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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天南美洲深度行 
阿根廷【佩里托莫雷諾冰川】․ 
智利【百內國家公園․復活節島】․

厄瓜多爾․(加拉帕戈斯群島) 
自然生態之旅 

遍遊: 
「阿根廷」布宜諾斯艾利斯, 巴塔哥尼亞—艾加拉法地 
「世界自然遺產」—佩里托莫雷諾冰川 
「智利」聖地牙哥、納達雷斯、彭塔阿雷納斯, 觀賞麥哲倫企鵝。 

復活節島 Easter Island～巨人頭石...... 詭異。 
Torres Del Paine—百內國家公園,冰川、湖泊、瀑布、雪峰如人間仙景。 

「厄瓜多爾」—世界第二高的首都, 有「安第斯香格里拉」之稱「基多」。 
     ～踏足南美洲赤道上, 人生難得。 
「加拉帕戈斯群島」—「世界自然遺產」巨型象龜, 大蜥蝪, 海獅, 海豹, 燕尾鷗, 
         鯨魚, 稀有的動物, 有趣生動, 令您回歸大自然, 不容錯過。 
「世界生物的演變」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在這島上啟發「進化論」。 
 

★  單人房優惠 凡出發前 30 天報名, 於出發時仍未能安排同房者, 客人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之半價。 
(遲報名者客人須繳付全數單人房, 故請早報名為盼) 

出發日期 : 12 月 11 日   2 月 5 日 

團號 原價 
單人房 
附加費 

簽証費 
BNO / SAR / UKP / AUST / CAN / USA

EA-22 $98990 $28990 

HKSAR/UKP/BNO 
免簽阿根廷/智利/厄瓜多爾 
持:美國/加拿大/澳洲護照,在入境時繳付入境費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阿根廷 $131 $70 $100 
智利 $131 $132 $61 

註 : 此團旅客必須自行先打「黃熱針 YELLOW FEVER」攜帶針紙前往厄瓜多爾。 
所有護照必須6個月有效期(由出發日起計)及預留空白頁, 給當地移民局入境時蓋印或做簽證。 
․建議服務小費予領隊/導遊/司機 HK$150 每位每天。 
 

 

1 香港阿姆斯特丹 
Hong KongAmsterdam  

是日晚上齊集香港國際機場, 乘荷蘭航空往阿姆斯特

丹, 晚餐於航機上享用。 
 

2 阿姆斯特丹基多(厄瓜多爾)  
AmsterdamQuito(Ecuador) 

早上抵達阿姆斯特丹機場, 在機場休息, 轉乘航機前

往厄瓜多爾首都-基多, 午餐於航機上享用。厄瓜多

爾—國境沿著安第斯山脈, 鄰近東南面為秘魯, 北面

哥倫比亞, 西面太平洋, 國土的中央剛好橫貫「赤道」, 
有赤道國之稱, 全國分為海岸區, 森林地帶及安第斯

山脈, 人民從事畜牧、甘蔗和小麥的耕種。在 1822
年脫離西班牙獨立後建國。首都基多位於赤道及海拔

2800 公尺的高原, 是全世界第二高的首都, 有「安第

斯香格里拉」之稱, 市內建築充滿西班牙殖民色彩, 
在 1978 年更被聯合國列入世界文化遺產。抵步後 前
往酒店, 晚餐於餐館。 
夜宿 Swissotel Hotel 或 JW Marriott 或同級酒店。 
 

3 基多聖克里斯多巴島(加拉帕戈斯群島) 
QuitoSan Cristobal Island(Galapagos Islands) 

早餐後, 乘車往機場乘內陸航機飛往聖克里斯多巴,
抵達後,登上[加拉帕戈斯-傳奇號]展開五日/四晚遊船

生態探秘之旅, 乘遊船遊覽比較住宿酒店更省時, 無
須每日來回酒店與島之間交通, 更可多看島上各類自

然生態。加拉帕戈斯群島在太平洋之東部, 距離厄瓜

多爾一千公里, 由幾百萬年前海底火山活動所形成, 
是世界上最寶貴的國家公園之一。由19個島嶼及100
多個小島所組成。由於群島位於赤道, 擁有最豐富自 
 

早報名․〝好優惠〞 
按原價 

․每團    首 8 位  只收$   

․每團# 9 至  # 15 位  只收$   

․每團# 16 至 # 20 位  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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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態如有企鵝、海豹、海龜、大蜥蝪等多種罕見生

