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過飽覽南美洲四國十三大名城：

巴西 : 里約熱內盧、伊圭蘇大瀑布、瑪瑙斯、亞瑪遜森林、巴西利亞

阿根廷 : 布宜諾斯艾利斯、艾加拉法地(佩里托莫雷諾冰川)

智利 : 聖地牙哥、復活節島

秘魯 : 利瑪、古茲高古都(庫斯科)、(天空之城-馬珠比珠古城)、印加古城、那斯卡著名的鳥島 ─ 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

            普諾(天空之湖-的的喀喀湖)

偉大建築 : 「世界七大奇蹟」基督山—巨大耶穌像、糖麵包山(堪稱是里約熱內盧的旅遊熱點及地標)。

風景優美 : 里約熱內盧位於大西洋海岸，著名COPACABANA、IPANEMA、LEBLON海灘環抱著整個城市。

精心設計 : 巴西利亞—由建築師精心設計之衛星城市，融合「智慧與藝術」之建築。

一次過遊覽【兩國】巴西 ∙ 阿根廷「伊圭蘇大瀑布」世界三大瀑布，蔚為奇觀。

特別安排乘坐【觀光小火車】於阿根廷【伊圭蘇國家公園】觀賞最壯觀【魔鬼咽喉】，【零】距離感受瀑布之澎湃氣勢。

乘觀光直升機於高空觀賞伊圭蘇大瀑布全景。

乘吉普車穿梭[馬古高森林]，乘橡皮艇近距離觀賞伊圭蘇大瀑布，澎湃壯觀。

世界六大水壩之一 : 「伊太佈」大水壩。

細心安排：
選乘「荷蘭皇家航空」並刻意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乘機飛往
巴西 ─ 里約熱內盧，抵步後隨即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28天【南美四國】巴西 (里約熱內盧˙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KE28

的的喀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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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能可貴 ∙ 非到不可 :

安排一晚入住亞瑪遜森林區旅館，反樸歸真原始風味，學習印第安人生活本領。乘船暢遊世界著名之亞瑪遜河，漫步

於亞瑪遜雨林區，學習森林求生技能，了解動物及雀鳥生態，令你眼界大開。

尋找印加帝國失落的古文明與智慧, 夷異所思 :

天空之城 : 踏足神秘「世界七大奇蹟」天空之城-瑪珠比珠古城，見證印加神秘的文明。

印加古城 : 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深入體會及了解印加人耕種的智慧。

悉心安排 : 住宿二晚【印加河谷渡假村】，讓團友慢慢適應高原的氣候，盡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

               世外桃源的河谷風景。

天空之湖 : 的的喀喀湖 ─ 全南美最大及最高的湖泊，當地烏羅族人所居住生活的浮島及船，均以蘆葦草編織而成，

               大開眼界。

外星遺蹟 ∙ 不可思議 : NAZCA LINES 那斯卡，探討印加文化，匪夷莫測巨形鳥獸圖案。

阿根廷 : 特別一訪顯赫名人「貝隆夫人」之墓，被荷里活導演拍攝其傳奇一生。

南美兩大精彩的舞蹈 : －

巴西    : 欣賞熱情豪放的「森巴舞表演」。

阿根廷 : 傳統探戈舞TANGO SHOW藝術舞姿，精采絕倫。

品嚐地道佳餚 :

「巴西」國菜FEIJOADA、特色燒烤餐、地道海鮮餐。

「阿根廷」特色牛肉燒烤餐。

「秘魯」地道海鮮餐。

「智利」皇帝蟹海鮮餐,參觀葡萄園品嚐智利佳釀。

五星酒店 ∙ 豪華住宿 :

金怡假期一向重質素，不計成本，於里約熱內盧，利瑪，布宜諾斯艾利斯，聖地牙哥，為你挑選入住五星級豪華酒店。

回程優點 ∙ 回程可享優惠票價停留尾站，或享優惠價續往歐洲巴黎，倫敦，法蘭克福等 … 繼續精采。

單身貴族優惠 : 

凡出發前60天報名，於出發時仍未能安排團友同房者，客人只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之半價。其餘額由金怡付。

(遲報名者客人需繳付單人房全數，故請早報名為盼)



28天 南美四國【巴西】(里約熱內盧‧
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
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齊集香港國際機場，由金怡假期專業工作人員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後，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航機
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
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巴
西─里約熱內盧，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
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里約熱內盧 (巴西) 
AMSTERDAM  RIO DE JANEIRO (BRAZIL)
早餐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位於南
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分之一，是
南美最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葡萄
牙語為法定語言，於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巴西，
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里約熱內盧是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一天到晚總是不間斷地躍動，散發著迷
人的魅力。晚上抵達，送往入住酒店。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馬勒卡那足球場～寶石博物館～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早上乘專車往著名觀光點Corcovado山丘，山丘上有
一巨型耶穌基督像。此基督像高七百米，闊四十米，
重量超過二百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
誠聘請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
造的，在這裡可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並遊
經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
辦之「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場館精心策劃，配以舉
辦大型足球賽事所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
套，令遊客大開眼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
性。(場館是否開放給遊客參觀，要屆時確定)。 繼往

參觀收藏甚豐的寶石博物館。巴西乃世界最大之寶石
產地，各式各樣愧麗寶石，琳瑯滿目，著名的有綠寶
石、黃玉、紫水晶、鑽石、各類晶石及半寶石等，種
類繁多。館內介紹有關寶石開採經過，打磨及雕刻過
程，而且款式設計新穎，令你愛不釋手。繼乘車前往
觀賞巴西著名之「森巴舞表演」，身穿色彩艷麗舞衣
之女郎，訓練純熟之舞步，絕對聲，色，藝俱全，令
每位觀眾也能感受巴西熱烈氣氛，樂而忘返。

第四天
里約熱內盧～糖麵包山～巴西國菜～
科巴卡巴那海灘 瑪瑙斯 (亞瑪遜) 
RIO DE JANEIRO～SUGAR LOAF～FEIJOADA～
COPACABANA BEACH MANAUS (AMAZON)

早上乘登山吊車往里約熱內盧之名勝糖麵包山，該山
高度為海拔335公尺，山畔有植物公園，栽種著各種
奇花異草。山頂有觀光亭，站在亭子裡俯瞰里約熱內
盧，遠看群山及海灘盡在眼簾。 後順遊Copacabana
海灘享受陽光和悠閒的快樂時光。此美麗的海灘馳名
於世，每年吸引不少世界各地富豪舉家到此地渡假，
難能可貴，並可搜羅皮具，時尚服飾，紀念品等。晚
餐後，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亞瑪遜河首府─瑪瑙斯
。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
瑪瑙斯～黑白水河交匯～亞瑪遜河～原始森林探險～
緊張刺激釣食人倉魚～捉鱷魚
MANAUS～ENCONTRO DAS AGUAS 
(MEETING OF THE WATER)～AMAZON RIVER～
JUNGLE TREKKING～PIRANHA FISHING～
ALIGATOR CATCHING
瑪瑙斯是探險亞瑪遜河的據點。亞瑪遜河長達6751
公里，河面之廣，水量之大世無其匹，它亦為地球提
供五份之一的空氣。而現在的亞瑪遜河流域依然人煙

稀少，大部份地區都是尚未開發。而團友藉著此行可
親自揭開亞瑪遜河的神秘面紗。早上前往黑白水河交
滙，即黑色河水RIO NEGRO與白色河水RIO SOLI-
MOES相遇滙集成亞馬遜河主流，由於兩河含有不同
物質，溫度差異有別，形成黑白河水難以融合，繼乘
船前往亞瑪遜河內之森林旅館。特別安排乘坐獨木舟
跟隨專業導遊及當地土人帶領下進入亞瑪遜熱帶雨林
探險。森林內各種不同奇花異卉，雀鳥的生態，高大
茂密的森林無邊無際，使團友能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奧秘。繼隨當地土人親身前往嘗試釣食人倉魚，晚
餐後乘小船前往河區讓導遊徒手捕捉小鱷魚，可感受
一下刺激的冒險氣氛。

