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南美洲五國暨巴西嘉年華、玻利維亞大鹽湖、百內、冰河、 
                   火地島國家公園二十九日遊 

美國國家地理旅人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s）經過兩年審查，於 1999 年選出 50 個真正的旅人

此生必遊之地。豪福旅行社規劃的南美二十九日旅遊中，亞馬遜河叢林、馬丘比丘古城、里約熱內盧三

處勝地即是：亞馬遜河叢林曾吸引無數世界探險家深入其境，現今每年正以大規模面積消逝中…馬丘比

丘古城宛若安地斯高山上的空中之城，無解的失落神話迴盪在每個人的心中…里約熱內盧每年擁入成千

上萬的遊人，絕對是令人難以抗拒的熱情城市！                      

 

 
 



【行程特色】 
本行程特別安排巴西嘉年華冠軍賽，2020 年的嘉年華是在里約熱內盧於 2020
年 02 月 29 日達到高峰，屆時全球的遊客蜂擁而至，熱鬧非凡，飯店暴滿。特
別安排前排座位(第 9 區)，與森巴舞者近距離接觸。 

 
 【特殊景點】  

針對首度暢遊南美洲的行程： 

『印加文明』之國【祕魯】－印加帝國是 11 世紀至 16 世紀時位於美洲的古老帝國，首都設於庫斯可。 

   『內陸貧窮』之國【玻利維亞】－玻利維亞獨立後，經常和周邊國家發生戰爭，在 1879～1883 年的硝石

戰爭，喪失其唯一濱海省份，自此成為內陸國家。玻利維亞因為高度

腐敗是南美洲最貧窮的國家，加上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被稱為"

坐在金礦上的驢"。 

『南美峽長』之國【智利】－南北長 4300 多公里，位於安第斯山脈與太平洋之間，東西平均寬度卻只有

200 公里。 

『探戈情迷』之國【阿根廷】－探戈起源於阿根廷的貧民窟，融合非洲舞、佛朗明哥和古巴舞蹈而成，

十九世紀時盛行於南美洲。 

   『熱情森巴』之國【巴西】－唯一南美葡萄牙語國家，每年嘉年華會吸引眾人目光。 

 

◎ 搭乘飛機造訪秘魯沙漠中神秘的納斯卡線，由空中鳥瞰呈幾何結構和比例完美的線條之巨大創造物，

至今依然是撲朔迷離的謎團。1994 年已被列為聯合國世界遺產。 

◎ 秘魯太平洋岸邊的帕拉卡斯保護區中最引人入勝的巴雷斯塔斯島—鳥島，島上棲息著很多瀕臨絕種的

鳥類和海洋動物。搭乘遊艇一探動物的世界並見到坡上像燭台或仙人掌的巨大圖案，真是令人難解。

有的考古學家認為這是過去為船隻導航用的也有的是認為是外星人刻畫的。 

◎ 世界第二長河流—亞馬遜河，縱貫南美洲，發源於秘魯，於巴西注入大西洋，是世界流量、流域最大，

支流最多的河流。特別安排於秘魯深入神秘的亞馬遜熱帶雨林，飽覽林中豐富生態。 

◎ 造訪傳奇的古印加帝國首都─庫斯可及神秘的古城─馬丘比丘，為安地斯高山上的空中之城，無解的

失落神話迴盪在每個人的心中… 

◎ 搭船遊覽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泊，也是南美最大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位於秘魯與玻利維亞交界；特

別安排踏上蘆葦草編織而成的浮島，了解島上印加族之一的烏洛族之生活情形。 

◎ 隱藏在安地斯山南端的智利百內國家公園，於 197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生物圈保護區。昔日

大量的冰川使百內擁有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湖泊、河流、潟湖，湖泊又因礦石沉澱而有著不同的美麗的

