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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南美 智利 阿根廷 巴西  大探索+復活節島 23 天 

( 巴塔哥尼亞健行 FITZ ROY 山 火地島  伊瓜蘇大瀑布 復活節島) 

   

出發日期： 2020/12/1～23  2020/06/30 截止報名 

費用： 

 

每位 $300000 元 

因應航空票價變動、匯率、原油價格等因素，會於出隊兩個月前最後確認活動費用 

費用包含： 

 

山下行前會議、活動小手冊、往返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當地食宿、交通、

領隊小費、保險、行政費用等等。 

訂金： 每位 $50,000 元，最晚需於 2020/06/30 前繳交，若是提前成團會通知提早繳交 

活動等級： A 級適合大眾 

 

日 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洛杉磯/聖地牙哥 BR006 1120/0605 

上午搭機飛往洛杉磯，展開南美之旅，因時差飛機於同日上午抵達洛杉磯，機場休息

候機，下午轉搭機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夜宿機上。 

第二天 

 

聖地牙哥/夢特港 H2 0930/2115 

清晨抵達聖地牙哥，通關後市區觀光:包括中央廣場,Santa Lucia 山丘，聖基督嶺等

地方，下午休息。晚上班機前往夢特港，於漂亮的海港 Puerto Varas 過夜休息。 

宿:Hotel Vella Bista 4*(或同級) 

第三天 

 

夢特港—Chiloe 島來回 

上午搭船前往智利第二大島，也是世界遺產的 Isla Chiloe 參觀海邊的炮火台，湖面

上色彩鮮豔的房子，木製的教堂，當然加上鮮美的 CURANTO 海鮮，還有燦爛濫的

陽光。傍晚回夢特港。 

第四天 

 

夢特港—阿雷納港 Puerto Arena—百內公園 Torres Paine Park—百內公園健

行—Chileno 山屋 

上午搭機抵達阿雷納港，專車 115 公里，前往世界遺產百內國家公園，步行 3 小時

抵 Chileno 山屋(8 人一室) 

PS：百內國家公園(世界遺產)，W 路線健行，全程約 77 公里 

第五天 

 

百內公園健行 Chileno 山屋—百內角— Los Cuenos 百內塔山屋 

上午前往百內公園最美的谷地百內角(LOS TORRES)觀賞壯觀的百內塔，下午沿

Nordenskjold 湖前往 Los Cuenos 山屋 

住宿：Los Cuenos 山屋。(8 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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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百內公園健行 Los Cuenos 山屋—法國谷地—Paine Grande 山屋—Grey 山屋  

上午先經過義大利營地，再前往法國谷地，欣賞冰河峽谷美景，再往前經 Paine 

Grande 山屋，到 Grey 冰河山屋住宿。 

住宿：Paine Grande 山屋。(8 人一室) 

第七天 

 

百內公園健行 Grey 冰河山屋—Paine Grande 山屋—Puerto Natales  

上午到Grey冰河欣賞風光後，再沿Grey湖，回到Paine Grande山屋，搭船經Pehoe

湖，轉車到那塔雷斯港(Puerto Natales)過夜。 

住宿：Puerto Natales 當地旅館。 

第八天 

 

那塔雷斯港- El Calafate 加拉法德 

今天搭車經安地斯山國界，前往巴塔哥尼亞冰河勝地 El Calafate 加拉法德。 

宿: Patagonia Queen 4*(或同級) 

第九天 

 

E l Calafate 加拉法德(Moreno 冰河)  

清晨前往魔雷諾大冰河 Perito Moreno Glacier，欣賞這 4 公里寬 90 公尺高的天然

奇景，下午改搭船近距離觀賞冰河崩落的震撼。 

第十天 

 

El Calafate –El Chalten（欣賞南美最漂亮的 FITZ ROY 山）  

清晨前往 El Chalten，約 3 小時到達。聽簡報後續開車進入步道；先到 Hostel El Pilar

下車健行經 Lago piedras Blancas-Laguna De Los Tres-Poincenot，沿途景色

美不勝收，然後回 El Chalten。                

第十一天 

 

El Calafate/Ushuaia 烏斯懷亞 AR1828 1355/1510 

今天搭機前往世界盡頭的烏斯懷亞。 

宿: Fueguino Hotel 4*(或同級) 

