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2019 年 02 月 06 日(年初二) （年初一 2 月 5 日晚上集合） 

 
【行程特色】 
 探访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耶稣基督像】 
 《乘坐直升机》俯瞰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伊瓜苏瀑布群】，充份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及乘橡皮艇近距离欣

赏【伊瓜苏瀑布群】的壮观。 
 走访印加帝国都城【库斯科】，美洲古老的城市之一，现为著名的考古中心和印加文化中心 
 天空之城-【马丘比丘】被称作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其圣洁、神秘、虔诚的氛围，被列入全球 10 大怀古

圣地名单； 
 天空之谜-【纳斯卡神秘线】，乘坐小型观光飞机展开空中之旅，鸟瞰大地上神秘线，纳斯卡荒原上的千百个「上

帝才看得见」的巨大图腾，是人类古文明，还是外星人留下？至今仍是无人能解的世界最大谜题之一； 
 前往亚马逊发源地【伊基托斯】乘船畅游亚马孙河，到访当地土著村落，认识他们的历史、 文化及试钓食人

鱼。 
 近距离体验“南美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景观和浪漫风情！ 

 
 
【特色珍馐】 

 于【布宜】著名餐厅欣赏富拉丁美洲热情之<探戈舞>及享用特色晚宴，一场视觉与口感的双重享受。 
 巴西享用地道烤肉及传统国菜美食黑豆炖肉。 
 于印加古城内欣赏传统民族歌舞表演及品尝当地美食。 

 

 

 

 

 

 

 

 

 

 

 

 

 

 

 

 

 

 

 

 

 

 

 

 

 

 

 

 

 

 

 

 

 

 

 

 

 

 

团号 : SA19NY 



天数 日期 行程 

第 1 天 2019/02/06 

新加坡 多哈/杜拜 圣保罗 

参考航班： 待定 

 