第六天
亞瑪遜河～瑪瑙斯～市內觀光 巴西利亞
AMAZON RIVER～MANAUS～
CITY TOUR BRASILIA
早上乘船返回瑪瑙斯市，順道瑪瑙斯市內觀光，途經
著名亞瑪遜歌劇院外觀拍照，院外一座巨型雕刻，是
描繪一艘滿載橡膠的商船，正揚帆駛往四大洲，途經
市政中心，交易市場。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首都
巴西利亞，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航機上或自行安
排。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巴西利亞～總統官邸(破曉宮殿)～三權廣場～
總統府(高原宮殿)～大教堂～國立劇場～
運動中心～巴維隆湖 伊圭蘇瀑布
BRASILIA～PALACIO DA ALVORADA～
PRACADOS TRES PODERES～
PALACIO DO PLANALTO～CATHEDRAL～
TEATRO NACIONAL～LAKE PARANOA 
IGUASSU FALLS
首都巴西利亞可謂人類智慧，藝術，建築之結晶品，

後乘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伊太佈(Itaipu)水壩。
Itaipu是印第安語，意指「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
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合資共一百億美元建成，主
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航運。於1982年開始局部啟
用，1990年始完成。

第九天
「阿根廷」伊圭蘇瀑布～觀光小火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IGUASSU FALLS～DEVIL’S THROA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乘車前往阿根廷境內繼續欣賞此大瀑布。伊
圭蘇瀑布位於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之交界。伊
圭蘇地區被三國指定為國家公園，距離瀑布28公里
下游，有標緻著三國國界的石碑。抵達阿根廷瀑布國
家公園，安排乘坐園內的觀光專線小火車在大自然中
穿梭 ; 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
(Devil’s Throat)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感受到大瀑
布磅礡的氣勢。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午餐於機場餐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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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乘車往酒
店。

第十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園～拉保加港～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
CASA ROSADA～LA RECOLETA～LA BOCA～
TANGO SHOW
早上乘車市內觀光，遊經世界最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
，市內政府大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
等等。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 
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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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貝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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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繼
往La Boca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
設計充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

商店，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晚
餐及欣賞阿根廷「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
戈舞」表演。

第十一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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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流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冰川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ARES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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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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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岸觀賞宏偉之冰川。

第十三天
艾加拉法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CALAFATE BUENOS AIRES
早上自由活動，乘車往機場，乘下午航機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自行安排。抵達後
，乘車前往酒店。

第十四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智利) 
BUENOS AIRE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抵達後，專車駛經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
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等。登上
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斯山脈連
綿的山峰。

第十五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早上乘內陸航機往復活節島。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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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漢加洛。抵達後，往參
觀AhuVina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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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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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Raraku拉諾拉拉庫， 繼往
AhuTongar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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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 晚餐
- 航機上

住宿：Novotel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自理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航機上

住宿：Gran Melia Nacional Hotel 或 JW Marriott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特色BBQ燒烤

住宿：Gran Melia Nacional Hotel 或 JW Marriott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巴西國菜Feijoada

住宿：Tropical Manaus Hotel 或同級
當地餐館

第十九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帕拉卡斯島～那斯卡神秘大圖案(不須
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上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帕拉卡斯島，沿
著礁石岸邊和海島上聚集着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
在陸上走動，有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
類資源豐富，吸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
紛紛遷徙到此，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
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此遊船
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光飛機分
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地
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並吸引
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者們更花
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有傳聞說
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
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瀼溉系統。
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至今
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於距離
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神秘線
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感受
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
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之費用
)。繼乘車往利瑪。

第二十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往古茲高(庫斯科)。古茲高古都
位於利瑪市以南1168公里，高3430公尺之高原上，
曾經是顯赫一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

於16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
建築幾全被破壞。抵達後乘車往印加河谷(車程約2小
時)，沿途經過印加古城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
村莊，以捕魚及農耕。(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村，盡
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
，探索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第二十一天
印加河谷～空中之城─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第二十二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聖水神殿～薩庫沙瓦曼城堡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TAMBOMACHAY～SACSAYHUAMAN
早餐後，前往被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的莫蕾梯田，規
模廣大的梯田全部排列在遺址，沿著昔日古城小路，
途經當地印加人的居所。到訪印加時期制鹽傳統的馬
拉斯鹽田，此乃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沿途景色壯
觀雪山終年積雪。繼乘車回古茲高，乘專車遊覽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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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勝古蹟，如阿瑪斯廣場、大教堂、修道院、聖水神
殿，及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Sacsayhua-
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地建
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
觀止。完畢乘車回古茲高。

第二十三天
古茲高 胡利亞卡～普諾 
CUZCO  JULIACA～PUNO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胡利亞卡機場，
乘車往普諾，普諾位於安第斯山脈高原海拔3820米
，是印加人古老城市，擁有世界最高的湖─的的喀喀
湖LAKE TITICACA，湖的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大
部份在秘魯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
300米，對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
澈碧藍的湖水加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
美麗的景色。下午抵達，前往酒店。

第二十四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PUNO～LAKE TITICACA

早餐後，市內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
門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
常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浮
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的生活，

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28天HK$4480。(包
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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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28天 南美四國【巴西】(里約熱內盧‧
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
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齊集香港國際機場，由金怡假期專業工作人員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後，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航機
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
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巴
西─里約熱內盧，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
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里約熱內盧 (巴西) 
AMSTERDAM  RIO DE JANEIRO (BRAZIL)
早餐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位於南
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分之一，是
南美最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葡萄
牙語為法定語言，於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巴西，
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里約熱內盧是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一天到晚總是不間斷地躍動，散發著迷
人的魅力。晚上抵達，送往入住酒店。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馬勒卡那足球場～寶石博物館～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早上乘專車往著名觀光點Corcovado山丘，山丘上有
一巨型耶穌基督像。此基督像高七百米，闊四十米，
重量超過二百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
誠聘請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
造的，在這裡可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並遊
經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
辦之「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場館精心策劃，配以舉
辦大型足球賽事所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
套，令遊客大開眼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
性。(場館是否開放給遊客參觀，要屆時確定)。 繼往

稀少，大部份地區都是尚未開發。而團友藉著此行可
親自揭開亞瑪遜河的神秘面紗。早上前往黑白水河交
滙，即黑色河水RIO NEGRO與白色河水RIO SOLI-
MOES相遇滙集成亞馬遜河主流，由於兩河含有不同
物質，溫度差異有別，形成黑白河水難以融合，繼乘
船前往亞瑪遜河內之森林旅館。特別安排乘坐獨木舟
跟隨專業導遊及當地土人帶領下進入亞瑪遜熱帶雨林
探險。森林內各種不同奇花異卉，雀鳥的生態，高大
茂密的森林無邊無際，使團友能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奧秘。繼隨當地土人親身前往嘗試釣食人倉魚，晚
餐後乘小船前往河區讓導遊徒手捕捉小鱷魚，可感受
一下刺激的冒險氣氛。

第六天
亞瑪遜河～瑪瑙斯～市內觀光 巴西利亞
AMAZON RIVER～MANAUS～
CITY TOUR BRASILIA
早上乘船返回瑪瑙斯市，順道瑪瑙斯市內觀光，途經
著名亞瑪遜歌劇院外觀拍照，院外一座巨型雕刻，是
描繪一艘滿載橡膠的商船，正揚帆駛往四大洲，途經
市政中心，交易市場。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首都
巴西利亞，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航機上或自行安
排。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巴西利亞～總統官邸(破曉宮殿)～三權廣場～
總統府(高原宮殿)～大教堂～國立劇場～
運動中心～巴維隆湖 伊圭蘇瀑布
BRASILIA～PALACIO DA ALVORADA～
PRACADOS TRES PODERES～
PALACIO DO PLANALTO～CATHEDRAL～
TEATRO NACIONAL～LAKE PARANOA 
IGUASSU FALLS
首都巴西利亞可謂人類智慧，藝術，建築之結晶品，