物, 絕對可以在島上難得一見。著名的英國生物學家

達爾文, 曾在1835年來到島上考察, 因看到島上各種

珍奇的生物而啟發著名的「進化論」, 亦吸引無數學

者到訪。加拉帕戈斯群島於1959年被劃為國家公園, 
並在聖克魯斯島成立達爾文研究站, 於1979年被聯合

國文教基金會列為人類自然遺產。由於島上的動物在

長期受保護下 , 遊客須遵守當地規例 , 分成小姐

(10-15人為一組)由當地導遊帶領下, 才可遊覽。由於

在島上的活動及行程均由國家公園安排,先後次序之

安排,將會在抵達時確認。 
全日膳食及住宿於M/V Galapagos Legend遊船(標準雙人海景房)。 
 

4-6 加拉帕戈斯群島 
Galapagos Islands 

這3天行程: 由國家公園導遊安排乘船前往不同島嶼

如:西班牙女人島, 佛羅雷阿那, 聖克魯斯島觀賞各

種珍貴的生物, 早, 午, 晚餐於船上享用。 
在島嶼上的動物種類都不相同, 不能錯過的有海蜥

蝪、海豹、海獅, 以及許多種鳥類, 如燕尾鷗、紅鶴、

鵜鶘、蒼鷺、大、小達爾文雀等。島上獨有的生態環

境孕育了多種稀有的生物, 當中包括唯一會游泳的海

鬣蜥(Black Marine Iguanas), 信天翁(Waved Albatross), 
夜鷺等。及三種品種的鰹鳥(分別為紅足、藍足及藍

臉)。團友藉此可與這些生物作近距離的接獨, 窥探大

自然的奧秘。 
島上有不同的植物生長, 如阿拉伯樹膠、仙人掌和紅

樹林, 苔蘚類植物。並分別有熔岩隧道、潛水區、海

洋保護區, 小型魚類到大型哺乳動物, 如鯨、錘頭鯊

等。世界上最古老的動物生活在這兒, 被稱為加拉帕

戈斯象龜已經在此生存了幾百年。象龜體型龐大, 最
大可長達1.8公尺, 重230公斤。水陸兩棲的鬣蜥等其

它爬行動物也共生活在這個大自然裡; 在岩石間和蔚

藍的深海內還可以看到海獅、蜥蝪、熔岩鷗和頑皮的

企鵝等。稍後往達爾文研究站, 更可深入了解生物學

家達爾文在加拉帕戈斯群島所搜尋及見證生物演變

的結果。全日膳食及住宿於M/V Galapagos Legend遊
船(標準雙人海景房)。 
 

7 巴特拉島基多(厄瓜多爾) 
BaltraQuito (Ecuador) 

早上, 乘船前往巴特拉島, 乘搭內陸航機飛回首都基

多, (由於此航班一般在中午時段, 航機上只安排輕食, 

建議此午餐自行安排), 抵達基多, 入住酒店。晚餐於

餐館。夜宿Swissotel Hotel或JW Marriott或同級酒店。 
 

8 基多～獨立廣場～大教堂～ 
赤道紀念碑利瑪(秘魯) 
Quito～Independent Square～La Cathedral～
Equatorial Monument QuitoLima(Peru) 