出发日期前一晚集合于新加坡樟宜机场，乘搭国际航班，飞往巴西-圣保

罗。抵达后前往餐厅享用晚餐，随后入住酒店休息调整时差。 

膳食：中式晚餐 

住宿：Grand Mercure SP Ibirapuera 或 

Meliá Paulista 或 Intercontinental 同级 

第 2 天 2019/02/07 

圣保罗 里约热内卢 

参考航班：LA3942 GRUSDU 1630/1730 

早餐后，乘车前往市区观光：游览享有“巴西华尔街”的【圣保罗金融大

道】、游览【圣保罗大教堂】、具有典型欧洲风情的【IPIRANGA 十八世纪

皇宫花园】（外观）、【圣保罗大剧院】【开拓者雕像】、【护法英雄纪念碑】，

游览圣保罗隐藏景点【蝙蝠侠胡同】这是藏在维拉马达莱纳区(Vila 

Madalena)深处的一条数百米的小巷，巷子从地面到墙上的每一寸都被涂

满五颜六色的涂鸦。游览完毕后乘车前往机场飞往里约，抵达后前往餐厅

享用晚餐，晚餐后送回酒店休息。 

膳食：酒店早餐 /中式午餐/中式晚餐 

住宿： Rio Othon Palace 或 Sheraton 或 Pullman 同级  

第 3 天 2019/02/08 

里约热内卢 

早餐后，前往世界新七大奇景之【基督像圣山】，科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像

是 1922 年为纪念巴西独立 100 周年而决定兴建，这座 38 米高、1000 多

吨重的耶稣像终耸立在山顶之上。午餐后，乘登山吊车往【糖面包山】，

这山的形状呈圆锥形，仿如法国的糖面包而得名，是市内其中一个瞩目地

标，在这里可俯览里约热内卢海湾迷人景色，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尤为壮观，

亦因此赢得世界三大美港的美名。随后前往【塞勒隆阶梯】，从 1990 年开

始，智利艺术家乔治塞勒隆用从 60 个国家搜集来的五颜六色的瓷砖、陶

片和镜子铺成了一条 250 级的台阶，这个室外阶梯连接着里约热内卢的拉

帕和圣特雷街区。 

膳食：酒店早餐/中式午餐/黑豆炖肉晚餐  

住宿: Rio Othon Palace 或 Sheraton 或 Pullman 同级 



第 4 天 2019/02/09 

里约热内卢 伊瓜苏 

参考航班：LA4585 GIGIGU 1015/1230 

早餐后，乘车前往机场乘机飞往伊瓜苏。抵达后前往享用午餐，

午餐后乘车前往参观【伊瓜苏鸟园】，号称“百鸟天堂”（约

1 小时），伊瓜苏鸟园坐落在世界第一宽的伊瓜苏瀑布旁边，

鸟园的大门不太显眼，很容易让人错过，游客很难想到在这个

不显眼的门里面，是如此的别有洞天，简直是一个鸟儿的王国，

鸟儿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 

膳食：酒店早餐/中式午餐/巴西烤肉 

住宿：Viale Cataratas Hotel & Eventos 或 Continental Inn Hotel

或 Nadai Confort Hotel 同级 

第 5 天 2019/02/10 

伊瓜苏 利马 

参考航班： LA2442 IGULIM 2155/2310 

酒店早餐后,前往游览【伊瓜苏国家公园】，伊瓜苏大瀑布是

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边界上伊瓜苏河与巴拉

那河合流点上游 23 公里处，为马蹄形瀑布，高 82 米，宽 4

公里，平均落差 75 米。198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自然遗产。随后一同前往马古高森林转乘由吉普车拖动的无

顶车厢穿越丛林。到达河谷底部后，乘船近距离欣赏大瀑布的

壮观。瀑布气势磅礴，有如万马奔腾，气象万千，另人叹为观

止。下午安排乘观光直升机俯瞰大瀑布全景, 让您穿梭在瀑

布的水雾与缥缈的云之间，领略令人叹为观止的胜景。游览完

毕后送往机场，乘机飞往秘鲁-利马，抵达后前往酒店入住休

息。 

 

膳食：酒店早餐/中式午餐/敬请自理 

住宿：Costa del Sol Wyndham Lima Airport 或同级(机场附近无五星) 

第 6 天 2019/02/11 

利马-帕拉卡斯 

酒店早餐后，参观黄金博物馆，收藏了数千件印加的生活用

品，当中更包括全秘鲁唯一一件印加神的黄金真品。（如黄金

博物馆关闭，将以其他博物馆代替）。午餐后乘车去帕拉卡斯

（约 4 小时），抵达于酒店用膳。 

膳食：酒店早餐/中式午餐/当地晚餐 

住宿：Aranwa Paracas Resort & Spa 或 DoubleTree Resort by Hilton 

Hotel Paracas – Peru 或同级 

第 7 天 2019/02/12 

帕拉卡斯~鸟岛~纳斯卡神秘线~利马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著名的自然保护区 PARACAS 海狮岛码头乘船游览。