把幻想於現實之奇蹟。巴西利亞都市之設計由為世界
26個設計案中精挑細選出來，由巴西著名Lucio 
Costa建築家設計。特徵為飛機形狀包圍8個衛星都
市，可謂建設創舉。遊覽市內名勝，包括有破曉宮殿
之稱以柱子造型，表達巴西東北船筏被風鼓滿之形狀
的總統官邸，象徵一帆風順，及三權廣場，環繞會議
事堂，總統府，最高法院等三權最高機關，前往欣賞
總統府外型建築，輝煌奪目，被稱為高原宮殿。遊經
國會議事廳及最高法院外圍拍照留念;途經政府街，
外交部，欣賞此獨特建築外型; 繼往於1970年建成可
容納4000人之大教堂，並遙望218公尺高聳立之電視
塔，運動中心及人工創造之優美巴維隆湖，襯托小遊
艇及垂釣，有如畫中遊之美妙，(註：如額外有時間
，將加遊JK`MEMORIAL紀念館，如有意入內參觀團
友，若時間許可，可自購門券入場)。晚上乘車往機
場，乘航機前往伊圭蘇瀑布，由於航班時間關係，晚
餐於航機上或自行安排。

第八天
「巴西」伊圭蘇瀑布(世界自然奇觀)～
直昇機觀賞大瀑布～馬古高森林～伊太佈水霸
IGUASSU FALLS～HELIOPTER TOUR～
MACUCO SAFARI～ITAIPU DAM

伊圭蘇在瓜拉尼語中意指「偉大的水」，對於這座西
半球最壯觀及世界上最寬闊的瀑布而言，是實至名歸
的。往巴西境內欣賞此著名三大瀑布之首的壯觀氣勢
。瀑布高80公尺，寛5公里， 與加拿大之尼加拉瓜和
津巴布韋之維多利亞瀑布，並稱世界三大瀑布，比尼
加拉瓜瀑布還要高65呎，及寛一倍，由275個小瀑布
組成，分佈於近2英哩長的水灣，傾瀉而下，如萬馬
奔騰，氣勢磅礡，蔚為奇觀。
早上乘觀光直昇機從高空觀賞伊圭蘇大瀑布(如遇天
氣不好，則取消)，接着前往馬古高森林之旅，乘坐
吉普車穿梭於叢林，然後再搭乘橡皮艇來到轟隆作響
的瀑布邊緣，盡情仰望那無與倫比的伊圭蘇大瀑布，

後乘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伊太佈(Itaipu)水壩。
Itaipu是印第安語，意指「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
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合資共一百億美元建成，主
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航運。於1982年開始局部啟
用，1990年始完成。

第九天
「阿根廷」伊圭蘇瀑布～觀光小火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IGUASSU FALLS～DEVIL’S THROA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乘車前往阿根廷境內繼續欣賞此大瀑布。伊
圭蘇瀑布位於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之交界。伊
圭蘇地區被三國指定為國家公園，距離瀑布28公里
下游，有標緻著三國國界的石碑。抵達阿根廷瀑布國
家公園，安排乘坐園內的觀光專線小火車在大自然中
穿梭 ; 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
(Devil’s Throat)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感受到大瀑
布磅礡的氣勢。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午餐於機場餐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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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乘車往酒
店。

第十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園～拉保加港～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
CASA ROSADA～LA RECOLETA～LA BOCA～
TANGO SHOW
早上乘車市內觀光，遊經世界最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
，市內政府大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
等等。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 
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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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貝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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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繼
往La Boca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
設計充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

商店，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晚
餐及欣賞阿根廷「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
戈舞」表演。

第十一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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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流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冰川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ARES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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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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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岸觀賞宏偉之冰川。

第十三天
艾加拉法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CALAFATE BUENOS AIRES
早上自由活動，乘車往機場，乘下午航機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自行安排。抵達後
，乘車前往酒店。

第十四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智利) 
BUENOS AIRE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抵達後，專車駛經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
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等。登上
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斯山脈連
綿的山峰。

第十五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早上乘內陸航機往復活節島。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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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漢加洛。抵達後，往參
觀AhuVina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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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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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Raraku拉諾拉拉庫， 繼往
AhuTongar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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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酒店

住宿：Eco Park Lodge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住宿：Royal Tulip Brasilia Alvorada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Belmond Das Cataratas 或 
Bourbon Cataratas 或同級

自理

第十九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帕拉卡斯島～那斯卡神秘大圖案(不須
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上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帕拉卡斯島，沿
著礁石岸邊和海島上聚集着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
在陸上走動，有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
類資源豐富，吸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
紛紛遷徙到此，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
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此遊船
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光飛機分
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地
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並吸引
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者們更花
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有傳聞說
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
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瀼溉系統。
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至今
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於距離
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神秘線
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感受
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
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之費用
)。繼乘車往利瑪。

第二十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往古茲高(庫斯科)。古茲高古都
位於利瑪市以南1168公里，高3430公尺之高原上，
曾經是顯赫一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

於16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
建築幾全被破壞。抵達後乘車往印加河谷(車程約2小
時)，沿途經過印加古城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
村莊，以捕魚及農耕。(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村，盡
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
，探索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第二十一天
印加河谷～空中之城─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第二十二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聖水神殿～薩庫沙瓦曼城堡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TAMBOMACHAY～SACSAYHUAMAN
早餐後，前往被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的莫蕾梯田，規
模廣大的梯田全部排列在遺址，沿著昔日古城小路，
途經當地印加人的居所。到訪印加時期制鹽傳統的馬
拉斯鹽田，此乃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沿途景色壯
觀雪山終年積雪。繼乘車回古茲高，乘專車遊覽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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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勝古蹟，如阿瑪斯廣場、大教堂、修道院、聖水神
殿，及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Sacsayhua-
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地建
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
觀止。完畢乘車回古茲高。

第二十三天
古茲高 胡利亞卡～普諾 
CUZCO  JULIACA～PUNO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胡利亞卡機場，
乘車往普諾，普諾位於安第斯山脈高原海拔3820米
，是印加人古老城市，擁有世界最高的湖─的的喀喀
湖LAKE TITICACA，湖的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大
部份在秘魯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
300米，對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
澈碧藍的湖水加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
美麗的景色。下午抵達，前往酒店。

第二十四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PUNO～LAKE TITICACA

早餐後，市內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
門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
常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浮
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的生活，

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28天HK$4480。(包
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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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28天 南美四國【巴西】(里約熱內盧‧
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
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齊集香港國際機場，由金怡假期專業工作人員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後，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航機
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
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巴
西─里約熱內盧，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
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里約熱內盧 (巴西) 
AMSTERDAM  RIO DE JANEIRO (BRAZIL)
早餐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位於南
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分之一，是
南美最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葡萄
牙語為法定語言，於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巴西，
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里約熱內盧是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一天到晚總是不間斷地躍動，散發著迷
人的魅力。晚上抵達，送往入住酒店。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馬勒卡那足球場～寶石博物館～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早上乘專車往著名觀光點Corcovado山丘，山丘上有
一巨型耶穌基督像。此基督像高七百米，闊四十米，
重量超過二百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
誠聘請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
造的，在這裡可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並遊
經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
辦之「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場館精心策劃，配以舉
辦大型足球賽事所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
套，令遊客大開眼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
性。(場館是否開放給遊客參觀，要屆時確定)。 繼往

稀少，大部份地區都是尚未開發。而團友藉著此行可
親自揭開亞瑪遜河的神秘面紗。早上前往黑白水河交
滙，即黑色河水RIO NEGRO與白色河水RIO SOLI-
MOES相遇滙集成亞馬遜河主流，由於兩河含有不同
物質，溫度差異有別，形成黑白河水難以融合，繼乘
船前往亞瑪遜河內之森林旅館。特別安排乘坐獨木舟
跟隨專業導遊及當地土人帶領下進入亞瑪遜熱帶雨林
探險。森林內各種不同奇花異卉，雀鳥的生態，高大
茂密的森林無邊無際，使團友能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奧秘。繼隨當地土人親身前往嘗試釣食人倉魚，晚
餐後乘小船前往河區讓導遊徒手捕捉小鱷魚，可感受
一下刺激的冒險氣氛。