藍色、靛藍色、灰綠色、玉綠色…以壯麗的花崗岩百內塔、百內角當背景，讓您有如掉入人間仙境般，

不捨離去。 

◎ 在 1981 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的『冰河國家公園』，我們參觀了唯一讓您可容易步行接近的【摩

雷諾冰河】，也安排搭船讓您從不同的角度觀賞冰河。寬 5 公里、平均高 60 公尺，冰河的前進、斷裂、

前進…過程，當走在冰河旁，有機會聽到震耳欲聾的崩裂掉落聲，讓您忙著捕捉鏡頭。 

◎ 探訪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伊瓜蘇大瀑布，並於巴西及阿根廷兩國分別欣賞世界遺產的伊瓜蘇國家公

園，275 道萬馬奔騰的大小瀑布群，有如千垂百鍊、氣勢澎湃的水牆，浩瀚河水滂沱而下，水聲之大

有如魔鬼怒吼，氣勢攝人！陽光嵌入，虹彩協奏，猶如變化多端的大自然水幕電影。 

   ◎ 參觀世界最大水力發電廠－伊太普水庫。 

 

 



【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參觀 7 個人類世界遺產－利馬舊城區、外星人納斯卡線、庫斯科舊城區、馬丘比丘、智利瓦爾帕萊索、

阿根廷冰河國家公園、伊瓜蘇瀑布（阿根廷與巴西）。 

 

2. 減少旅途舟車勞頓：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搭船巡遊亞馬遜河流域（秘魯）。 

◎搭乘小火車攀上基督山最高峰。 

◎安排兩段纜車淩空飛躍麵包山山頂。 

◎搭船遊第格雷三角洲（阿根廷）。 

◎搭乘瓦爾帕萊索非常有特色的纜車（智利）。 

◎搭乘祕魯高山火車前往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印加帝國的都城─馬丘比丘（秘魯）。 

◎神秘的納斯卡飛行之旅（在天氣許可下），您可於空中一目了然地俯瞰鑴刻在沙漠上一系列 

圖形素，體會所謂的「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書」。 

◎搭船前往秘魯最大的沿岸野生保護區－巴雷斯塔思島。 

  ◎火地島搭乘★世界盡頭火車；搭船遊覽比格峽灣。 

 

3. 精心安排食宿： 

◎特別安排當地美食，以餐食的多樣化與豐富的內容，滿足您挑剔的味蕾，體驗當地傳統風味，一場視

覺與味覺的饗宴！ 

◎住宿以四星級為主，享用自助式早餐等，中式餐七菜一湯，西式主要為三道式。 

◎安排品嚐巴塔哥尼亞高原有名的農場烤肉餐，讚不絕口的美味搭配餐桌酒，真是大快朵頤！ 

◎安排秘魯傳統歌舞風味餐、阿根廷著名的牛排餐、伊瓜蘇瀑布景觀餐風味自助料理、智利海鮮餐、巴

西窯烤餐等。 

 

4. 豐富旅行紀念： 

◎欣賞各國民俗秀－祕魯的傳統音樂舞蹈、意亂情迷的阿根廷探戈、熱情洋溢的巴西森巴舞。 

 

5. 增加旅遊時間： 

◎用心規劃，行程不重複，讓您遊覽更多景點。 

◎特別安排祕魯高山火車歐蘭太唐波至馬丘比丘，非傳統庫斯可至馬丘比丘，而庫斯可至歐蘭太唐波，

豪福特別增加印加古市集－琴切羅的傳統編織秀、印加鹽都－馬拉斯、印加梯田城－莫蕾，行程加值

不加價。 

  

出發日期：2020 年 02 月 05 日 

                                                                                               

  第 01 天  台北洛杉磯 LOS ANGELES 

            TPE/LAX  (飛行時間：12：25 時) 

今日搭機飛往美國西部第一大城－洛杉磯，因飛越國際換日線於當日抵達，抵達後搭乘旅館接

駁車前往飯店休息，調整時差。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宿】：HOLIDAY INN AIRPORT 或 WINGATE BY WYNDHAM 或同級 