在【鸟岛】游览途中可看到古老神奇之谜【烛台奇观】，在面海的一面地

上有一幅蜡烛台造型的地画，它也像纳斯卡地画一样，至今也没能得到解

释。壮观奇特的岛屿自然生态及数以千万计的海鸟、海狮、小企鹅等，不



少更是濒临绝种的海洋动物和鸟类。随后前往皮斯科乘小型观光飞机*尽

览【纳斯卡】平原上各式几何图案，此地的巨形图案自被发现后，考古学

者花毕生的精力，试图解开线条的奥秘。这些图案如何建造，至今仍是个

谜。纳斯卡线是绘制在秘鲁纳斯卡平原上的史前巨幅图案。这些图案有上

千年的历史。其型态有直线、几何图案和动物图案，如：猴子、蜘蛛、蜂

鸟等。所有图案都是非常巨大的，只有在 300 米以上高空才能看到全貌。

这些图形从何而来留下千年之谜，等您来探索。 

备注：（如因天气影响取消纳斯卡行程，本公司将会退回有关之款项） 

膳食：酒店早餐/当地午餐/中式晚餐  

住宿：Sheraton Hotel 或 Crowne Plaza Lima 或 Casa Andina Premium 

Miraflores 同级 

第 8 天 2019/02/13 

利马 库斯科 

参考航班：LA2075 LIMCUZ 0945/1120 

酒店早餐后，前往机场乘机飞往库斯科。抵达午餐后，游览印

加文明的【※太阳神殿】，库斯科太阳神庙被称为“克里干查”，意思是

黄金花园，印加人在里面修建了他们信奉的五种天象神庙—太阳神庙、月

亮神庙、星星神庙、雷电神庙和彩虹神庙，印加帝国最重要的祭奠—“太

阳祭”每年6月份就在这里举行、参观用于祭拜美洲豹的【武器广场】、位

于海拔约四千公尺高的【※圣水神殿】在这高地城堡遗迹的主城门前，有

一条终年不息的清泉，人们都相信是印加族人祭司前净身的圣水，甚至是

印加人用作治病的神水、【大教堂】大教堂是库斯科全城最杰出的殖民时

期建筑，在这里可以看到17世纪展现欧洲最高水平的绘画风格、随后前往

参观印加帝国时期的重要之军事要塞【※萨克塞瓦曼】昔日每天动用二万

人次，历时80年才建成的巨型石垤城塞。晚上观看当地特色民族歌

舞表演。 

膳食：酒店早餐 /当地午餐/当地晚餐+歌舞表演 

住宿： Novotel Cusco 或 Casa Andina Premium Cusco 或同级 

第 9 天 2019/02/14 

库斯科-马丘比丘-库斯科 

清晨前往火车站（约 2小时车程），搭乘号称南美最有名路线的观光火车

（约 1.5 小时），利用火车特别设计的宽阔窗户欣赏着窗外山谷美景。马

丘比丘印加语意为"古老的山头"。此山城位于海拔 2400 公尺，建于 15

世纪，位于群山峻岭，悬崖绝壁之顶端。于 1911 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寻找

民间传说中‘消失的印加城市’时因走错路偶然发现这文明古城，古城分

为数个区域，有庙宇、住宅区、墓园、宫殿、梯园等精巧的石造建筑等，

充分体现了当年印加帝国的盛事辉煌。这座迷城，在印加帝国时已被荒废，

它真正的历史、用途及为何人去城空仍未有定论。下午返回库斯科，抵达

后晚餐，随后入住酒店休息。 

膳食：轻便早餐盒/当地午餐/当地晚餐  

住宿：Novotel Cusco 或 Casa Andina Premium Cusco 或同级 

第 10 天 2019/02/15 
库斯科 利马 伊基托斯 

参考航班：LA2024 CUZLIM 0700/0835  



转 LA2240 LIMIQT 1010/1210 

清晨打包早餐盒，乘车前往机场乘机飞往利马中转，随后继续飞往伊基托

斯。到达伊基多斯机场后前往码头（约 45 分钟），乘船至酒店（约 45 分

钟）。抵达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开始亚马孙河探险，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

