCL 或同級

第 17 天聖地牙哥－奔達阿雷那斯 Punta Arenas－那塔雷斯港(今日航班: LA293 1030/1340)
上午再搭機前往巴塔哥尼亞高原南部麥哲倫海峽畔的阿雷那斯角市，然後專車穿越巴塔哥尼亞原野中，沿途
經廣大牧場風光，並有機會可看到野生三趾鴕鳥、駱馬、狐狸等，今晚住宿的那塔雷斯港 Puerto Natales(今
日行車 250 公里，車程約 3.5 小時)。
早餐：Hotel

午餐：機上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Costaustralis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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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天百內自然國家公園 Paine national park《人生必遊》

上午前往遊覽近郊外的【米羅東大洞穴 Cueva del milodon】
，洞深有 200 公尺，寬 80 公尺，高有 30 公尺。
參觀史前時代原為海洋的上昇地型洞穴，在地發現 1 萬 5 千年前巨獸之化石。然後前往南美安地斯山最南緣
的【百內國家公園 Torres del Paine National Park】，全日行環繞於園區內百納塔山、諾丹湖、大百內塔
峰…等，從不同的角度觀賞百內的壯觀及美景，在公園內路旁野生的狐狸、羊馱等動物也許和你不期而遇。
在原野奇觀的山水美景中體驗視覺及心靈的舒暢，享受人生的快意時光。下午午續於百內公園內 Salto grande
瀑布湖畔步道健行享受自然風光的真善美，百內塔峰下四處皆被冰蝕湖所環繞，有陽光時湖面呈寶藍色，步
道沿途經瀑布、冰蝕湖、落葉林、灌木及山毛櫸樹等特有植物，搭襯在近處的湖畔步道兩旁，配合著越走越
變大的百內群峰，震撼的視覺讓你在這絕美的步道中，體驗這人生必遊的偉大的風光。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Torre Del Paine Rio Serrano 或同級

第 19 天百內 Paine—加拉法得市 El Calafate
上午搭車通過智阿邊界，進入阿根廷境內沿途欣賞巴塔哥尼亞風光，中午抵達阿根廷大冰川附近的湖畔渡假
小鎮加拉法得。下午前住 80 公里外的阿根廷的世界自然奇觀【莫雷諾大冰川 Perito Moreno】，觀賞自然界
力量所創造的景象，先前往冰川看台，就近欣賞大冰川。大冰川形成於 20000 年前的冰河時期，坐落於
ARGENTINA 湖和 RICO 湖之間，冰川面積廣達 200 平方公里。每當冰崩時其震動之聲驚天動地，與雪山溶化後
形成的小溪之清脆之聲不分上下四面八方，風擁而到非常動聽。

早餐：Hotel

午餐：邊界 el ovjero 西式套餐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Los Alamos Hotel El Calafate 或同級

第 20 天加拉法得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冰川人生必遊》(今日航班: LA 4438 1305/1600)
上午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阿根廷首都南美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2007 年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評為全球天第三最
美的城市。是阿根廷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於拉普拉塔河南岸、對岸為烏拉圭；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中南美洲
最歐洲化的城市。七月九日大道（La Avenida 9 de Julio）是世界最寬的馬路，有約 130 公尺寬（超過 16
線道）。有名的阿根廷探戈是從這個城市的 boca 地區發源。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自助餐

旅館：Hotel ScalaBsAs.或同級

第 21 天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上午市區參觀世界最寬的【七九大道】
、布市探戈發源地【波卡區】
、總統府、及阿根廷的獨立英雄馬丁將軍
遺體的【主教堂】
、
【五月廣場】
、
【國會大廈】
。下午至市區【中國城】
、
【貝隆夫人艾薇塔墓園】
、
【佛羅里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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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購物。晚間觀賞可代表阿根廷風情,精彩而挑情香艷的【探戈秀】。

早餐：機上

午餐：中國城中式料理

晚餐：探戈秀西式烤肉

旅館：Hotel ScalaBsAs.或同級

第 22 天布宜諾斯艾利斯－伊瓜蘇瀑布 Puerto Iguaz

(今日航班: LA4022 0905/1055)

上午搭機前往阿根廷北方與巴西、巴拉圭三國邊界的伊瓜蘇港市。隨後再前往遊覽阿根廷境內被喻為世界十
大奇景之一的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位於伊瓜素河上，瀑布區分屬巴西及阿根廷也各自成立為國家公園，目
前已被譽為『世界七大自然奇觀』
，阿根廷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由 275 個大小瀑布所形成，景觀各異綿延不絕，
於園區內搭遊園火車及生態步道前往魔鬼咽喉瀑布區絕對讓您感受自然的震撼及上瀑布區與下瀑布區百分百
觀賞體驗瀑布之美。然後經邊界出境經兩國友誼橋進入巴西瀑布市。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料理

