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旅客常見問題 Q&A

更新日期：03/22

簽證問題(如：美國轉機是否還是需要美簽、該如何辦理)
答:如走美國航線轉機前往南美旅遊需備美簽，但美簽如持 ROC 台灣護照現可以線上 ESTA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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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申請。祕魯、智利為免簽,其他國家如巴西. 阿根廷則需事前申請簽証。
如走歐洲航線則免辦美簽,但南美多國行程以北美轉機較宜(航程時間較短,較順)。
簽証時間要多久？護照要用如何處理？
2. 答:巴西需 2 週(需正本),阿根廷需 3-5 天,正本可預先驗証後以附本替代。
PS.巴西如本人前往辦簽,可縮短為約 5 個工作天。
各行程最佳出發的月份是何時？
答:南美經典四國 24 天(南部火地島.大冰川.百內公園以當地春夏前往較宜)10 月至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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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精華四國 17 天,行程地點均在南緯 35 度之內,作以全年皆宜。
中美洲、祕魯單國 14 天或巴西單國行程全年皆宜。
南美雨季期約為 12-03 月。
行程中遊覽車輛狀況？
4 答:一般團體車輛依人數配置 40 座或 25 座巴士,城市地區巴士部份也有 WiFi 功能。
在亞馬遜地區機場至碼頭及熱水鎮上下馬丘比丘為接駁車, 非專屬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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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行程內使用的航段飛行航班?
答:南美行程因航段太多,航班通常為參考,實務上需訂票作業後才會確認航班。
通常秘魯單國為 7-8 航段,南美四國為 15-16 航段。
前往南美走北美還是走歐洲飛行時間及距離？
答:北美直飛航程:TPE/LAX 約 11:30 (約 10,900 公里),LAX/LIM 约 08:30(約 6,710 公里)。
TPE/JFK 约 15:00 (約 12,500 公里),JFK/GIG 约 10:10(約 7,720 公里)。
歐洲直飛航程:TPE/DXB 约 09:00 (約 6,550 公里),DXB/GIG 约 14:30(約 11,900 公里)。
TPE/AMS 約 13:00 (約 9,430 公里),AMS/LIM 约 12:30(約 11,500 公里)。
行程之間的拉車時間分別是多久？
答:最長行車路段參考:秘魯利馬至南部伊卡約 300 公里,庫斯科至普諾约 380 公里。
智利阿雷那角市至那達雷斯港市約 250 公里,百內塔至阿根廷加拉法得约 210 公里,
行程中住宿飯店的等級？
答:一般散客合團行程之旅館安排,皆以 5 星為主,部份地區安排 4 星,例:火地島,大冰川地區
或特色旅館,例亞馬遜河地區之雨林度假村,百內公園內景區旅館.
如為客制化團體及行程,可依需求安排。
當地飯店是否有 wifi 可以使用
答:飯店多半有 Wifi,只是有的只在大廳提供,也有房內免費 Wifi 可用,部份房內需付費。
餐食(有中式料理嗎)？
答:南美一般散客合團行程通常以中西式搭配餐食,如為客制行程則依旅客需求安排.但部份
地區無合宜或無中式餐廳可安排.如馬丘比丘,亞馬遜地區,智利百內公園。
全程是否都在餐廳用餐？
答:用餐皆以餐廳為主,但於亞馬遜地區有可能於進出度假村之交通船上用餐盒。
是否會產生高山症？
答:高山症會視個人体質而定,在祕魯庫斯科及的的喀喀湖等高原地區較易產生,我們在排行
程時會去注意生理之調適,另建議高山症急性葯品「丹木斯」做為克制高山症有效之方法。