早餐後, 乘車市內觀光, 途經繁盛的8月10日大道, 沿
途仍保留殖民地時期的街道, 充滿西班牙色彩。經過

中心廣場有獨立紀念塔及大教堂, 大教堂外牆以白色, 
而圓形屋頂以綠色, 在陽光之下相映照, 顯得份外耀

目。市內最古老的 San Francisco 教堂, 建於1536年
以巴洛克式建築, 內裡有著名雕刻家所刻的12門徒像

為名 , 內部收藏珍貴的美術品。乘車登上市內 
Panecillo 山丘, 俯瞰全市景色。乘車往市區北面的

「赤道紀念碑」, 位於0度0分0秒的紀念碑有世界的中

心之稱〝La Mil-tal del Mundo〞(The Middle of the 
World), 紀念碑前方, 一條長長的通道, 兩旁轟立著

石雕, 人生難得踏足這高原赤道上, 拍照留念。繼乘

車往機場乘航機經秘魯或智利轉機往-復活節島, 晚
餐及住宿於航機上。 
 

9 利瑪復活節島 
LimaEaster Island 

復活節島是一個南太平洋中的弧島, 距離智利海岸

3,760公里, 面積為118平公里, 整個島長60公里, 闊
12公里, 這座幾乎平坦的三角形火山島, 有拉拉古, 
阿羅伊卡島三個死火山分於三個角落。抵達後, 前往

酒店 , 午餐於酒店。餐後前往遊覽 , 首府漢加洛

Hangaroa 沿著海岸線。島上豎立著約500具不知何時

及為何設立的巨大石像, 島上約2000人口, 多為波里

尼西亞系人, 但頭髮及膚色仍有各種不同顏色, 人們

都樂天親切。此島最早的居民來自波里尼西亞, 島上

土壤肥沃, 種植甘薯, 甘蔗和香蕉。在18世紀時期, 農
耕的土地現已荒廢。晚餐於酒店。 
夜宿4* Hotel Iorana或同級酒店。 

10 復活節島
Easter Island 

(這二天安排在島上遊覽戶外不同的石像, 屆時由領

隊安排行程之先後次序)。 
早餐後, 乘車往島上西南面, 往Rano Kao火山, 此火

山口闊1.6公里, 深200公尺, 內有火山湖, 野草非常

繁茂。島上所有石像之地方並仍遺留三百多個未完功

之石像散放於此。抵達Orongo Village, 島上居民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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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 每年春天舉辦傳統節目, 以祟拜「鳥人」石像而

聞名, 並選出英明的酋長。在山頂的海岸旁有岩穴的

小屋, 其中刻有古代的圖畫, 如鳥人, 創造之神等, 
在山崖邊上更可瞭望Motulti, Motu Nui和Motu Kao 
Kao三個小島。順往參觀Ahu Vinapu由兩個殘留的神

廟所組成, 當中的一些巨大石像—Moais在一些部落

之戰被受蓄意破壞, 儘管如此, 仍非常具可觀性。值

得一提的是在放置巨大石像的石台設計是與南美洲

古茲高的印加圍牆非常類似, 就是大石之間之切口和

縫合非常完美, 所以有些歷史學家更認為復活節島的

人根源於南美人種。午晚餐於酒店。 
夜宿4* Hotel Iorana或同級酒店。 
 

11 復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車前往Akahanga,該處有4具人頭像, 並於附

近山丘發現一些船型屋和圓型屋, 亦為地質學家未解

之謎。繼往 Rano Raraku 拉諾拉拉庫 , 繼往 Ahu 
Tongariki這裡是島上最大摩艾石像的所在地, 曾經有

一座86噸重的石像, 座落在此, 後因島上發生戰爭的

催殘及海嘯, 餘下15具摩艾石像,屹立不倒。午餐享用

餐盒。沿海岸線途經不同的考古遺址Anakena,安納根

納位於太平洋海岸擁有白色沙灘, 水清沙細, 椰林樹

蔭, 充滿熱帶風情。下午前往亞虎亞基維Ahu Akivi, 
此處有7具石像面向海洋並排列成一起, 神秘莫測, 
途經Ahu Tepeu, Puna Pan遺跡, 有不同的石像, 其中

普卡奧(Pukau)一種在復活節島上的紅色火山渣做的

圓柱形雕塑, 重量可達12噸。普卡奧是用來加在摩艾

石像的平頭上的, 代表着波里尼西亞族長戴的紅羽毛

頭飾。沿著海岸線有4具帶帽子的Ahu Naunau摩艾石

像, 石像全部為半身, 大多被整齊地排列在4米多高

的長方形石台上, 背向大海, 形態獨特。晚餐於酒店。 
夜宿 4* Hotel Iorana 或同級酒店。 
 
 
 
