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F Travel, Inc. CST#2000970-10                                                                                         Page 1 of 6 
                                                                                                                                                            
 
 

2014 南美旅遊行程 [七] — 秘魯馬丘比丘、阿根廷、智利南極 5星豪華遊輪 17天                                              

 

Air: $2,520 

Land: $4,764 

 

14 SEP 舊金山 – 洛杉磯 

自舊金山出發，經洛杉磯飛往秘魯首都利馬。（晚上飛洛杉磯，轉接 15號凌晨 00:15的

航班，15號 10:55AM抵達利馬） 

 

 

15 SEP 洛杉磯 – 利馬 

抵達利馬后安排城市觀光：參觀聖馬丁廣場、武器廣場、總統府、主教堂、商業步行街。

前往利馬海濱景點、地畫公園、愛情公園、LARCO MAR 休閒娛樂中心、到富有民間手工藝

品色彩的市場購物。夜宿利馬酒店。 

餐： (午/晚)  

 

 

16 SEP 利馬 - 庫斯科 - 聖谷 

早餐後乘飛機飛往庫斯科山城(飛行時間一小時)，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庫斯科曾經是神

秘的古印加文明的中心。午餐後安排最精華的城市觀光：太陽神殿 Coricancha、中央廣

場、大教堂、聖水殿、參觀印加帝國時期的重要之軍事要塞-薩薩瓦曼，昔日每天動用三

萬人次，歷時 80年才建成的巨型石垤城塞，至今仍令現代人歎為觀止。晚餐後前往酒店

休息。 

餐： (早/中/晚) 

 

 

17 SEP 庫斯科 – 馬丘比丘 – 庫斯科 

早餐後，6：30出發，乘坐火車，前往被選為世界 7 大奇觀的印加帝國遺址馬丘比丘，古

城建在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墓園，監獄，生活區，全部由原石砌造，工藝精湛，

體現了當年印加王朝的盛世輝煌，是當年印加帝國的聖地，最高祭師居住的神殿。曾挖掘

處 150具女性骸骨，是祭典中獻給太陽神的祭品，古城 因此被列為世界十大文明之謎。

古堡旁綠草如茵，美麗，祥和，真是世外桃源。午餐在山下自助午餐，非常豐盛。下午乘

火車返回庫斯科酒店。 

餐： (早/中/晚) 

 

 

18 SEP 庫斯科 - 利馬 –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上午從庫斯科機場出發，經立馬轉機，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抵達后導遊接機晚餐，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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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休息。 

餐： (早/晚) 

 

 

 

19 SEP 布宜諾斯艾利斯 

第二日上午早餐後，離開喧囂的市區，我們前往老虎洲，欣賞哥特式教堂和許多的豪華住

宅區。接著換乘觀光遊艇，遊覽帊拉納河，觀賞兩岸旖旎風光。下午返回酒店休息，布宜

諾斯艾利斯是很南美風格的國家，一般晚餐都在 9PM 之後，商店都會開到凌晨 4點之後，

客人可以在晚上融入到當地人生活中，逛街，用餐，晚餐自理。 

餐： (早/中) 

 

 

20 SEP 布宜諾斯艾利斯 – 伊瓜蘇瀑布(巴西) 

早餐之後進行城市遊覽，布宜諾斯艾利斯是拉丁美洲最美麗的歐式風格城市之一。上午我

們將從五月廣場開始進行半天城市觀光：繼續有粉紅宮之稱的總統府、主教大教堂，途經

世界最寬的 7 月 9 日大道，那裡我們將會欣賞到獨立紀念碑和哥倫布劇院。我們會經過

馬德羅港和殖民區”山姆特爾莫”，這也是阿根廷探戈起源之地。午餐後送機離開，前往

伊瓜蘇瀑布。抵達后送往巴西伊瓜蘇瀑布，入住酒店。 

餐： (早/中/晚)  

 

 

21 SEP 伊瓜蘇瀑布（巴西） - 布宜諾斯艾利斯 

早餐後遊覽瀑布區，依瓜蘇瀑布由 275條分支合成，縱橫 1.5英里，高達 230 英尺，跨度

為世界第一，雄偉壯觀的氣勢令人嘆為觀止。遊客可沿人行步道步行觀賞瀑布，在最後端

還有延伸至瀑布內的步道，若不怕被打濕，可走入瀑布（人行步道需要走 2小時，比較平

坦），感受瀑布的壯觀。午餐後送機離開，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導遊接機晚餐，送回酒店