第六天
亞瑪遜河～瑪瑙斯～市內觀光 巴西利亞
AMAZON RIVER～MANAUS～
CITY TOUR BRASILIA
早上乘船返回瑪瑙斯市，順道瑪瑙斯市內觀光，途經
著名亞瑪遜歌劇院外觀拍照，院外一座巨型雕刻，是
描繪一艘滿載橡膠的商船，正揚帆駛往四大洲，途經
市政中心，交易市場。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首都
巴西利亞，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航機上或自行安
排。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巴西利亞～總統官邸(破曉宮殿)～三權廣場～
總統府(高原宮殿)～大教堂～國立劇場～
運動中心～巴維隆湖 伊圭蘇瀑布
BRASILIA～PALACIO DA ALVORADA～
PRACADOS TRES PODERES～
PALACIO DO PLANALTO～CATHEDRAL～
TEATRO NACIONAL～LAKE PARANOA 
IGUASSU FALLS
首都巴西利亞可謂人類智慧，藝術，建築之結晶品，

後乘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伊太佈(Itaipu)水壩。
Itaipu是印第安語，意指「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
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合資共一百億美元建成，主
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航運。於1982年開始局部啟
用，1990年始完成。

第九天
「阿根廷」伊圭蘇瀑布～觀光小火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IGUASSU FALLS～DEVIL’S THROA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乘車前往阿根廷境內繼續欣賞此大瀑布。伊
圭蘇瀑布位於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之交界。伊
圭蘇地區被三國指定為國家公園，距離瀑布28公里
下游，有標緻著三國國界的石碑。抵達阿根廷瀑布國
家公園，安排乘坐園內的觀光專線小火車在大自然中
穿梭 ; 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
(Devil’s Throat)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感受到大瀑
布磅礡的氣勢。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午餐於機場餐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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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乘車往酒
店。

第十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園～拉保加港～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
CASA ROSADA～LA RECOLETA～LA BOCA～
TANGO SHOW
早上乘車市內觀光，遊經世界最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
，市內政府大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
等等。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 
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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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貝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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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繼
往La Boca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
設計充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

商店，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晚
餐及欣賞阿根廷「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
戈舞」表演。

第十一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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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流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冰川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ARES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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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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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岸觀賞宏偉之冰川。

第十三天
艾加拉法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CALAFATE BUENOS AIRES
早上自由活動，乘車往機場，乘下午航機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自行安排。抵達後
，乘車前往酒店。

第十四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智利) 
BUENOS AIRE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抵達後，專車駛經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
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等。登上
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斯山脈連
綿的山峰。

第十五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早上乘內陸航機往復活節島。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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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漢加洛。抵達後，往參
觀AhuVina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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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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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Raraku拉諾拉拉庫， 繼往
AhuTongar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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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特色牛肉燒烤

住宿：Hilton Hotel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住宿：Xelena Hotel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Hilton Hotel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Xelena Hotel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Belmond Das Cataratas 或 
Bourbon Cataratas 或同級

當地餐館

第十九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帕拉卡斯島～那斯卡神秘大圖案(不須
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上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帕拉卡斯島，沿
著礁石岸邊和海島上聚集着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
在陸上走動，有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
類資源豐富，吸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
紛紛遷徙到此，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
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此遊船
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光飛機分
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地
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並吸引
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者們更花
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有傳聞說
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
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瀼溉系統。
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至今
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於距離
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神秘線
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感受
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
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之費用
)。繼乘車往利瑪。

第二十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往古茲高(庫斯科)。古茲高古都
位於利瑪市以南1168公里，高3430公尺之高原上，
曾經是顯赫一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

於16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
建築幾全被破壞。抵達後乘車往印加河谷(車程約2小
時)，沿途經過印加古城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
村莊，以捕魚及農耕。(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村，盡
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
，探索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第二十一天
印加河谷～空中之城─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第二十二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聖水神殿～薩庫沙瓦曼城堡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TAMBOMACHAY～SACSAYHUAMAN
早餐後，前往被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的莫蕾梯田，規
模廣大的梯田全部排列在遺址，沿著昔日古城小路，
途經當地印加人的居所。到訪印加時期制鹽傳統的馬
拉斯鹽田，此乃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沿途景色壯
觀雪山終年積雪。繼乘車回古茲高，乘專車遊覽市內

名勝古蹟，如阿瑪斯廣場、大教堂、修道院、聖水神
殿，及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Sacsayhua-
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地建
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
觀止。完畢乘車回古茲高。

第二十三天
古茲高 胡利亞卡～普諾 
CUZCO  JULIACA～PUNO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胡利亞卡機場，
乘車往普諾，普諾位於安第斯山脈高原海拔3820米
，是印加人古老城市，擁有世界最高的湖─的的喀喀
湖LAKE TITICACA，湖的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大
部份在秘魯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
300米，對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
澈碧藍的湖水加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
美麗的景色。下午抵達，前往酒店。

第二十四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PUNO～LAKE TITICACA

早餐後，市內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
門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
常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浮
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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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28天HK$4480。(包
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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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28天 南美四國【巴西】(里約熱內盧‧
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
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齊集香港國際機場，由金怡假期專業工作人員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後，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航機
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
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巴
西─里約熱內盧，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
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里約熱內盧 (巴西) 
AMSTERDAM  RIO DE JANEIRO (BRAZIL)
早餐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位於南
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分之一，是
南美最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葡萄
牙語為法定語言，於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巴西，
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里約熱內盧是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一天到晚總是不間斷地躍動，散發著迷
人的魅力。晚上抵達，送往入住酒店。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馬勒卡那足球場～寶石博物館～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早上乘專車往著名觀光點Corcovado山丘，山丘上有
一巨型耶穌基督像。此基督像高七百米，闊四十米，
重量超過二百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
誠聘請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
造的，在這裡可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並遊
經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
辦之「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場館精心策劃，配以舉
辦大型足球賽事所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
套，令遊客大開眼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
性。(場館是否開放給遊客參觀，要屆時確定)。 繼往

稀少，大部份地區都是尚未開發。而團友藉著此行可
親自揭開亞瑪遜河的神秘面紗。早上前往黑白水河交
滙，即黑色河水RIO NEGRO與白色河水RIO SOLI-
MOES相遇滙集成亞馬遜河主流，由於兩河含有不同
物質，溫度差異有別，形成黑白河水難以融合，繼乘
船前往亞瑪遜河內之森林旅館。特別安排乘坐獨木舟
跟隨專業導遊及當地土人帶領下進入亞瑪遜熱帶雨林
探險。森林內各種不同奇花異卉，雀鳥的生態，高大
茂密的森林無邊無際，使團友能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奧秘。繼隨當地土人親身前往嘗試釣食人倉魚，晚
餐後乘小船前往河區讓導遊徒手捕捉小鱷魚，可感受
一下刺激的冒險氣氛。

第六天
亞瑪遜河～瑪瑙斯～市內觀光 巴西利亞
AMAZON RIVER～MANAUS～
CITY TOUR BRASILIA
早上乘船返回瑪瑙斯市，順道瑪瑙斯市內觀光，途經
著名亞瑪遜歌劇院外觀拍照，院外一座巨型雕刻，是
描繪一艘滿載橡膠的商船，正揚帆駛往四大洲，途經
市政中心，交易市場。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首都
巴西利亞，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航機上或自行安
排。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巴西利亞～總統官邸(破曉宮殿)～三權廣場～
總統府(高原宮殿)～大教堂～國立劇場～
運動中心～巴維隆湖 伊圭蘇瀑布
BRASILIA～PALACIO DA ALVORADA～
PRACADOS TRES PODERES～
PALACIO DO PLANALTO～CATHEDRAL～
TEATRO NACIONAL～LAKE PARANOA 
IGUASSU FALLS
首都巴西利亞可謂人類智慧，藝術，建築之結晶品，