逊热带雨林，神秘而新奇。 

乘船到访土著村落【Yguas】,导游会介绍他们的历史及仍使用的武器【吹

气枪】，并可欣赏土著表演并可与可爱的树懒一起合影留念。黄昏后回到

酒店享用晚餐，夜晚进入森林探险寻找各种动物踪迹。 

膳食：酒店早餐/便携式午餐盒 /酒店  

住宿： Ceiba Top 或同级 

第 11 天 2019/02/16 

伊基托斯 利马 

参考航班：LA2237 IQTLIM 2010、 2155 

酒店早餐后，跟随导游漫步在亚马逊热带森林中，探寻原始部落、体验风

土人情，观原始森林的古朴、雄伟的红棉树林、参天的大树、体会真正的

“一拄擎天”的壮观，近距离观赏色彩艳丽的金刚鹦鹉。乘船垂钓河中霸

主#食人鱼#。有机会观赏特色粉红海豚、寻找河边树上的树懒。游玩结束

后，驱车前往机场乘机飞往利马。 

膳食：酒店早餐/酒店/敬请自理 

住宿： Sheraton Hotel 或 Crowne Plaza Lima 或 Casa Andina Premium 

Miraflores 同级 

第 12 天 2019/02/17 

利马 圣地亚哥 

参考航班：LA2369 LIMSCL 1200/1730 

悠闲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机场乘机飞往圣地亚哥。抵达后导游接机，乘

车前往餐厅享用晚餐，晚餐后送回酒店休息。 

膳食：酒店早餐/敬请自理/中式晚餐  

住宿：Crowne Plaza Santiago 或 Sheraton 或 Intercontinental 同级 

第 13 天 2019/02/18 

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圣地亚哥 

酒店早餐后，约 8点乘车出发前往有“天堂谷”之称的著名港口城市瓦尔

帕来索，此城市在 2003 年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文化遗产"的

古老城市。此地融合西、英、德三国的古老建筑，别树一格。外观【国会

大厦】、港口（军港及货港）岸边观看停泊在港湾的各种智利军舰、瞭望

台、升降机，【工艺品市场】。 

随后前往度假胜地及有「海洋葡萄园」之称的伟拿地玛(因位于太平洋海

岸上，以及市内建设有很多花园而得名)。沿着海边欣赏 10 里长滩、海喷

黑白岩、海豹礁后，去市中心观唯一的一尊从复活节岛运来的复活节岛人

头像，及市区的花钟。 

下午乘车返回圣地亚哥市区，展开文化观光：游览【总统府】、【阿马斯广

场】、【中央邮局】、【大教堂】。 

膳食：酒店早餐/当地午餐 /中式晚餐  

住宿：Crowne Plaza Santiago 或 Sheraton 或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级 



第 14 天 2019/02/19 

圣地亚哥 布宜诺斯艾利斯 

参考航班：LA445 SCLEZE 1440/1640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圣露西亚山】这座位于市中心东侧、将近 70 公

尺高的小山丘曾是西班牙侵略者为了抵御原住民而建的要塞所在位置。如

今已找不到当年激烈斗争的痕迹，成为了一座宁静、草木茂盛的绿色公园，

当初残留下的，只有山顶上一座坚固的石造建筑遗址可以让我们来想象当

初惨烈的激战。之后前往著名的旅游胜地【圣母山 San Cristobal Hill】

俯瞰都市风貌，山上最高点竖立了白色玛利亚像，由于当年教宗曾在这里

举行弥撒，因此吸引了不少前来朝圣的人，整个圣地亚哥地势极为平坦，

在此可远眺安地斯山脉的连绵山峰，众览全市风光。下午乘车前往机场乘

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后前往餐厅用餐，晚餐后送回酒店休息。 

膳食：酒店早餐 / 敬请自理/中式晚餐 

住宿：Intercontinental 或 NH City Buenos Aires 或 Claridge Hotel

或同级 

第 15 天 2019/02/20 

布宜诺斯艾利斯 

酒店早餐后，市区游览：外观世界三大剧院之一的【科隆剧院】，参观世

界最宽的【七九大道】、为纪念阿根廷从西班牙获得解放而建的【独立纪

念碑】、【国会广场】、外观欣赏【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总统府(玫瑰

宫)】, 玫瑰宫是阿根廷总统府的别称，因它的外墙漆成玫瑰粉红色，气

派典雅，是阿根廷人的喜称。随后前往著名的前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

人陵墓】，占地十五英亩，不少政商名人、巨星葬于此地。下午前往【博

卡区】，探戈舞的发源地。晚上欣赏阿根廷国粹—探戈秀，晚餐在探戈秀

场内享用西式阿根廷餐点，品尝阿根廷烤肉。 

膳食：酒店早餐 /中式午餐 /牛扒晚餐+探戈舞表演 

住宿：Intercontinental 或 NH City Buenos Aires 或 Claridge Hotel

或同级 

第 16 天 2019/02/21 

布宜诺斯艾利斯 多哈/迪拜 

参考航班：待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著名的风景区【老虎洲 TIGRE】，抵达老虎洲 TIGRE