第 02 天  洛杉磯利馬 LIMA(秘魯)  

            LA 2477 1300/0040+1 (飛行時間：08：40 時) 

午前搭乘旅館接駁車至機場搭機飛往祕魯首都－利馬，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憩，準備展開神秘又

豐富的南美五國之旅。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宿】：LIMA SHERATON HOTEL 或 CASA ANDINA SELECT 或 FOUR POINT 或 JOSE ANTONIO 

 

第 03 天   利馬 

           早餐後專車前往利馬市區觀光： 舊城區的●聖馬丁廣場、▲大主教堂、▲阿瑪斯廣場、▲總

統府等，並參觀被列為古蹟保護的★聖法蘭西斯科修道院，內有精緻馬賽克磁磚及地下墓窖。

再前往米拉弗羅雷斯，此區為高級住宅區有露天咖啡座，高級餐廳，購物場所和浪漫的愛的公

園。午後參觀★拉爾科考古博物館，擁有超過45000件前哥倫布時期黃金、白銀製的珠寶、織

品及陶瓷等文物，概述祕魯4千年來的發展史。館內另藏有特別的情色陶藝品，是一個私人博

物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餐              晚餐：當地餐 

【宿】：LIMA SHERTON HOTEL或CASA ANDINA SELECT或FOUR POINT或JOSE ANTONIO或

COSTA DEL SOL RAMADA AIRPORT或SAN AGUSTIN SELECT 

 

  第 04 天   利馬 LIMA－納斯卡 NAZCA－伊卡 ICA 

            今天驅車南下翻越乾燥的沙漠區和翠綠的沿岸綠洲區往納斯卡出發，經伊卡抵達納斯卡。展 

            開神秘的 納斯卡★飛行之旅，探尋的是 1500 年前，鑴刻在沙漠上的各種巨大圖形，在廣袤

的沙礫漠地，映入眼簾的蜂鳥、鱷魚、蜘蛛、猴子等蟲魚鳥獸，以及幾何圖案。這些神奇的巨 

            幅畫作，託此地幾無風雨之賜，得以留存下來。您認為這些圖形代表著什麼？天文書？祈雨壇？

還是外星人作品？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LAS DUNAS HOTEL 或 HOTEL MOSSONE 或 SAN AUGSTIN 或 EMBASSY 或 ARANWA

或 DOUBLE TREE 

          

  第 05 天   伊卡─帕拉卡斯 PARACAS─利馬伊基多 IQUITOS 

            LA 2236 1745/1935 (飛行時間：01：50 時) 

            今早★搭船前往巴雷斯塔思島，此島位於帕拉卡斯保護區，是秘魯最大的沿岸野生保護區。 

            島上可見候鳥、鵜鶘、海鵝、鸕鶿、燕鷗和與牠們共享棲息之所的海獅與海狗。夏季時分，  常

可見兀鷹和紅鶴於岸邊歇息，更可見沙丘上的大燭臺圖形。午後搭車返回利馬，並前往機場搭

機飛往亞馬遜河流域城鎮－伊基多。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機場簡餐 

【宿】：DOUBLE TREE HILTON 或 VICTORIA REGIA HOTEL 或 HELICONIA 或 CASA MOREY 

 

 

 

 

 

 



  第 06 天   伊基多－亞馬遜河 AMAZON RIVER－伊基多 

今日進入 亞馬遜河流域，在這個讓原始叢林環抱，以亞馬遜河及其支流作為交通聯繫的城

市，盡覽兩岸原始林風貌，繁密的枝葉撩動冒險的心。乘坐遊艇沿河而行，看千百種的綠色如

何織就濃密的叢林窗簾。亞馬遜河也被喚作地球之肺，深入這看似安靜、枝幹藤葉緊密交纏之

境，實地感受生命緩慢卻強壯的力道！造訪★印地安部落，體會當地風土民情，或可能看見全

世界獨有的粉紅色河豚！傍晚返回伊基多。 

            早餐：旅館內            午餐：簡易西式自助餐          晚餐：當地餐 

【宿】：DOUBLE TREE HILTON 或 VICTORIA REGIA HOTEL 或 HELICONIA 或 CASA MOREY 

 