南美較高地區海拔高度？
答:秘魯 庫斯科: 3400 公尺,聖谷 2400 公尺,馬丘比丘:2400 公尺,普諾 Puno: 38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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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 拉巴斯 4050 公尺，烏尤尼垃鹽湖 3700 公尺, 波多西 4090 公尺。
智利 聖彼得阿塔卡馬 2400 公尺,百內公園湖區 700 公尺。
服裝-帶什麼服裝比較合適？
14 答:南美地處南半球,行程地域廣大,通常需備四季服裝,建議以質輕透氣易乾之機能服裝,並
以洋蔥式穿法為原則, 行李分類分裝簡單易整理為宜。
行李可託運件數？
15 答:南美四國行程所用航空公司涉及多家,規定不同,但免費託運最少都是一件,為求在旅程
中輕鬆整理及攜帶,建議行李精簡實用,託運之大行李以一件為宜。
旅行攜帶禁忌
16 答:進出美國及南美尤其智利海關,生鲜、植物種籽類及蜂蜜類食品切勿攜帶,現金個人勿超
過美金 1 萬元,如超過要分散至團友攜帶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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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當地治安？
答: 世界各地皆同,貧富落差大地區即有治安問題,近年因南美經濟較佳, 治安已改進甚多,
重點是旅行中個人財不露白,不落單,團體行動較無治安顧慮。
當地風土民情？
答:南美人天性熱情, 如語言可溝通實為友善,相對去當地也需有入境隨俗之觀念。
通常其個性處理事宜較慢,國人個性較急,往往有不適之反應。
南美當地時差？
答:整體和台灣相差及較晚 11-13 小時, 當地也有夏令時間之調整。
南美當地天氣狀況？
答: 南美地區很大位南半球,四季和北半球相反,但在行程中原則春夏秋冬皆會感受到。
一般在安地斯山區早晚皆涼(冷),陽光出現後即回溫,有時如同春夏。
庫斯科至馬丘比丘交通狀況？
答:到馬丘比丘皆是需先到山下的熱水鎮。庫斯科到熱水鎮只能以火車進出,庫斯科火車站現
位於市郊 Poroy(車行約 20 分鐘),但現火車班次少且行車時間長(4 小時),所以現多以專
車(80 分鐘)至班次較多的中途站 Ollantaytambo 往返熱水鎮(90 分鐘)。由熱水鎮上下至
馬丘比丘門口只有公營中巴接駁車可用,團體會安排在同一輛,行車约 20 分鐘之之字形路
上山爬高約 700 公尺後抵公園門口。
為什麼不住在熱水鎮？這樣隔天可以不用太早起床出發至馬丘比丘？
答:馬丘比丘熱水鎮住與不住皆可,只是熱水鎮旅館條件不穩定,好的價格很高或各旅館房間
數皆不多,另有行李攜帶上下火車事宜,在當地並無車輛可用,通常在馬丘比丘園區內多
半不超過三個小時,不一定有必要住在當地,住當地多為背包客或散客小團體。
若行程遇到下雨受阻，行程會怎麼安排？(如：庫斯科或其它下雨無法進行的行程)
答:庫斯科雨季為 12 至 3 月,如遇豪雨有可能發生鐵路受損無法至馬丘比丘, 近年鐵路路基
已在改善中.目前本公司安排年初馬丘比丘行程,皆以先至馬丘比丘遊覽, 如遇受阻可調
整至隔日再前往, 行程內容則就地前後調整。
祕魯 NASCA LINE 觀光飛機飛行時間及價格？
答:由 Pisco 機場出發(飛行 90 分鐘)費用 USD.260 元+稅約 USD.10.
由 Nasca 機場出發(飛行 30 分鐘)費用 USD.120 元+稅約 USD.10.
以上皆需預約事前決定.起飛時間日前才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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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其他自费活動？
答:秘魯伊卡沙漠的越野車值得推薦,費用含税及交通 90 分鐘 USD.40 美元。
巴西伊瓜蘇瀑布 Macuco 快艇衝瀑布交通 15 分鐘 USD.80 美元。
巴西伊瓜蘇瀑布景觀直昇機 10 分鐘約 USD.140 美元。
巴西糖麵包山景觀直昇機 10 分鐘約 USD.140 美元。
智利復活島為何不排入行程內？
答:如為客制化團體安排沒問題.如是一般散客團體,考慮天數,費用,成行率等因數.所以未
列入. 但旅客如具英語能力(中文導遊陪同前往也可,當然會有費用因素),可於返程時於
聖地牙哥自行前往三天二夜遊覽, 需事前預定及報價。
伊瓜蘇瀑布( 阿根廷&巴西二邊都有住嗎?飯店如何?)
答:伊瓜蘇通常只住一邊,並以巴西為主(旅館較多,較順),旅館有 5 星、4 星。
南美行程中會有安排當地風情的表演秀？
答:秘魯:庫斯科用餐時多有安地斯山住民走唱表演。
阿根廷:布宜諾晚餐精彩美艷的探戈秀。
巴西:伊瓜蘇瀑布森巴烤肉晚餐秀或里約森巴嘉年會表演秀。
南美行程中如遇罷工,會如何處理？
答:事前了解有罷工且影響行程,設法調整行程.避開罷工城市。
事前無罷工訊息且影響行程,安全第一,調整行程及旅館食宿。
以上情形如有費用增加旅客需先自付或返回後由旅遊保險補償,減少則事後退回。
行程中如因個人因素要自行離團如何處理？
答:需簽自願離團書給領隊,後續行程視同放棄, 無法退費。
團體機票無法更改或退票, 需自費另訂機票。
付訂金後取消行程？
答:如無客制化合約約定，則依交通部觀光局國外旅行定型化契約第 27 條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