后搭乘游艇，行驶于错落有致的，私人船坞林立的度假别墅之间，领略素

有“南美威尼斯”之称的巴拉那河(RIO PARANA)流域的DELTA三角洲独特

风景，下午前往【ERTO MADERO】(新港)及欣赏【典雅的女人桥】，游览

游览[金属花雕塑]，参观【El Ateneo 书店】，阿根廷的老字号连锁书店，

被评为“全世界第二美丽的书店”，这栋上百年的建筑原本是歌剧院

（Teatro Gran Splendid），之后便改造成了 El Ateneo 书店，来到书店，

站在一楼抬头，周围的灯光将书店照射的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加上安静

的气氛，环境优雅古朴，气氛绝佳。游毕前往餐厅用餐。晚餐后乘车送往

机场候机及办理登机手续（服务结束），等待国际航班返回新加坡。  

膳食：酒店早餐 /中式午餐 / 中式晚餐 

夜宿航机上 



注:公司保留对上述行程的最终解释权，请以出发前确认行程为准， 

本公司有权对上述行程次序、景点、航班及住宿地点作临时修改、变动或更换，敬请谅解！ 

 

 

 

第 17 天 2019/02/22 
多哈/迪拜 

等待转机，随后乘搭航班返回新加坡。 

第 18 天 2019/02/23 

多哈/迪拜 新加坡 

参考航班：待定 

安全抵达，结束精彩的旅程。 

  

费用不含： 
1、 贵司领队服务费 

2、 【交通】不含转机地点的地接费，转机时用餐。 

3、 【用车】境外正常用车导时间为 10小时/天，

如超出，需补差额。 

4、 【个人消费】通讯费、洗衣、行李搬运等个 

人消费的费用；因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

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5、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 

 

费用包含： 
1.【机票】内陆段经济舱机票及燃油附加费及机

场税。（实际票价与税金，以出票为准） 

2.【住宿】全程为当地四-五星酒店标准双人房，

（如要求单房，请自行加上单房差部分） 

4.【用车】20-24 座交通用车，一人一座 

5.【导游】中英文导游+外藉司机服务 

7.【餐饮】行程所示用餐，西式自助早餐，午晚

餐以中餐为主，当地餐为辅，特色餐：阿根廷牛

扒餐+巴西烤肉+黑豆炖肉餐。每人每天 1瓶水 

8.【景点】行程中景点首道门票：耶稣山/面包

山/伊瓜苏瀑布/伊瓜苏鸟园/圣母山/黄金博物

馆 

9.【其它】马丘比丘往返火车费用/ 鸟岛船票/

纳斯卡神秘线小飞机票/布宜探戈秀/伊瓜苏瀑

布冲浪船/老虎洲游船/伊瓜苏观光直升机 

10、【司导小费】全程司导服务费 

 

 



 

 

 

【预定须知】 
【航班信息及特殊说明】本产品中的机票为国际机票，一经出票，不得签转、更改、退票；且航班信息为参考航班，预订时可

能协调其他航班，具体以实际出发最终确认的航班信息为准。客人对航班及出入港口有特别要求的，请于报名时咨询我社工

作人员并且具体说明，如无提出我社视游客已清楚旅行社以上安排，同意并接受旅行社安排。 

【机场集合出发】参团旅客自动默认为不含各地指定港口或机场的往返接送，届时请自行到指定港口或机场国际出发大厅集合

（具体出发航班时间、出入港口、送团导游以发出团通知书为准）。 

【境外自由活动】在自由活动过程中您自愿参加的一切活动项目，请充分了解活动的内容并严格遵守活动项目的安全规定，建

议您主动购买相关保险，我司对您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不承担任何责任。 

【不可抗力因素】因交通延误、战争、大风大雾、政变、罢工、自然灾害、飞机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

致的额外费用我司不予以承担（敬请游客购买个人旅游意外保险和相关综合保险以保障自身利益），另外，出发时行李托运，

贵重物品、常用物品、常用药品、御寒衣物等请随身携带，尽量不要托运。行李延误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我司将全力协助客

人跟进后续工作，但我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换汇须知】我司不提供换汇服务，游客应凭身份证前往银行预约兑换 

 

【友情提示】 
客人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特别是现金、有价证券以及贵重物品等）。 

为了客人进出南美方便，请客人于出团前 30 天前往防疫部门办理《国际健康疫苗接种证》，俗

称黄皮书（注射黄热病疫苗）。出团时敬请随身携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