  第 07 天   伊基多利馬庫斯可 CUZCO  

            LA 2235/2041 0815/1000、1100/1235 (飛行時間 01：45、01：35） 

今日上午離開亞馬遜河流域，回到伊基多機場，搭機前往南美洲的印加帝國首都-庫斯可，這

是個因殖民而使原印加建築大量消褪的神聖古都，位於海拔 3500 公尺處，印加語意指「世界

的中心」，祕魯人稱做「安地斯山谷王冠上的明珠」。庫斯可的輪廓就像是一隻美洲虎，中心廣

場位於美洲虎的腹部，而頭部是城外的沙賽瓦曼堡壘，其"Z"字型外牆，也象徵著美洲虎銳利

的牙齒，登臨其上，可一覽印加都城。午後參觀印加帝國最重要的神殿★太陽神神殿，當年牆

壁和地板鋪著黃金薄片，而中庭擺飾著黃金雕像。西班牙於 17 世紀入侵後在太陽神殿基座上

將之改建為聖多明尼哥教堂。雖然歷經幾次地震，教堂嚴重受損，但印加巨大石頭和緊密交扣

的石牆依然屹立，這都是因印加的石造技術的偉大。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或機場簡餐           晚餐：傳統風味餐及秀 

【宿】：ECO INN CUZCO 或 LOS PORTALES 或 JOSE ANTONIO 或 SAN AGUSTIN 或 SONESTA 

 

第 08 天   庫斯可 20km 琴切羅 CHINCHEROS 26km 莫蕾 28km 歐蘭太唐波 

            位於琴切羅周圍的山峰多是高於五千公尺以上，山頂終年積雪，景色非常壯觀而幽雅，此城是

以古老的農產品市集而聞名，在這也可見到當地人用駱馬載運東西，市中心廣場上有一座保持

完整的▲印加城牆、▲酋長之家，西班牙人殖民時期所建的巴洛可式▲教堂、▲鐘塔。再往聖

谷中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莫蕾，它以管理來創造不同的小氣候區域，以便生產出各種不同

的農作物，▲梯田更是古印加帝國的農業藝術品，也是雄偉的景色梯田深度高達 150 公尺。隨

後前往印加帝國時期就以出產鹽而興盛，並擁有三千個以上的▲鹽田，產量非常豐富值得一 

遊，也是絕佳的攝影地點。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西式套餐 

【宿】SONESTA POSADA YUCAY HOTEL 或 LA HACIENDA DEL VALLE 或同級 

 

第 09 天  歐蘭太唐波－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庫斯可 

★搭乘高山火車前往坐落在老年峰與青年峰間陡峭狹窄山脊上的「空中之城」 ★馬丘比丘，

因與世隔絕而免遭西班牙殖民者的掠奪。這座神秘的古城，建造於 15 世紀，卻在 16 世紀不知

為何被遺棄，直到 20 世紀才被世人發現。城中著名的「拴日石」和以宗教祭祀典禮為主的建

築，無不展現印加人對太陽神的崇敬。站上這座空中之城，耳際迴盪著排笛扣人心弦的印加音

樂，您想的會是什麼？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西式套餐 

           【宿】：ECO INN CUSCO HOTEL 或 LOS PORTALES 或同級  

 