旅館：foz do iguacu Golden tulip 或同級

第 23 天伊瓜蘇瀑布

上午專車前往巴西伊瓜蘇熱帶瀑布國家公園，於遊客中心參觀後，搭專車欣賞熱帶公園風光，然後循著步道
再從不同角度再欣賞令人嘆為觀止的伊瓜蘇瀑布。中午於公園內瀑布畔享用豐富的自助餐。下午再前往育有
眾多南美珍奇如托哥大嘴鳥、彩虹大嘴鳥、蜂鳥、綠鬣蜥、孔雀、貓頭鷹、火鶴、金剛鸚鵡等南美熱帶鳥園
參觀。此時也可自費搭直昇機由空中欣賞伊瓜蘇瀑布自然奇觀。晚餐前往觀賞著名的森巴餐廳秀。
早餐：Hotel
旅館：foz do iguacu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西式自助餐

Golden tulip 或同級

第 24 天伊瓜蘇瀑布－里約熱內廬《人生必遊、世界七大奇觀 》(今日航班:JJ3189 1557/1751)
上午前往世界第一大【伊泰普水電廠 Itaipu dam】,水電廠位於巴西與巴拉圭之間的界河—巴拉那河（世界
第五大河）上，伊瓜蘇市北 12 公里處，是目前世界第二大水電站，由巴西與巴拉圭共建，發電機組和發電量
由兩國均分。抵達後先至遊客中心觀賞影片介紹，然後再搭專車巡遊大壩區、水庫堤蓄洪區。
下午搭機前往南美最熱情的城市-里約熱內廬 Rio Janeiro。
早餐：Hotel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里約巴西黑豆風味

旅館：Rio Janeiro Golden tulip 或同級

第 25 天里約熱內廬
上午遊覽海拔 710 公尺的柯可巴杜山的世界新七大奇觀，前往瞻仰 90 呎高的巨型【耶蘇基督像 Cristo
Redentor】
。然後經里約佛郎明哥海岸公園觀賞瓜那巴拉灣風光，再前往市中心参觀遊覽造形獨特的【大都會
大教堂】及【西尼蘭地亞廣場 Cinelandia】附近的公共建築、佛郎明哥海岸及【二戰紀念碑】、南美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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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工場…等。
下午遊覽海拔 395 公尺的【糖麵包山 Sugarloaf Mountain】
，乘登山纜車從山頂 360 度俯瞰美麗的瓜拉巴拉
海灣及大西洋里約美麗海岸。

早餐：Hotel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旅館：Rio Janeiro Golden tulip 或同級

第 26 天里約熱內廬－聖保羅－利馬

(今日航班: JJ3547 1525/1635, LA2766 2020/2230)

上午在里約最著名的【柯巴卡巴那海灘 Copacabana】自由活動，體驗這世界最著名的度假海濱風情。下午搭
機經聖保羅、利馬轉機飛返洛杉磯。
早餐：Hotel

午餐：里約中式

晚餐：機上

旅館：機上

第 27 天利馬-洛杉磯－桃園 (今日航班:LA2476 0158/0850+BR 005 1250/1705+1)
今日清晨搭機返回美國洛杉磯，再搭乘班機返回台北。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旅館：HOME

第 28 天洛杉磯－臺北
經國際換日線搭機返回台灣，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精彩難得的南美十大人生必遊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旅館：HOME
註:1.拉美系列團行程內容多為出發日 1 年前之計劃，實際出發行程順序及細部內容，將依最後確認之班機時
間而調整，旅館依當地同級接待之安排為準，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2.本行程共有多段航班，在拉美地區的飛行航段中往往會與用餐時間有所衝突，所以部份用餐需請旅客於機
場自理戓部份以餐盒安排，請參考行程表中餐食欄。
項

目

每人費用

團費
NT$ 418,000 元

出發日期
2018：11/23

2019：03/01、11/29

單人報名或指定單人房時需補房差 NT$65,000 元
出團人數

最低出團人數：10 人

費用包含

1.機票：全程經濟艙團體旅遊機票(國際線改搭商務艙另計)、燃油兵險及機場稅金。
2.旅館：行程中之旅館住宿，都市五星級為主，部份地區以當地特色旅館安排，2 人 1 室。
3.餐食：地面行程中之三餐(早餐皆於酒店內享自助式餐飲、午晚餐則以套餐及自助餐或中式
桌菜，南美亞馬遜地區，因行程及環境因素以餐盒或簡餐安排) 。
4.交通：行程時之交通及景點門票與船票、火車票。鹽湖地區交通以 4ｘ4 越野車 4 人一輛安排。
5.飲水：路上行程中之每日供應瓶裝水飲水一瓶(如有不足敬請自理)。
6.保險：全程旅遊責任險新台幣 200 萬及 10 萬醫療險。
7.行李：搭機全程免費托運行李 23 公斤 1 件。
8.領隊：全程包含中文領隊及各地中英文導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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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不含