 
 
 
 
 
 
 

12 復活節島聖地牙哥 
Easter IslandSantiago 

早餐後, 乘航機飛往聖地牙哥, 聖地牙哥是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紐, 街道清潔, 同時也是南美

一個甚具歐洲風格的現代化城市。午餐於餐館, 下午

遊覽, 市內亞瑪斯廣場, 政府大樓, 中央郵局及建於

西班牙殖民時代的大教堂等。登上瑪利亞聖母山俯瞰

聖地牙哥全景, 暸望安第斯山脈連綿的山峰。晚餐於

地道餐館。 
夜宿於Airport Holiday Inn Hotel或同級酒店。 
 

13 聖地牙哥彭塔阿雷納斯～麥哲倫企鵝 
SantiagoPunta Arenas～ 
Magdalena Penguin 

早上乘航機前往智利南部麥哲倫省的首府彭塔阿雷

納斯, 早餐於航機上。彭塔阿雷納斯位於南美洲南面

的城市, 接近南極, 夏季氣溫平均在十多度左右。午

餐於餐館。座落於 Otway 峽灣的海岸, 是麥哲倫企

鵝棲身之地, 每年10月至3月, 企鵝都會在這裡產卯

及捕養幼小企鵝。黃昏時份觀賞企鵝登岸, 大大小小

左搖右擺, 四處走動,生動有趣。完畢乘車回酒店, 晚
餐於酒店。夜宿於Cabo De Hornos Hotel或同級酒店。 
 

14 彭塔阿雷納斯～納達雷斯 
Punta Arenas～Puerto Natales 

早餐後, 自由活動, 午餐後, 乘車往智利南部巴塔哥

利亞小鎮納逹雷斯, 抵達後入住酒店。每年的夏天來

自海外的遊客均前來觀賞冰川奇觀。晚餐於酒店。 
夜宿於 CostAustralis Hotel 或同級酒店。 
 

15 納達雷斯～百內國家公園
Puerto Natales～Torres Del Paine 

早餐後, 乘車前往著名的百內國家公園遊覽; 公園佔

地181,000公頃, 有無數冰川、湖泊、瀑布, 沿途盡見

覆雪的山峰, 蔚藍色的湖泊和翠綠的河谷。還有灰

狐、駝羊、美洲駝鳥及兀鷹等, 讓你完全投入如仙景

般的大自然懷抱之中。午餐於園內餐廳享用餐盒。晚

餐於酒店。夜宿於CostAustralia Hotel或同級酒店。 
 

16 納達雷斯～艾加拉法地(巴塔哥尼亞) 
Puerto Natales～El Calafate(Patagonia) 

早餐後, 乘車前往智利邊境辦理出入境手續, 是日午

餐自行安排。繼乘車往阿根廷中部巴塔哥尼亞地區-
艾加拉法地, 此地區位於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以東, 擁
有茂盛的森林, 湖泊和冰川, 各河流發源於安第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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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流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晚餐於餐館。 
夜宿於Alto Calafate Hotel或同級酒店。 
 