  第 10 天  庫斯可─普諾 PUNO 

            今日前往的普諾，是位於安地斯山高原湖泊－的的喀喀湖的湖畔小鎮，也是祕魯的民俗之都 

           ，以原住民手工藝品聞名，於此參觀殖民時期的▲教堂及▲主廣場。的的喀喀湖中有個漂浮 

            了幾百年的浮島，我們★乘船至這座浮島，島本身用蘆葦草建成，並以幾枝竹枝插在水底固 

            定位置，島上有幾間蘆葦屋和瞭望塔，居住其上的烏洛島民們依然保有原始而傳統的祕魯生 

            活，他們說：我們住在水與天堂之間。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餐盒               晚餐：西式套餐 

           【宿】：ECO INN PUNO HOTEL 或 JOSE ANTONIO 或同級 

  

  第 11 天  普諾─科帕卡巴納 COPACABANA（玻利維亞）─拉巴斯 LA PAZ 

            早上越過祕魯與玻利維亞邊界，前往的的喀喀湖畔的聖城－科帕卡巴納，參觀結合西班牙與 

            當地色彩的★大教堂，因西班牙殖民時代豎立「黑聖女」像後多次顯靈聖蹟而聞名。午後搭 

            船越過世界最高可通航湖泊－的的喀喀湖，前往據說是印加文明起源地的★太陽島，因居民 

            將的的喀喀湖喻為宇宙、天空，故稱之太陽島，流傳許多動人神話。晚上抵達玻利維亞首都 

            －拉巴斯。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船上簡易自助餐     晚餐：酒店內套餐 

           【宿】：EUROPA HOTEL 或 REAL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 12 天   拉巴茲烏尤尼鎮 UYUNI 

            Z8 300 0730/0815 (飛行時間：00：45 時) 

早晨搭機飛往烏尤尼鎮後換乘吉普車前往烏尤尼鹽湖。烏尤尼鹽湖，位於 3700 公尺的安第斯

高山上，是一個乾涸了的鹽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鹽湖，面積達 10582 平方公里，有著一望無

際的天空和白色世界。我們來到湖邊的小村落，這裡是當地人採鹽的地方。接著前往鹽湖中心 

地區仙人掌島，山上長滿仙人掌，高度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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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

鹽造旅館。 

早餐：烏尤尼旅館內早餐             午餐：野餐                 晚餐：酒店內套餐 

【宿】：HOTEL PALACIO DE SAL 或 CRISTAL SAMANA 或 JARDINES DE UYUNI 或同級 

註：因地處偏遠荒涼，鹽湖內無道路通行。若因氣候變異如強風、豪雨或洪水等危害團體安全

因素，本公司有權變更行程不去仙人掌島、不去木乃伊洞穴(隔日)，且不予退費。 

 

第 13 天  烏尤尼鹽湖 SALAR DE UYUNI 

今日前往北邊，位於圖奴帕火山山腳下參觀神聖洞穴內的木乃伊。接著健行上山坡的眺望點欣

賞整個鹽湖地區。下山回到鹽湖，讓您有充分的時間攝影取景!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野餐                 晚餐：酒店內套餐  

【宿】：HOTEL PALACIO DE SAL 或 CRISTAL SAMANA 或 JARDINES DE UYUNI 或同級 

 

 

 

 

 

 



第 14 天  烏尤尼拉巴斯  

            Z8 301 0840/0925 (飛行時間：00：45 時) 

早晨飛返首都拉巴斯，遊覽位於約 400 米深盆地、市中心海拔 3600 公尺的拉巴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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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前往以崎嶇崢嶙地貌聞名有如月球表面般的▲月亮谷。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當地餐   或餐盒         晚餐：當地餐 

【宿】：EUROPA HOTEL 或 REAL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 15 天   拉巴斯聖地牙哥 SANTIAGO(智利) 

            LA 893 1120/1520 (飛行時間：03：00 時) 

上午前往機場搭機飛往世界最狹長、有「絲帶國」之稱的國家－智利，抵達最具歐洲傳統風格

的首都－聖地牙哥。 

            早餐：旅館內                    午餐：誤餐費 15U           晚餐：西式套餐     

           【宿】：CROWNE PLAZA HOTEL 或 HOLIDAY INN AIRPORT 或同級 

   