休息。 

餐： (早/中/晚) 

 

 

22 SEP 布宜諾斯艾利斯 – 卡拉法鐵市（阿根廷） 

清晨搭乘航班飛往卡拉法鐵市，午餐後前往世界奇景：壯觀雄偉的裴黎多墨雷諾大冰川

Perito Moreno Glacier遊覽。這也是阿根廷經過 3 萬年後唯一還在成長的冰河，就在此

地。遊覽後返回酒店。 

餐： (早/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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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EP 卡拉法鐵市: 冰湖區 

早餐後，整日暢遊阿根廷冰川湖，觀賞 30 英哩長的阿蘇拉冰河，眺望不遠處聳入雲霄，

高 9 千英呎被稱為費茲萊峰的尖雪峰。遊覽後送回酒店。 

餐： (早/中/晚) 

 

 

24 SEP 卡拉法鐵市 - 火地島 - M/V Stella Australis 遊輪 

早餐後送旺季長前往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上的烏蘇威亞(Ushuaia)這是世界上最南

方的城市。烏蘇威亞城市遊之後，專車前往火地島國家公園

(TierradelFuegoNationalPark)參觀。公園內有 400 餘種蘚苔類植物，500餘種非常特別

的花類植物，無數的鳥類及動物，非常壯觀。遊覽後送回酒店。 

 

午餐後送往遊輪 MareAustralis 停泊碼頭，辦理登船手續，拉丁假期特別為貴賓挑選了最

新的 M/VStellaAustralis 遊輪，遊輪建於 2010年，船上有 100個豪華客艙，可容納 210

名乘客，船上所有的高級餐食，酒水，飲料和一些娛樂活動全部都是免費的，您很難找到

另一個遊輪公司能提供像 M/V Stella Australis卓越的客戶服務，娛樂，以及完善的餐

飲服務。 

 

開船前：船長招待雞尾酒 

開船：晚上 6:00點整 

遊輪上包三餐，遊輪上有一切安全設施，完全合乎國際標準。開船後，遊輪將沿著麥哲倫

海峽往地球最南方邁進。 

餐： (早/中/晚) 

 

 

25 SEP 遊輪：拿索灣 - 號角灣 - 烏萊亞灣 

遊輪一夜往南面經拿索灣(Nassau Bay)和墨雷峽(MurrayChannel)航行後，抵達號角灣

(Cape Horn)，號角灣的海面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匯合處。遊輪停下下來，讓遊客登上號

角灣國家公園(CapeHornNationalPark)。號角灣乃於 1616年由伊薩黎米爾

(IsaacLeMaire)組織率領的荷蘭商船探險隊伍所發現。此處是南美最後的一個小半島，一

片寛廣高約 425公尺的突出地域，猶如“角狀”形態，故此探險隊的離岸地點即稱爲“號

角港”(ThePortofHorn,荷文：“角”之稱謂)，登上觀景高處，一片美麗的景色盡收眼

簾。下午，遊輪停靠著名的烏萊亞灣（WulaiaBay），曾經是最大的土著居民殖民地。它

因島上的奇花異草和它的地理環境而著名。穿越麥哲倫森林，將看到各種蕨類植物和各種

本土獨有的植物。 

餐： (早/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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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EP 遊輪：德阿戈斯蒂尼 - 阿吉拉冰川 

今日我們經過萊德拿克(Brecknock)，歐卡西恩(Ocasión),科伯恩(Cockburn)，和馬格達

萊納(Magdalena)的渠道進入壯觀的德阿戈斯蒂尼冰川(DeAgostiniSound)。在這裡我們可

以欣賞到冰川的河川一路一直下到海中的景象，非常壯觀。當天下午我們將乘遊艇前往阿

吉拉冰川，在這裡我們將採取一個簡單的步行方式登上冰川。您會看到巴塔哥尼亞冷熱帶

雨林的美麗和大自然如何塑造該地區景觀的自然力量。 

餐： (早/中/晚)  

 

 