第十二天 

 

Ushuaia 烏斯懷亞  

前往火地島公園 Tierra del Fuego 參觀 Escondido´s 及 Fagnano´s 湖，美麗脫

俗。中午享用烤羊大餐。 

第十三天 

 

Ushuaia/Buenos Aires 布宜諾斯愛麗斯 AR1891 2025/2353 

早上搭連體船遊覽世界盡頭的鳥島及燈塔。下午拜訪 Lapataia 國家公園，有世界最

南端的 3 號國道、火車及智利邊界。然後搭機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愛麗斯。 

宿:Hotel HJ 9 de Julio 4*(或同級) 

第十四天 

 

BsAs 

今天是布市市區觀光:世界最寬的 7 月 9 日大街、政府大廈、國會、科隆劇院、Madero

港、及湯哥的發源地 La Boca 區等。晚觀賞探戈秀 Show of Tango。 

第十五天 

 

BsAs/Iguassu 伊瓜蘇瀑布 AR2720 0920/1105 

上午搭機前往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先進入巴西,前往育有眾多珍奇如巨嘴鳥、蜂鳥、

孔雀、金剛鸚鵡等南美熱帶鳥園參觀。再前往巴西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搭專車欣賞

熱帶公園風光，然後循著步道再從不同角度再欣賞令人嘆為觀止的伊瓜蘇瀑布。  

宿:Hotel Falls Galli 4*(或同級) 

第十六天 

 

Iguassu 伊瓜蘇瀑布 

上午遊覽阿根廷區，瀑布由 275 個大小瀑布所形成，景觀各異綿延不絕，於園區內搭

遊園火車及生態步道前往魔鬼咽喉瀑布區絕對讓您震撼及上瀑布區與下瀑布區體驗

瀑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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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天 

伊瓜蘇瀑布/布宜諾斯愛麗斯/聖地牙哥 

上午於瀑布區自由活動，下午飛機飛布宜諾斯愛麗斯轉聖地牙哥。(不參加復活節島

活動者，飛機經聖地牙哥轉洛杉磯回國，19 天 費用 240000 元) 

第十八天 
聖地牙哥/復活節島 

上午搭機前往復活節島，下午抵達入住旅館後逛島上唯一城鎮 Hanga Roa 市區 

第十九天 

全日環島 

Rano Raraku: 復活節島最重要的景點, 這裡是製造摩艾石像的大本營. 本身後面

有個火山湖 

Ahu Tongariki:一整排巨大的摩艾石像, 也是出名復活節島日出的地方. 

Anakena Beach: 從 Ahu Tongariki 過來中間有許多摩艾石像,復活節島最美的海

邊. 非常像夏威夷. 

Ahu Ature: Anakena Beach 上面的摩艾石像是少數帽子都還在的石像 

Ahu Akivi: 島上唯一看著海的摩艾石像. 是個出名的日落景點 

第二十天 

復活節島西南方健行 

Rano Kau 死火山: 爬行海拔 300 多公尺, 健行步道大約六公里(需走 5 小時). 這

邊的景色應該是復活節島最特殊的地方.火山湖大約 200 多公尺深, 裡面的植物的顏

色一片一片的, 好像小世界地圖, 真的很美妙 

Orongo 村落遺址: 復活節島文明晚期島民舉行 “Birdman 鳥人” 習俗的場地. 復

活節島旁邊有個小島, 每年不同村莊的勇士都要出去比賽, 看誰可以搶到島嶼上特定

的鳥群下的第一顆蛋.可以當一年頭領。 

第二十一

天 

復活節島/聖地牙哥/洛杉磯 

早上到 Ahu Tongariki 看日出.中午飛機飛回聖地牙哥，晚上再接往美國洛杉磯。 

第二十二

天 

洛杉磯-桃園 BR005 1040/1720+1 

上午抵達洛杉磯，轉機回台灣。 

第二十三

天 

洛杉磯-桃園 

下午抵達洛杉磯，轉機回桃園，結束精彩的南美之行。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行程中列明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如因班機變動或行程途中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影響而封山，或其他特殊狀況致使無法完成

行程，本公司將保持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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