  第 16 天   聖地牙哥—瓦爾帕萊索—聖地牙哥 

            上午展開市區觀光參觀：●大教堂、●中央廣場、●摩尼達宮(總統府)、●憲法廣場、▲國立 

劇場和▲聖塔露西亞公園。隨後專車前往首都西北邊的渡假聖地 VINA DEL MAR 及 瓦爾帕

萊索(VALPARAISO)參觀。VALPARAISO 西班牙文的意思是"天堂谷" ，1536 年西班牙人建立

的港市，曾經因美洲金、銀礦的發現而繁榮，後來因為巴拿馬運河的開通而沒落。此地將參觀

融合西、英、德三國的▲古老建築、色彩亮麗的▲房舍，隨後再搭乘當地非常有特色的★纜車。

之後折返聖地牙哥。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海鮮餐        晚餐：中式餐                      

           【宿】：CROWNE PLAZA HOTEL 或 HOLIDAY INN AIRPORT 或同級 

 

  第 17 天   聖地牙哥阿雷那斯角 PUNTA ARENAS－納塔雷斯港 

LA 293 1000/1325 (飛行時間：03：25 時) 

上午搭機飛往智利南方港口阿雷那斯角，隨後沿著 OTWAY 海灣欣賞布朗茲維克半島上山脈動

人的景觀，前往著名的★“培尼田地河域的畜牧場”，於此可觀賞麥哲倫地區典型的牧場生

活：可欣賞牧羊犬看管羊群、或有剪羊毛秀等並在牧場享用烤肉餐，隨後專車前往納塔雷斯港。 

早餐：旅館內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B-B-Q 烤肉餐 

           【宿】：COSTAUSTRALIS HOTEL 或 HOTEL CISNE DE CUELLO NEGRO 或同級 

 

第 18 天   納塔雷斯港－百內國家公園 PAINE N P 

            上午前往百內國家公園，途中造訪★米拉洞巨穴，在此發現史前時代的化石；可於入口處看到

其複製品。★百內國家公園是欣賞安地斯山脈雄偉風光最美的地點，國家地理雜誌將此公園列 

為人生必遊之 10 大" 人間樂土" 之一。1978 年被 UNESCO 列為世界自然遺產。沿著湛藍的沙

蜜安度湖(LAGO SARMIENTO)進入了公園內，可見羊駝在旁嬉戲、聰明狡黠的灰狐忽隱忽現

和美洲駝鳥的身影。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餐            晚餐：酒店內 

【宿】：LAGO GREY 或 LAGO TYNDALL 或 RIO SERRANO 或 LAS TORRES 或 COSTAUSTRALIS 

 



第 19 天   百內國家公園－加拉法提 CALAFATE (阿根廷) 

            ★百內國家公園是智利湖山景緻最美的，位於安地斯山脈最南端的，它也是南美洲自然生態保

育區之一。在氣候多變的百內公園裡，我們搜尋著著名的百內塔和角山的身影。沿途可見冰河

(如 GREY GLACIER)、湖泊(如灰湖 LAGO GREY、佩歐湖 LAGO PEHOE 和 NORDENSKJOLD 湖

等)和 SALTO GRANDE 瀑布；並有巍峨壯麗的山脈令人嘆為觀止。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餐盒              晚餐：酒店內 

           【宿】：PATAGONIA PARK PLAZA HOTEL 或 POSADA LOS ALAMOS 或同級 

 

第 20 天  卡拉法堤─摩雷諾大冰河─卡拉法堤布宜諾斯艾利斯 

            AR 1825 1905/2200  (飛行時間：02：55 時) 