自費行程

簽証事宜

注意事項

取消變動

1.簽證：行程中各國所需之簽證辦理(由於參團旅客使用護照之多元化，簽證費用不包含)。
2.小費：領隊、導遊、司機、團體同出(check out)行李時之小費共 NT 10,080(約每日 USD.12，
由於行程中涵蓋多國與地區，為方便領隊作業之順暢，我們會在出發前先代為收取)。
3.搭機餐食：國際段或國內段航程中或搭機前不適安排之用餐，原行程計劃也未安排時，皆以
機上之供應用餐或機場自費自理為原則。
4.其他：私人性質之消費如:洗衣費、電話費、用餐時自點飲料及旅館內行李入房及床頭等費用。
1.未含於本行程說明內之行程及景點門票。
2.秘魯那斯卡出發之那斯卡大地畫空中之旅(30 分鐘 140 美元含稅金)。
3.伊卡沙漠飆沙越野車(約 90 分鐘 40 美元)。
4.巴西伊瓜蘇瀑布直昇機之旅(10 分鐘 170 美元) 。
5.巴西伊瓜蘇瀑布馬古柯生態衝瀑之旅(約 120 鐘,100 美元) 。
註: 以上價格時有變動，以當時價格為主。
1.持 ROC 台灣護照秘魯、智利無需簽証，阿根廷、巴西需辦簽証。
2.阿根廷(NT 8700、護照正本驗退)、巴西(NT3600、護照正本需留 5-7 天)簽証需備証件資料:
(1)護照正本(出發前六個月以上效期)。
(2)身份証正反清晰影本 1 份。
(3)英文銀行財力証明 1 份(NT$30 萬以上存款,1 個月內效期,送簽前 1 個月內辦理即可).
(4)彩色照片白色背景 2 吋近照 4 張(6 個月內,正面大頭 75 %、不蓋耳、不帶眼鏡的証件照,
收件機構對此很注重!) 。
(5)英文在職証明 1 份 (有樣本供參考,家管及退休人士免)。
3.玻利維亞簽証用証件: 此簽証本公司上網填表申請，本人需於秘魯領事館現場辦理。
(1)護照正本(出發前六個月以上效期)。
(2) 3cmｘ3 cm 彩色白底照片 2 張。
(3)黄熱病証明書影本 1 份(黃皮書,正本需携帶備查)。
(4)信用卡正反影本(個人隨身携帶現場備用)。
(5)工本費 USD.30(此為旅客現場支付，如有變動以領事館公告為準)。
4.經美國轉機之行程，皆需備有多次美簽。
＊如需新辦美簽(需持新版晶片護照並自費 US$14 元，上 AIT 網站之美簽 ESTA 線上填表申請，
事涉個資可請家人協助上網登錄或提供個資，由旅行社代辦(工本及手續費 NT$800)登錄申請。
美簽 ESTA 網址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1.回程如需於美國離團，出發前機票需改散客機票並補差額。
2.單人報名時若無同性別團員可安排同住，則需補足單房差。請注意，單人房為一人房(Single)
較雙人房小，非雙人房(Double)供一人使用。
3.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會協助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
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4.如為臺灣地區境外參團者，依保險法規定身處國外人士，本公司無法保險，敬請自理保險事宜。
5.繳費流程：(1)作業金(訂金):每人 50,000 元(報名確認時同時交付護照影本、護照自帶切結)。
(2)尾款:行前說明會時(約 30 天前)。
(3)如涉商務艙機票及散客機票開票、郵輪、河輪等預訂事宜，收款金額及程序另訂之。
6.行前說明會時間：出發前約 1 個月另訂之。
1.收訂後至出發前 60 天，人員取消如涉有散客票或包機、包船、保証房、簽証、、等特定费用
需另計收費外，得以換人不另收取消手續費，如不換人則收團體費用個人總額 10%之工本手續
費或訂金 30%。
2.出發前第 15 天至 59 天內取消，如涉有散客票或包機、包船、保証房、簽証、、等特定费用需
另計收費外，不得換人，如有取消皆收取團體個人費用總額 20%之工本手續費或訂金全額。
3.出發前第 14 天內人員取消，除訂有散客機票外，其他團費恕不退費。散客機票退票金額及時
間之規定依各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4.如有取消皆以電郵(E-mail)或傳真給業務經辦人提出正式取消通知為準，並經來電確認，口頭
及其他方式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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