後乘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伊太佈(Itaipu)水壩。
Itaipu是印第安語，意指「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
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合資共一百億美元建成，主
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航運。於1982年開始局部啟
用，1990年始完成。

第九天
「阿根廷」伊圭蘇瀑布～觀光小火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IGUASSU FALLS～DEVIL’S THROA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乘車前往阿根廷境內繼續欣賞此大瀑布。伊
圭蘇瀑布位於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之交界。伊
圭蘇地區被三國指定為國家公園，距離瀑布28公里
下游，有標緻著三國國界的石碑。抵達阿根廷瀑布國
家公園，安排乘坐園內的觀光專線小火車在大自然中
穿梭 ; 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
(Devil’s Throat)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感受到大瀑
布磅礡的氣勢。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午餐於機場餐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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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乘車往酒
店。

第十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園～拉保加港～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
CASA ROSADA～LA RECOLETA～LA BOCA～
TANGO SHOW
早上乘車市內觀光，遊經世界最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
，市內政府大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
等等。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 
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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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貝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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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繼
往La Boca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
設計充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

商店，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晚
餐及欣賞阿根廷「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
戈舞」表演。

第十一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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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流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冰川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ARES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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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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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岸觀賞宏偉之冰川。

第十三天
艾加拉法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CALAFATE BUENOS AIRES
早上自由活動，乘車往機場，乘下午航機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自行安排。抵達後
，乘車前往酒店。

第十四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智利) 
BUENOS AIRE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抵達後，專車駛經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
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等。登上
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斯山脈連
綿的山峰。

第十五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早上乘內陸航機往復活節島。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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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漢加洛。抵達後，往參
觀AhuVina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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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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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Raraku拉諾拉拉庫， 繼往
AhuTongar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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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熱熱帶風情。沿著海岸
線有4具帶帽子的AhuNaun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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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像高7-10米， 重量從20噸到90噸，
最重的竟然達200噸。有的石像戴着紅帽子。石像都
是長臉，長耳，雙目深凹，削額高鼻，下巴稜角分明
，表情充滿自信。形態獨特。

第十七天
復活節島 聖地牙哥
EASTER ISLAND  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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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邀。
野草非常繁茂。島上仍遺留三百多個未完成之石像散
放於此。抵達Orongo Village，島上居民祟拜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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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和Motu Kao Kao三
個小島。下午乘航機前往智利─聖地牙哥，由於航班
時間關係，午餐於航機上或自行安排。抵達後步行至
酒店。

第十八天
聖地牙哥 利瑪 (秘魯)～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
SANTIAGO  LIMA (PERU)～
PARACAS NATIONAL RESERVE
早上步行往機場，乘航機前往秘魯─利瑪，秘魯是曾
經縱橫南美洲之印加帝國的中心，這個神秘古國所留
下的遺蹟至今仍令遊客讚嘆不已。所以旅遊界譽之為
─「南美洲最具觀光價值的國家」。利瑪人口逾六百
萬，位於太平洋沿岸的中央部份，氣候四季如春，夏
季氣溫不高於38℃，冬季最低亦逾13℃。抵達後，乘
車沿汎美高速公路往南部城市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
沿途經過棉花種植園，葡萄園。巴拉卡斯自然保護區
位於利瑪南部247公里，坐落在伊卡省境內， 面積有
33萬公頃，是秘魯太平洋海岸著名旅遊區，來到這
片美麗土地的遊客無不為這裡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嘆為
觀止。同時亦是水上運動、沖浪和滑翔的理想地點。
黃昏時份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日落美景，以及傍晚時天
空中絢麗的色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午餐盒

住宿：Hanga Roa Eco Village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住宿：Holiday INN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住宿：Hilton Hotel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住宿：Marriott Hotel 或同級
皇帝蟹海鮮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酒店

住宿：Hanga Roa Eco Village 或同級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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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帕拉卡斯島～那斯卡神秘大圖案(不須
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上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帕拉卡斯島，沿
著礁石岸邊和海島上聚集着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
在陸上走動，有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
類資源豐富，吸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
紛紛遷徙到此，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
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此遊船
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光飛機分
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地
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並吸引
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者們更花
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有傳聞說
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
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瀼溉系統。
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至今
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於距離
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神秘線
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感受
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
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之費用
)。繼乘車往利瑪。

第二十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往古茲高(庫斯科)。古茲高古都
位於利瑪市以南1168公里，高3430公尺之高原上，
曾經是顯赫一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

於16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
建築幾全被破壞。抵達後乘車往印加河谷(車程約2小
時)，沿途經過印加古城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
村莊，以捕魚及農耕。(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村，盡
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
，探索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第二十一天
印加河谷～空中之城─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第二十二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聖水神殿～薩庫沙瓦曼城堡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TAMBOMACHAY～SACSAYHUAMAN
早餐後，前往被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的莫蕾梯田，規
模廣大的梯田全部排列在遺址，沿著昔日古城小路，
途經當地印加人的居所。到訪印加時期制鹽傳統的馬
拉斯鹽田，此乃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沿途景色壯
觀雪山終年積雪。繼乘車回古茲高，乘專車遊覽市內

名勝古蹟，如阿瑪斯廣場、大教堂、修道院、聖水神
殿，及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Sacsayhua-
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地建
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
觀止。完畢乘車回古茲高。

第二十三天
古茲高 胡利亞卡～普諾 
CUZCO  JULIACA～PUNO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胡利亞卡機場，
乘車往普諾，普諾位於安第斯山脈高原海拔3820米
，是印加人古老城市，擁有世界最高的湖─的的喀喀
湖LAKE TITICACA，湖的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大
部份在秘魯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
300米，對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
澈碧藍的湖水加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
美麗的景色。下午抵達，前往酒店。

第二十四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PUNO～LAKE TITICACA

早餐後，市內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
門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
常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浮
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的生活，

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28天HK$4480。(包
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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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28天 南美四國【巴西】(里約熱內盧‧
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
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齊集香港國際機場，由金怡假期專業工作人員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後，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航機
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
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巴
西─里約熱內盧，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
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里約熱內盧 (巴西) 
AMSTERDAM  RIO DE JANEIRO (BRAZIL)
早餐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位於南
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分之一，是
南美最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葡萄
牙語為法定語言，於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巴西，
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里約熱內盧是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一天到晚總是不間斷地躍動，散發著迷
人的魅力。晚上抵達，送往入住酒店。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馬勒卡那足球場～寶石博物館～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早上乘專車往著名觀光點Corcovado山丘，山丘上有
一巨型耶穌基督像。此基督像高七百米，闊四十米，
重量超過二百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
誠聘請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
造的，在這裡可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並遊
經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
辦之「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場館精心策劃，配以舉
辦大型足球賽事所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
套，令遊客大開眼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
性。(場館是否開放給遊客參觀，要屆時確定)。 繼往

稀少，大部份地區都是尚未開發。而團友藉著此行可
親自揭開亞瑪遜河的神秘面紗。早上前往黑白水河交
滙，即黑色河水RIO NEGRO與白色河水RIO SOLI-
MOES相遇滙集成亞馬遜河主流，由於兩河含有不同
物質，溫度差異有別，形成黑白河水難以融合，繼乘
船前往亞瑪遜河內之森林旅館。特別安排乘坐獨木舟
跟隨專業導遊及當地土人帶領下進入亞瑪遜熱帶雨林
探險。森林內各種不同奇花異卉，雀鳥的生態，高大
茂密的森林無邊無際，使團友能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奧秘。繼隨當地土人親身前往嘗試釣食人倉魚，晚
餐後乘小船前往河區讓導遊徒手捕捉小鱷魚，可感受
一下刺激的冒險氣氛。