            今日前往★摩雷諾大冰河，一路上沿著阿根廷湖進入 冰河國家公園，1981 年被 UNESCO 列  

為世界自然遺產。我們搭乘觀賞冰河之遊船，行駛在阿根廷湖的”支臂”處，靠近冰河，見到  鋸   

            齒狀的冰牆，景色絕佳，偶見冰河在您眼前掉落，令人終身難忘。依依不捨地離開這令人終身  

            難忘之地。傍晚搭機飛往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她有南美巴黎的美麗城市，處處充滿歐洲色  

            彩的市容。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當地餐或餐盒         晚餐：機場簡餐 

           【宿】：AMERIAN HOTEL 或 PULITZER HOTEL 或同級 

  

  第 21 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布宜諾斯艾利斯，她有南美巴黎的美麗城市，處處充滿歐洲色彩的市容。上午參觀▲五月廣場、 

▲總統府、▲大教堂、▲國會及世界上最寬大的▲七月九日大道和▲波卡拉區 －此為十九世 

紀義大利碼頭工人定居之處，屋子漆上不同的鮮艷的色彩，別有一番風情。午後到★TAIGER 

碼頭搭船遊河，由水上欣賞南美第一大城風光。晚上享用晚餐並觀賞華麗的★探戈舞表演。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餐            晚餐：西式套餐(可選阿根廷牛排)                     

           【宿】：AMERIAN HOTEL 或 PULITZER HOTEL 或 INTERCONTINENTAL HOTEL 

 

  第 22 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伊瓜蘇瀑布 

           LA 7502 1145/1333  (飛行時間：01：48 時) 

上午搭機來到世界上最寬的★伊瓜蘇瀑布「伊瓜蘇」在瓜拉尼語中意指「大水」，其寬度為世界

第一，高度為世界第四。於阿根廷邊感受 ★伊瓜蘇瀑布的震撼，漫步瀑布步道欣賞瀑布側景，

視覺與聽覺無不為之動容，各種風情的瀑布如壯觀無比的魔鬼咽喉，就在眼前展開，讓人讚嘆

上帝造物之神奇及大自然的美妙。越過邊界前往瀑布巴西邊。 

           早餐：旅館內                  午餐：機場簡餐或中式餐        晚餐：西式套餐 

          【宿】VIALE HOTEL 或 GOLDEN PARK 或 WINDHAM GOLDEN FOZ SUITE 或 VIALE TOWER 

 

 

 

 

 

 

 

 



第 23 天  伊瓜蘇瀑布－伊瓜蘇瀑布(巴西邊) 

           上午於巴西邊的 ★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領略壯觀的 275 道瀑布。伊瓜蘇瀑布位於巴 

           西、巴拉圭、阿根廷三國交界處，因大面積地質斷層落差形成了 275 道萬馬奔騰的大小瀑布群， 

           有如千垂百鍊、氣勢澎湃的水牆，浩瀚河水滂沱而下，水聲之大有如魔鬼怒吼，氣勢攝 

人！陽光嵌入，虹彩協奏，猶如變化多端的大自然水幕電影。午後參觀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廠

－★伊太普水庫，她是由巴西與巴拉圭兩國建造、共有共管的設施，於 1987 年 11 月完工，共

花費一百四十億美金，也是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全長四公里，霸頂最高處約六十四層樓高，二

十座發電機組，每日產生電量一億二千多萬咓，水庫內並有四十四座島嶼。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餐或當地餐      晚餐：機場簡餐 

          【宿】：VIALE HOTEL 或 GOLDEN PARK 或 WINDHAM GOLDEN FOZ SUITE 或 VIALE TOWER 

 

第 24 天  伊瓜蘇瀑布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OR(巴西)  

           LA 3061 1100/1300 (飛行時間：02：00 時) 

早晨前往機場飛往嘉年華勝地，也是世界著名的三大夜景地─里約熱內盧，現在更是新世界七 

大奇景之一。參觀▲巴西世足賽足球場、里約最大的天主教集會場所的▲天梯教堂、▲科帕卡

巴納海灘、1990 年由智利藝術家收集數十國不同顏色的磁磚，拼拼貼貼創作了長 125 公尺的▲

森巴樓梯街 Escadaria Selaron。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餐              晚餐：巴西窯烤 