17 冰川國家公園～佩里托莫雷諾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er 

早餐後, 乘車前往冰川國家公園內的莫雷諾冰川, 此冰

川由巴塔哥尼亞南部一直仲展至阿根廷湖, 冰川高達

60米, 寛4公里, 面積有195平方公里, 是現時仍在前進

的冰川之一。冰川表面佈滿嶙峋的深隙, 遠看像連綿起

伏的白色山丘, 景觀極為震撼, 沿著公園路拾級而下, 
不時會聽到冰川的崩裂時發生的巨響, 遊客等待捕捉

冰川碎裂後墮進湖中的奇景。冰川在1981年佩里托莫雷

諾冰川被納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為人類的自然遺產。午餐

於國家公園內。晚餐於餐館。 
夜宿於 Alto Calafate Hotel 或同級酒店。 
 

18 艾加拉法地布宜諾斯艾利斯 
El CalafateBuenos Aires 

早餐後, 遊覽阿根廷湖, 湖水清澈, 景色怡人, 令人心

礦神怡。午餐後乘車往機場, 乘航機往首都布宜諾斯艾

利斯。布宜諾斯位於拉普塔河南岸, 是拉丁美洲第三大

都會, 亦是阿根廷第一大城市, 是經濟,文化及政治的

中心, 及擁有最大國際貿易港等, 素有”南美巴黎”的美

譽, 市內建築物充滿歐洲風格，吸引許多意大利及西班

牙人移民到此, 被譽為南美最美的城市。晚餐於餐館。 
夜宿於Sheraton / Hilton或同級酒店。 
 

19 布宜諾斯艾利斯～牧場遊～ 
牧場燒烤午餐～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Farm Tour～BBQ Lunch～Tango Show 

早餐後, 乘車前往布宜諾斯艾利斯郊外的牧場遊覽, 親
身感受遊牧生活, 欣賞騎術及民歌表演, 阿根廷人遊牧

生活源於高卓人, 在牧場上高卓人喜愛穿著傳統的牛

仔服飾, 馬術更是高卓人熱愛的運動。午膳享用特式的

牧場燒烤。遊畢回市區。晚餐及欣賞阿根廷著名「聲、

色、藝」著名精湛舞藝之「探戈舞」表演。 
夜宿 Sheraton Hotel 或同級酒店。 

 

20 布宜諾斯艾利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隆夫人墓地～拉保加港阿姆斯特丹或巴黎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Casa Rosada 
～La Recoleta～La BocaAmsterdam or Paris 

早餐後, 遊覽布宜諾斯艾利斯市內名勝，遊經七月九日

大道、科隆劇場、五月廣場。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

牆壁顏色為桃色，所以被稱玫瑰宮 Casa Rosada, 國會

議事堂前的廣場豎立著紀念阿根廷從西班牙獲得解放

而建的紀念碑。繼往『貝隆夫人』墓地, 曾為阿根廷政

壇名人, 被荷里活導演拍攝傳奇一生。午餐享用 BBQ
燒烤餐, 餐後前往 La Boca 港, 此港口是早期意大利人

移民到此, 房屋設計充滿意大利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

店, 紀念品商店, 更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 或探戈舞街

頭表演。稍後自由選購特式的紀念品。黃昏乘車往機

場。乘荷蘭或法國航空經阿姆斯特丹或巴黎轉機回香

港。晚餐於航機上。 
 
 
 
 
 
 
 
 

21 阿姆斯特丹或巴黎香港  
Amsterdam / ParisHong Kong 

早餐於航機上。航機於下午安抵機場, 轉乘航機飛返香

港, 午晚餐於航機上。 
 

22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下午航機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祝君旅途愉快! 
 

註: 
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購買綜合旅遊保險。 
凡參加此團之旅客,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旅遊保險, 建議客人於報

名時購買。 
住宿以4—5星級酒店, 但復活節島上酒店尚在發展中, 只可安排

3-4星酒店, 由於加拉帕戈斯群島是受環境保護島嶼, 屬於標準

級酒店或遊船。 
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如團友不隨團返港，則需自行安排交通工具往機場。 
凡單人或單數(如3人)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單人房附加費。

凡單人房附加費均不包括住宿於火車或船上。 
12歲以下兒童與父母同房(不佔床)按成人價減$2000。 
旺季出發, 將有附加費, 請報名時查詢。 
團費未包括服務小費, 建議為HK$150每位每天予香港領隊導遊

及司機。 
此團費已包旅遊業保障基金印花。 
責任問題，請參閱金怡假期責任及細則為準。 
凡報名後如退出,於出發前1個月通知,必須扣除訂金港幣5000每
位(有別於金怡其它旅行團之扣款形式), 團友不得爭拗。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

的第二百零三號指引, 旅行社如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 
處理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列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如適

用, 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