第六天
亞瑪遜河～瑪瑙斯～市內觀光 巴西利亞
AMAZON RIVER～MANAUS～
CITY TOUR BRASILIA
早上乘船返回瑪瑙斯市，順道瑪瑙斯市內觀光，途經
著名亞瑪遜歌劇院外觀拍照，院外一座巨型雕刻，是
描繪一艘滿載橡膠的商船，正揚帆駛往四大洲，途經
市政中心，交易市場。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首都
巴西利亞，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航機上或自行安
排。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巴西利亞～總統官邸(破曉宮殿)～三權廣場～
總統府(高原宮殿)～大教堂～國立劇場～
運動中心～巴維隆湖 伊圭蘇瀑布
BRASILIA～PALACIO DA ALVORADA～
PRACADOS TRES PODERES～
PALACIO DO PLANALTO～CATHEDRAL～
TEATRO NACIONAL～LAKE PARANOA 
IGUASSU FALLS
首都巴西利亞可謂人類智慧，藝術，建築之結晶品，

後乘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伊太佈(Itaipu)水壩。
Itaipu是印第安語，意指「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
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合資共一百億美元建成，主
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航運。於1982年開始局部啟
用，1990年始完成。

第九天
「阿根廷」伊圭蘇瀑布～觀光小火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IGUASSU FALLS～DEVIL’S THROA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乘車前往阿根廷境內繼續欣賞此大瀑布。伊
圭蘇瀑布位於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之交界。伊
圭蘇地區被三國指定為國家公園，距離瀑布28公里
下游，有標緻著三國國界的石碑。抵達阿根廷瀑布國
家公園，安排乘坐園內的觀光專線小火車在大自然中
穿梭 ; 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
(Devil’s Throat)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感受到大瀑
布磅礡的氣勢。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午餐於機場餐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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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乘車往酒
店。

第十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園～拉保加港～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
CASA ROSADA～LA RECOLETA～LA BOCA～
TANGO SHOW
早上乘車市內觀光，遊經世界最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
，市內政府大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
等等。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 
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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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貝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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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繼
往La Boca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
設計充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

商店，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晚
餐及欣賞阿根廷「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
戈舞」表演。

第十一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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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流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冰川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ARES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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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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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岸觀賞宏偉之冰川。

第十三天
艾加拉法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CALAFATE BUENOS AIRES
早上自由活動，乘車往機場，乘下午航機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自行安排。抵達後
，乘車前往酒店。

第十四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智利) 
BUENOS AIRE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抵達後，專車駛經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
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等。登上
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斯山脈連
綿的山峰。

第十五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早上乘內陸航機往復活節島。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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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漢加洛。抵達後，往參
觀AhuVina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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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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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Raraku拉諾拉拉庫， 繼往
AhuTongar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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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Double Tree Resort by Hilton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The Westin Lima Hotel 或 Hilton或同級
中餐館

第十九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帕拉卡斯島～那斯卡神秘大圖案(不須
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上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帕拉卡斯島，沿
著礁石岸邊和海島上聚集着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
在陸上走動，有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
類資源豐富，吸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
紛紛遷徙到此，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
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此遊船
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光飛機分
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地
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並吸引
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者們更花
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有傳聞說
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
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瀼溉系統。
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至今
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於距離
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神秘線
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感受
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
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之費用
)。繼乘車往利瑪。

第二十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往古茲高(庫斯科)。古茲高古都
位於利瑪市以南1168公里，高3430公尺之高原上，
曾經是顯赫一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

於16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
建築幾全被破壞。抵達後乘車往印加河谷(車程約2小
時)，沿途經過印加古城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
村莊，以捕魚及農耕。(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村，盡
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
，探索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第二十一天
印加河谷～空中之城─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第二十二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聖水神殿～薩庫沙瓦曼城堡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TAMBOMACHAY～SACSAYHUAMAN
早餐後，前往被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的莫蕾梯田，規
模廣大的梯田全部排列在遺址，沿著昔日古城小路，
途經當地印加人的居所。到訪印加時期制鹽傳統的馬
拉斯鹽田，此乃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沿途景色壯
觀雪山終年積雪。繼乘車回古茲高，乘專車遊覽市內

名勝古蹟，如阿瑪斯廣場、大教堂、修道院、聖水神
殿，及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Sacsayhua-
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地建
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
觀止。完畢乘車回古茲高。

第二十三天
古茲高 胡利亞卡～普諾 
CUZCO  JULIACA～PUNO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胡利亞卡機場，
乘車往普諾，普諾位於安第斯山脈高原海拔3820米
，是印加人古老城市，擁有世界最高的湖─的的喀喀
湖LAKE TITICACA，湖的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大
部份在秘魯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
300米，對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
澈碧藍的湖水加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
美麗的景色。下午抵達，前往酒店。

第二十四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PUNO～LAKE TITICACA

早餐後，市內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
門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
常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浮
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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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28天HK$4480。(包
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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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Tambo Del Inka Luxury Collection Resort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Tambo Del Inka Luxury Collection Resort 或同級
當地餐館



28天 南美四國【巴西】(里約熱內盧‧
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
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齊集香港國際機場，由金怡假期專業工作人員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後，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航機
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
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巴
西─里約熱內盧，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
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里約熱內盧 (巴西) 
AMSTERDAM  RIO DE JANEIRO (BRAZIL)
早餐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位於南
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分之一，是
南美最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葡萄
牙語為法定語言，於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巴西，
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里約熱內盧是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一天到晚總是不間斷地躍動，散發著迷
人的魅力。晚上抵達，送往入住酒店。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馬勒卡那足球場～寶石博物館～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早上乘專車往著名觀光點Corcovado山丘，山丘上有
一巨型耶穌基督像。此基督像高七百米，闊四十米，
重量超過二百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
誠聘請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
造的，在這裡可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並遊
經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
辦之「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場館精心策劃，配以舉
辦大型足球賽事所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
套，令遊客大開眼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
性。(場館是否開放給遊客參觀，要屆時確定)。 繼往

稀少，大部份地區都是尚未開發。而團友藉著此行可
親自揭開亞瑪遜河的神秘面紗。早上前往黑白水河交
滙，即黑色河水RIO NEGRO與白色河水RIO SOLI-
MOES相遇滙集成亞馬遜河主流，由於兩河含有不同
物質，溫度差異有別，形成黑白河水難以融合，繼乘
船前往亞瑪遜河內之森林旅館。特別安排乘坐獨木舟
跟隨專業導遊及當地土人帶領下進入亞瑪遜熱帶雨林
探險。森林內各種不同奇花異卉，雀鳥的生態，高大
茂密的森林無邊無際，使團友能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奧秘。繼隨當地土人親身前往嘗試釣食人倉魚，晚
餐後乘小船前往河區讓導遊徒手捕捉小鱷魚，可感受
一下刺激的冒險氣氛。

第六天
亞瑪遜河～瑪瑙斯～市內觀光 巴西利亞
AMAZON RIVER～MANAUS～
CITY TOUR BRASILIA
早上乘船返回瑪瑙斯市，順道瑪瑙斯市內觀光，途經
著名亞瑪遜歌劇院外觀拍照，院外一座巨型雕刻，是
描繪一艘滿載橡膠的商船，正揚帆駛往四大洲，途經
市政中心，交易市場。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首都
巴西利亞，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航機上或自行安
排。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巴西利亞～總統官邸(破曉宮殿)～三權廣場～
總統府(高原宮殿)～大教堂～國立劇場～
運動中心～巴維隆湖 伊圭蘇瀑布
BRASILIA～PALACIO DA ALVORADA～
PRACADOS TRES PODERES～
PALACIO DO PLANALTO～CATHEDRAL～
TEATRO NACIONAL～LAKE PARANOA 
IGUASSU FALLS
首都巴西利亞可謂人類智慧，藝術，建築之結晶品，

後乘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伊太佈(Itaipu)水壩。
Itaipu是印第安語，意指「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
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合資共一百億美元建成，主
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航運。於1982年開始局部啟
用，1990年始完成。

第九天
「阿根廷」伊圭蘇瀑布～觀光小火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IGUASSU FALLS～DEVIL’S THROA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乘車前往阿根廷境內繼續欣賞此大瀑布。伊
圭蘇瀑布位於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之交界。伊
圭蘇地區被三國指定為國家公園，距離瀑布28公里
下游，有標緻著三國國界的石碑。抵達阿根廷瀑布國
家公園，安排乘坐園內的觀光專線小火車在大自然中
穿梭 ; 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
(Devil’s Throat)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感受到大瀑
布磅礡的氣勢。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午餐於機場餐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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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乘車往酒
店。