【宿】：AC HOTEL或ROYALTY RIO或AMERICAS或ARENA LEME或ROYAL TULIP或GOLDEN  

 

第 25 天  里約熱內盧  

上午先遊著名的基督山，搭乘★小火車攀上最高峰，俯瞰享譽全世界的里約美景，優美壯闊的

風光，令您永生難忘！山上的基督聖像高達 38 公尺，花了五年於 1931 年完工，是新選出的世

界現代建築七大奇景之一。晚上您可親身感受聞名於世的巴西★嘉年華會狂歡，千奇百怪、花

樣百出的獨特人身造型；身材曼妙、噴火的巴西女郎舞著熱力四射的森巴；狂歡的隊伍，不分

男女老幼、不分黑白黃棕，在歡樂的氣氛中忘我地狂歡起舞，讓您大開眼界也讓您不由自主地

陶醉其中。 

           早餐：旅館內                午餐：巴西黑豆風味餐        晚餐：當地餐   

【宿】：AC HOTEL 或 ROYALTY RIO 或 AMERICAS 或 ARENA LEME 或 ROYAL TULIP 或

GOLDEN TULIP 

    

  第 26 天  里約熱內盧聖地牙哥洛杉磯 

           LA 775/602 1710/2150、2355/0620+1 (飛行時間：04：40、11：25 時) 

           上午繼續觀光：前往參觀造型奇特的★麵包山，經由兩段纜車淩空飛躍山頂，回頭飽覽里約海

灘風光，令人心曠神怡；並順道一遊▲寶石博物館，參觀瑰麗動人的巴西寶石。午後市區觀光。

隨後前往機場搭機經聖地牙哥轉機飛往洛杉磯。夜宿機上。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餐           晚餐：當地餐         

          【宿】：機上 

 

 

 

 



 第 27 天  洛杉磯台北 

           LAX/TPE(飛行時間：14：35 時) 

           上午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前往購物中心盡情選購所需物品。午後前往酒店略微休息，傍晚前  

           往機場搭機飛回台北。夜宿機上。 

           早餐：機上                    午餐：中式餐                晚餐：機場簡餐或中式餐                    

【宿】：HOLIDAY INN 或 WINGATE BY WYNDHAM 或 BEST WESTERN 或 COMFORT INN 或 LA  

                 QUINTA 或 HAMPTON 

    

第 28 天   洛杉磯台北 

           今日飛往台北，途中飛機追隨旭日而行，您將體驗一個漫長的白晝，而於次日抵達甜蜜 

           的家。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宿】：機上 

 

 第 29 天   台北 

           旅行，是為了回到溫暖而甜蜜的家，和摯愛親友共享回憶。 

              

          

 

【特別說明】： 

1.本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為下車參觀、 標示為 UNESCO 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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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6 個月以上之效期。需有晶片護照 

 02.謢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03.3 個月內之二吋彩色白底照片 4 張（頭頂到下巴需要有 3.2CM~3.6CM，不可戴眼鏡；不可露齒；頭髮

不可遮住耳朵及眉毛；不可修片過度），相片需與本人外觀相符以避免入境時有任何問題。 

04.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於正本相符。 

05.黃熱病接種證明。 

06.有工作者：在職証明一份(巴西要求) 。 

07.財力證明：英文的餘額證明，至少台幣 30 萬以上 2 份，英文餘額證明一定要請銀行蓋章。 

08.申請 ESTA 者，需填寫另一份問卷。(曾經在 2011 年 3 月 1 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

或敘利亞&葉門旅行者則不可申請 ESTA；請申請 B1/B2 實体美簽) 

09.出生地非台灣者，需附上英文戶籍謄本。 

 10.旅客基本資料。 

11.工作天 20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