27 SEP 遊輪：馬格達萊納島 - 蓬塔阿雷納斯 - 聖地亞哥 (智利 ) 

早上（天氣允許的情況下），我們將上馬格達萊納島，它位於麥哲倫海峽中間。 此海島

經常被航海家和探險家用來作為研究的來源，該島也是一個巨大的麥哲倫企鵝的殖民地，

當我們步行到燈塔居住區時我們將會看到在成千上萬的企鵝，他們都是成雙成對的夫妻，

親密地靠在一起，再加上許多小寶寶，可愛至極。最後遊輪於上午 11:30停靠在蓬塔阿雷

納斯上岸。抵達後專人接待，午餐後送往機場飛往聖地牙哥。 

餐： (早/中/晚) 

 

 

28 SEP 瓦帕里索(中文導遊) 聖地牙哥-瓦帕里索約 98 公里 

今天導遊將帶團員暢遊智利中部的沿海小鎮，早餐後將在一間當地酒廠停留，觀看葡萄酒

的製程並品嚐美味聞名的智利葡萄酒。隨後造訪風景絕倫的瓦帕里索，這座城市於 1536 

年被發現，由 43 個高低丘陵所環繞，以蜿蜒的街道連接著，還有許多古老是製的纜車，

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接著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勃羅‧聶魯達故居之一，如今已

改裝為一座美麗的博物館。其他主要景點包括國會，中央市場以及索托馬約爾廣場的海軍

戰士紀念碑。我們將沿著海岸線到達海邊花園城市維納達瑪停留並享用中餐。維納達瑪有

著許多用鮮花裝飾的街道，公園以及當地著名的地標大花鐘。回到聖地亞哥導遊帶團員前

往餐廳享用晚餐，晚餐之後導遊送團員回酒店休息。 

餐： (早/中/晚) 

 

 

29 SEP 聖地亞哥 – 洛杉磯 - 舊金山 

早餐後展開聖地亞哥市區遊，首先來到城市公園，登上聖克里斯托瓦爾山俯覽聖市風貌。

接著參觀總統府、阿瑪斯廣場、步行街主教堂等。午餐後送機離開。 

餐： (早/中) 

 

 

30 SEP 舊金山 

早晨抵達舊金山，結束愉快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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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利馬：4* Sheraton 或同級 

http://www.sheraton.com.pe/ 

 

庫斯科圣谷：4* Sonesta 或同級 

https://www.sonesta.com/SacredValley 
 
布宜諾斯艾利斯：4* Savoy Hotel或同級 

www.savoyhotel.com.ar 

 

伊瓜蘇：4* Grand Crucero 或同級 

http://www.grandcrucero.com/ 

 

卡拉法鐵市：4* Calafate Parque Hotel 或同級 

http://www.calafateparquehotel.com/ 

 

聖地亞哥：4* Hotel Kennedy 或同級 

http://www.hotelkennedychile.com/ingles/ 

 

 

 

 

 

 

 

 

 

 

 

 

 

 

 

重要須知 

http://www.sheraton.com.pe/
https://www.sonesta.com/SacredValley
http://www.savoyhotel.com.ar/index.php?lang=en
http://www.grandcrucero.com/
http://www.calafateparquehotel.com/
http://www.hotelkennedychile.com/i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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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 

 您在訂位時我們會提供機票價給您參考，然而，機票燃油附加費與稅金在開票之前皆

有可能變動。航空公司有權提高或降低燃油附加費，因此最終票價將以開票當時的費

率為主。 

 簽證費僅做參考，實際收費及要求請在入境前諮詢當地大使館或領事館，以便獲得更

新信息。旅客有責任在出發前获得所有必要的簽證和旅行證件。 

以上報價包含： 

1. 舊金山出發來回國際機票及南美國內機

票 

2. 機場酒店來回接送 

3. 秀票與景點門票  

4. 每日三餐 (瓶裝水每日 2 瓶) 

5. 四星級或同級酒店 

6. 中文或英文導遊 

以上報價不包含： 

1. 阿根廷簽證費  (美國護照$160美金，香港護

照免簽) 

2. 智利簽證費 (美國護照$160 美金，香港護照

免簽) 

3. 秘魯美國護照，香港護照免簽 

4. 陸地遊:司機、導遊小費，每天$10 

5. 醫療及意外保險 

6. 其他個人花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