第十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園～拉保加港～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
CASA ROSADA～LA RECOLETA～LA BOCA～
TANGO SHOW
早上乘車市內觀光，遊經世界最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
，市內政府大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
等等。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 
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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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貝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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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繼
往La Boca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
設計充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

商店，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晚
餐及欣賞阿根廷「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
戈舞」表演。

第十一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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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流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冰川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ARES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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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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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岸觀賞宏偉之冰川。

第十三天
艾加拉法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CALAFATE BUENOS AIRES
早上自由活動，乘車往機場，乘下午航機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自行安排。抵達後
，乘車前往酒店。

第十四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智利) 
BUENOS AIRE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抵達後，專車駛經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
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等。登上
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斯山脈連
綿的山峰。

第十五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早上乘內陸航機往復活節島。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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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漢加洛。抵達後，往參
觀AhuVina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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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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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Raraku拉諾拉拉庫， 繼往
AhuTongar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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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帕拉卡斯島～那斯卡神秘大圖案(不須
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上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帕拉卡斯島，沿
著礁石岸邊和海島上聚集着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
在陸上走動，有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
類資源豐富，吸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
紛紛遷徙到此，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
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此遊船
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光飛機分
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地
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並吸引
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者們更花
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有傳聞說
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
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瀼溉系統。
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至今
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於距離
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神秘線
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感受
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
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之費用
)。繼乘車往利瑪。

第二十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往古茲高(庫斯科)。古茲高古都
位於利瑪市以南1168公里，高3430公尺之高原上，
曾經是顯赫一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

於16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
建築幾全被破壞。抵達後乘車往印加河谷(車程約2小
時)，沿途經過印加古城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
村莊，以捕魚及農耕。(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村，盡
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
，探索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第二十一天
印加河谷～空中之城─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第二十二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聖水神殿～薩庫沙瓦曼城堡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TAMBOMACHAY～SACSAYHUAMAN
早餐後，前往被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的莫蕾梯田，規
模廣大的梯田全部排列在遺址，沿著昔日古城小路，
途經當地印加人的居所。到訪印加時期制鹽傳統的馬
拉斯鹽田，此乃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沿途景色壯
觀雪山終年積雪。繼乘車回古茲高，乘專車遊覽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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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勝古蹟，如阿瑪斯廣場、大教堂、修道院、聖水神
殿，及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Sacsayhua-
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地建
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
觀止。完畢乘車回古茲高。

第二十三天
古茲高 胡利亞卡～普諾 
CUZCO  JULIACA～PUNO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胡利亞卡機場，
乘車往普諾，普諾位於安第斯山脈高原海拔3820米
，是印加人古老城市，擁有世界最高的湖─的的喀喀
湖LAKE TITICACA，湖的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大
部份在秘魯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
300米，對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
澈碧藍的湖水加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
美麗的景色。下午抵達，前往酒店。

第二十四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PUNO～LAKE TITICACA

早餐後，市內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
門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
常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浮
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的生活，

例如學校、郵局、小食店及商店都是用蘆葦所製成。
居民還利用蘆葦草建造小船作交通工具及捕魚之用，
遊客更可嘗乘坐這蘆葦草船泛舟湖上。順遊普諾市集
，可自由選購印第安人手織的冷物及羊毛製品如：羊
毛衣、桌布、披肩及布偶等，圖案及顏色鮮艷。

第二十五天
普諾～胡利亞卡 利瑪
PUNO～JULIACA  LIMA
早餐後，乘車前往胡利亞卡機場，乘內陸航機赴利瑪
。抵達後，遊經新城區，沿途街道種植樹木、椰林樹
蔭、環境優美，沿著海濱大道是太平洋海岸，在夏季
期間，沿岸之泳灘是游泳的好去處。

第二十六天
利瑪 市內觀光～Larco Herrera博物館 

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LIMA～CITY TOUR～MUSEO LARCO HERRERA 
AMSTERDAM OR PARIS
早餐後，前往市內觀光，舊城區阿瑪斯廣場，建有玫
瑰花園及石造噴泉，遊人來去如鯽，面對廣場的政府
建築物，擁有全市最美的木造陽台及總統府。大教堂
建於西班牙殖民時代，古典優雅。午餐於海濱餐廳
Rosa Nautica品嚐地道海鮮餐，餐後前往Larco 
Herrera博物館，館內由當地一位私人收藏家擁有，
收藏有4萬多件秘魯不同時期之珍貴展品，有日常用
的瓷器，服裝及玉器等。完畢自由購物。繼乘車往機
場，乘航機飛往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第二十七天
阿姆斯特丹或巴黎 香港
AMSTERDAM OR PARIS HONG KONG
航機於下午安抵阿姆斯特丹或巴黎機場，轉乘航機飛
往香港。

第二十八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航機於下午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祝君旅途愉快!

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28天HK$4480。(包
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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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Libertador Puno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午餐盒

住宿：Libertador Puno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JW Marriott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航機上 航機上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太平洋海濱餐廳海鮮餐 航機上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The Westin Lima Hotel 或 Hilton或同級
當地餐館



28天 南美四國【巴西】(里約熱內盧‧
巴西利亞‧亞瑪遜河‧伊圭蘇瀑布)‧
阿根廷 (冰川)‧智利 (復活節島)‧
秘魯 (天空之城、天空之湖) 豪華團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齊集香港國際機場，由金怡假期專業工作人員協
助辦理登機手續後，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航機
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
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巴
西─里約熱內盧，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
南美洲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里約熱內盧 (巴西) 
AMSTERDAM  RIO DE JANEIRO (BRAZIL)
早餐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位於南
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分之一，是
南美最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葡萄
牙語為法定語言，於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巴西，
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里約熱內盧是一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一天到晚總是不間斷地躍動，散發著迷
人的魅力。晚上抵達，送往入住酒店。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馬勒卡那足球場～寶石博物館～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早上乘專車往著名觀光點Corcovado山丘，山丘上有
一巨型耶穌基督像。此基督像高七百米，闊四十米，
重量超過二百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
誠聘請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
造的，在這裡可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並遊
經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
辦之「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場館精心策劃，配以舉
辦大型足球賽事所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
套，令遊客大開眼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
性。(場館是否開放給遊客參觀，要屆時確定)。 繼往

稀少，大部份地區都是尚未開發。而團友藉著此行可
親自揭開亞瑪遜河的神秘面紗。早上前往黑白水河交
滙，即黑色河水RIO NEGRO與白色河水RIO SOLI-
MOES相遇滙集成亞馬遜河主流，由於兩河含有不同
物質，溫度差異有別，形成黑白河水難以融合，繼乘
船前往亞瑪遜河內之森林旅館。特別安排乘坐獨木舟
跟隨專業導遊及當地土人帶領下進入亞瑪遜熱帶雨林
探險。森林內各種不同奇花異卉，雀鳥的生態，高大
茂密的森林無邊無際，使團友能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奧秘。繼隨當地土人親身前往嘗試釣食人倉魚，晚
餐後乘小船前往河區讓導遊徒手捕捉小鱷魚，可感受
一下刺激的冒險氣氛。

第六天
亞瑪遜河～瑪瑙斯～市內觀光 巴西利亞
AMAZON RIVER～MANAUS～
CITY TOUR BRASILIA
早上乘船返回瑪瑙斯市，順道瑪瑙斯市內觀光，途經
著名亞瑪遜歌劇院外觀拍照，院外一座巨型雕刻，是
描繪一艘滿載橡膠的商船，正揚帆駛往四大洲，途經
市政中心，交易市場。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往首都
巴西利亞，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航機上或自行安
排。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巴西利亞～總統官邸(破曉宮殿)～三權廣場～
總統府(高原宮殿)～大教堂～國立劇場～
運動中心～巴維隆湖 伊圭蘇瀑布
BRASILIA～PALACIO DA ALVORADA～
PRACADOS TRES PODERES～
PALACIO DO PLANALTO～CATHEDRAL～
TEATRO NACIONAL～LAKE PARANOA 
IGUASSU FALLS
首都巴西利亞可謂人類智慧，藝術，建築之結晶品，

後乘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的伊太佈(Itaipu)水壩。
Itaipu是印第安語，意指「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
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合資共一百億美元建成，主
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航運。於1982年開始局部啟
用，1990年始完成。

第九天
「阿根廷」伊圭蘇瀑布～觀光小火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IGUASSU FALLS～DEVIL’S THROA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乘車前往阿根廷境內繼續欣賞此大瀑布。伊
圭蘇瀑布位於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之交界。伊
圭蘇地區被三國指定為國家公園，距離瀑布28公里
下游，有標緻著三國國界的石碑。抵達阿根廷瀑布國
家公園，安排乘坐園內的觀光專線小火車在大自然中
穿梭 ; 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
(Devil’s Throat)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感受到大瀑
布磅礡的氣勢。繼乘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午餐於機場餐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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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乘車往酒
店。

第十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園～拉保加港～探戈舞表演
BUENOS AIRES～PLAZA DE MAYO～
CASA ROSADA～LA RECOLETA～LA BOCA～
TANGO SHOW
早上乘車市內觀光，遊經世界最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
，市內政府大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
等等。五月大道之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 
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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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貝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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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繼
往La Boca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
設計充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

商店，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晚
餐及欣賞阿根廷「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
戈舞」表演。

第十一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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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流入大西洋。抵達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冰川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世界自然遺產》 
LOS GLACIARES～PERITO MORENO GLACIARES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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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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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岸觀賞宏偉之冰川。

第十三天
艾加拉法地 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CALAFATE BUENOS AIRES
早上自由活動，乘車往機場，乘下午航機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午餐自行安排。抵達後
，乘車前往酒店。

第十四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智利) 
BUENOS AIRE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抵達後，專車駛經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
民時代的大教堂San Francesco及中央郵局等。登上
瑪利亞聖母山俯瞰聖地牙哥全景，瞭望安第斯山脈連
綿的山峰。

第十五天
聖地牙哥 復活節島
SANTIAGO  EASTER ISLAND

早上乘內陸航機往復活節島。復活節島是一個弧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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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漢加洛。抵達後，往參
觀AhuVina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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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第十六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早餐後，乘車前往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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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oRaraku拉諾拉拉庫， 繼往
AhuTongar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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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天
巴拉卡斯自然海洋保護區 (海獅、海豹、候鳥、海鳥
、紅鶴天堂)～帕拉卡斯島～那斯卡神秘大圖案(不須
自費)～利瑪
PARACAS～BALLESTAS ISLAND～
NAZCA LINE TOUR～LIMA
早上乘船(與其他歐美遊客同船同遊)帕拉卡斯島，沿
著礁石岸邊和海島上聚集着罕見的海獅、海豹；有些
在陸上走動，有些在海洋中暢泳，有趣非常。島上魚
類資源豐富，吸引無數的候鳥、海鳥、紅鶴、白鵜鶘
紛紛遷徙到此，是動物和鳥類的天堂(觀賞海洋動物
乃可遇不可求視乎運氣；如遇當日天氣惡劣，此遊船
節目可能會取消)。繼乘車前往機場，乘觀光飛機分
組展開納斯卡奇異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地
上巨形圖案自1926年被發現後，聲名遠播，並吸引
成千上萬的世界各地遊客蜂擁而至。考古學者們更花
畢生的精力，試圖解開這些線條的奧秘，而有傳聞說
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
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是印加帝國時期的瀼溉系統。
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給畫及何時繪畫，至今
仍是個謎。特別安排團友乘坐小型觀光飛機，於距離
地面300公尺之高空上，盡覽納斯卡平原上之神秘線
條，這規模龐大的直線，幾何圓形及動物圖形，感受
其神秘之鬼斧神工。(如遇天氣影響或航機問題，而
導致取消納斯卡之行程，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之費用
)。繼乘車往利瑪。

第二十天
利瑪 古茲高古都～印加河谷
LIMA CUZCO～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往古茲高(庫斯科)。古茲高古都
位於利瑪市以南1168公里，高3430公尺之高原上，
曾經是顯赫一時、雄霸南美洲之印加帝國首都。該城

於16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和蹂躪，原有之印加傳統
建築幾全被破壞。抵達後乘車往印加河谷(車程約2小
時)，沿途經過印加古城Pisac，這裡曾是印加民族的
村莊，以捕魚及農耕。(特安排住宿河谷渡假村，盡
量減輕對高原不適的反應。更可享受這印加河谷風景
，探索印加文化。)團友可自由享用渡假村設備。

第二十一天
印加河谷～空中之城─馬珠比珠古城 (世界七大奇蹟)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
SACRED VALLEY

早餐後，乘車往火車站，轉乘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2460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珠比珠。抵達後轉乘巴
士往古城區。古城於1911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
並掘出173具骸骨，其中150具屬於女性。古城建在
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 : 墓園區、監獄區、住戶
區及神殿區。城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記
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而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
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性乃祭典中奉
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
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下午乘
火車回印加河谷及回酒店。

第二十二天
印加河谷～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古茲高～
聖水神殿～薩庫沙瓦曼城堡
SACRED VALLEY～MORAY～
SALT MINES OF MARAS～CUZCO～
TAMBOMACHAY～SACSAYHUAMAN
早餐後，前往被印加人譽為神聖河谷的莫蕾梯田，規
模廣大的梯田全部排列在遺址，沿著昔日古城小路，
途經當地印加人的居所。到訪印加時期制鹽傳統的馬
拉斯鹽田，此乃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沿途景色壯
觀雪山終年積雪。繼乘車回古茲高，乘專車遊覽市內

名勝古蹟，如阿瑪斯廣場、大教堂、修道院、聖水神
殿，及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Sacsayhua-
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艱辛地建
成之廣大石垤城塞。該城塞建造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
觀止。完畢乘車回古茲高。

第二十三天
古茲高 胡利亞卡～普諾 
CUZCO  JULIACA～PUNO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前往胡利亞卡機場，
乘車往普諾，普諾位於安第斯山脈高原海拔3820米
，是印加人古老城市，擁有世界最高的湖─的的喀喀
湖LAKE TITICACA，湖的面積約8300平方公里，大
部份在秘魯境內，其他在玻利維亞境，湖水最深處為
300米，對印加人文化之中把這湖喻為【聖湖】，清
澈碧藍的湖水加上萬里無雲的天空，實是難得一見的
美麗的景色。下午抵達，前往酒店。

第二十四天
普諾～的的喀喀湖 (天空之湖)
PUNO～LAKE TITICACA

早餐後，市內大教堂建於1757年，門外牆壁用石造，
門上的雕像以穿著天主教門徒的服飾，面上的形態非
常有趣。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島嶼，其中以UROS浮
島最著名，浮島全以蘆葦草建成，人民日常的生活，

註:
全程旅行團服務費，每位全程：28天HK$4480。(包
括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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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可自由停留或享特惠票價往其它歐洲城市，巴黎
、倫敦、法蘭克福、荷蘭等，凡停留不隨團返，機票
附加費HK$1600每站計及機場稅 (視乎航空公司確定
有位否)。並可查詢優惠附加費差補乘搭商務客位。

此行程安排乘荷蘭航空/法航取道歐洲前往，航程不
論從南非或歐洲距離相約，同樣順道無迂迴，亦不影
響景點，大可放心，若上述航空公司額滿，將安排其
它航機，免輕言取消，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
否。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
安排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
匯報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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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2000。

旺季出發，將有附加費，請報名時查詢。責任問題，
請參閱金怡假期小冊子為準。

凡報名後如退出，於出發前50天通知，必須扣除全
數訂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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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28

23

科帕卡瓦納

BRAZIL
COPACABANA�BE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