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放南美 熱情巴西、阿根廷、智利、伊瓜渚大瀑布+杜拜之旅(12 天)
每日行程預覽:
第 1 天 台北/杜拜 EK367 TPE/DXB 2345 / 0545+1
晚上在桃園機場集合，搭乘阿聯酋航空波音 777 型豪華客機由桃園機場出發，航向充
滿神祕風情的異域之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杜拜國際機場。
餐膳：於機上

第 2 天 里約 熱內盧 EK247 DXB/GIG 0710/1445
搭乘清晨的航班前往巴西度假天堂─里約熱內盧。西元 1502 年，葡萄牙航海探險家到
達此地，誤以為它是一條大河的出海口，因為將它命名為「Rio De Janeiro」，即葡萄
牙語「一月之河」的意思。里約熱內盧是巴西第二大城，僅次於聖保羅，面積 1 ,256
平方公里，其也是巴西的舊首都，其在 1960 年以前為巴西首都，後遷至巴西利亞，風
景優美，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到此觀光，市境內的里約熱內盧港是世界第三大天然良港
之一，而里約熱內盧基督像也是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
住宿：Copacabana Palace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A Mineira 巴西風味自助餐+百年殖民地黑豆現煎鐵板

第 3 天 里約 熱內盧
上午安排前往著名寶石公司之博物館參觀其據稱為世界
第二大未經切割與琢磨的原石翡翠(祖母綠礦原石)及各
種礦石雕刻的藝術品等。隨後您可自由逛街購物，並來
一杯香醇、正宗的巴西咖啡。舉世聞名的基督山上之基
督神像是巴西為了慶祝建國 100 週年，於 1931 年花了
13 萬 3 千美金、歷時九年所建成。下午特別安排搭乘觀
光小火車，穿過堤呼卡叢林登上柯可巴杜山，瞻仰巨大
的基督神像，在山上您可俯瞰里約熱內廬港市 360 度之全景，其山水名勝盡入眼簾，
風光綺麗的景色令人終生難忘。
住宿：Copacabana Palace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早早餐：酒店內或當地餐廳 午餐：Graca da Villa 自助餐
晚餐：里約濱海烤肉&海鮮自助餐餐廳 Palace Churrascaria

第 4 天 里約 熱內盧/伊瓜渚大瀑布 Iguassu Falls（巴西）
JJ3188

GIG/IGU

1008/1228

於飯店享用完早餐過後，上午搭機飛往世界第一大瀑布
「伊瓜渚大瀑布」，下午參觀巴西境內的伊瓜渚大瀑布，
由地質斷層落差形成的 275 道萬馬奔騰的大小瀑布群，
同時宣洩而下，有如千垂百鍊、氣勢澎湃的水牆，浩瀚
河水滂沱而下，若陽光崁入，彩虹協奏，猶如大自然水
幕電影。晚上特別安排於當地著名餐廳享用 BBQ 晚餐並
欣賞巴西歌舞表演。

住宿：Hotel das Cataratas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Rafain Churrascaia Show

第 5 天 伊瓜渚大瀑布 Iguassu Falls（阿根廷）
早晨時分貴賓可欣賞世界第一大瀑布「伊瓜渚大瀑布」之迷人晨景後，享受飯店設施。
近午專車接貴賓前往午餐並離開巴西國境，進入阿根廷國境。下午前往位處阿根廷境
內的伊瓜渚大瀑布，徒步於伊瓜渚熱帶森林公園，由不同的境界欣賞不同的各大小水
瀑和「魔鬼咽喉」
。參觀令人嘆為觀止，遼闊成排的瀑布區。特別安並參觀世界最大、
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三國的水力發電廠「伊太布水壩及發電廠」
，此水壩由巴西及
巴拉圭合資興建，透過影片的介紹瞭解其興建歷史及過程，行經壩頂，更能體會其雄
偉壯闊!
住宿：Sheraton Iguazu Resort & Spa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午餐：Fortin Cataratas 晚餐：酒店內用餐

第 6 天 伊瓜渚大瀑布 Iguassu Falls（阿根廷）/布宜諾斯 艾利斯（阿根廷）
AR1723 IGR/AEP 0810/1005

早 晨 搭 機 飛 往 阿 根 廷 首 都 --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BuenosAires」（西班牙語「清新空氣」之意）。阿根廷
Argentina 面積約 276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 千萬人，
16 世紀前居住著印第安人。西元 1535 年開始淪為西班牙
殖民地，1536 年西班牙殖民者趕走原住民印地安人後，經
過四百多年的建設，布宜諾艾利斯已發展成南美第三大城，擁有歐洲風格的建築，因
而有「南美洲的巴黎」之稱。並於 1810 年 5 月 25 日爆發反對西班牙統治的「五月
革命」
，在 1816 年 7 月 9 日宣佈獨立，之後在 1853 年時制定憲法，建立了聯邦共和
國。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剛獨立時只是小城市，但自從 Sarmiento 的歐洲化、現代
化的政策實施後，吸引了許多義大利、西班牙的移民，成為中南美最歐洲化的城市。
抵達後展開城市觀光。參觀頗有歐洲風情的小巴黎市區建設，歌劇院 Theatro Colon、
國會廣場、忠烈祠、市政廳、使館區、紀念阿根廷獨立的七月九日大道路寬 140 公尺，
是世界最寬馬路（超過 16 線道）
，挺立于路中央的方尖石碑，是布宜諾賽勒斯設市四
百年紀念碑。五月廣場周圍歐式建築透露阿根廷與西班牙淵源，粉紅色的總統府代表
政黨妥協。瑞蒄雷塔區 Recoleta 彷佛從巴黎抽離的土地，貴族墓園裏最著名居民是
第一夫人艾薇坦 Evita。舊港口區 La Boca 鐵皮屋的色彩最喧嘩，就在喧嘩間誕生了
動人的探戈樂舞。午後專車往布宜諾艾利斯附近的「第格裏 Tigre 三角洲」(遊船 1 小
時)，沿岸欣賞高級住宅區，河邊秀麗風光。晚上，品嚐高秋族 Gaochu 式烤牛羊豊盛
晚宴。
住宿：Sheraton BS.AS & Convention Center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ESTANCIA SANTA SUSANA

晚餐：TANGO PORTENO

第 7 天 布宜諾斯 艾利斯
上午前往有南美穀倉之稱的「彭巴草原」，探訪仍保留
著早期西班牙殖民傳統生活方式的（高喬）農場。安排
不同風格的牛仔風味餐，欣賞 FIESTA GAUCHA 牛郎傳
統土風舞表演。餐後在草原上觀賞技術精湛的牛仔，策
馬飛馳。阿根廷_彭巴草原農場 Argentina_素有南美穀
倉之稱的「彭巴草原」，探訪仍保留著早期西班牙殖民
傳統生活方式的高丘農場,也是阿根廷的糧倉，東邊靠
海的氣候較溼潤，西南邊較乾燥。這裡是許多海灘渡假勝地的所在處。由於人們的濫
殺與牛群的入侵，使得原產於彭巴斯草原的原駝日益減少。鳥的種類多，他們多棲息
於河岸邊和低濕地。農場內有馬術表演及坐馬車遊園及個人騎馬遊園令人開心嘗新暢
懷並在此享用美味燒烤午餐。午後前往全阿根廷最熱鬧的行人徒步區"佛羅里達街"您
可自由的在此處任意逛逛，享受風味與北半球不同的南美洲。
晚上特別安排欣賞著名的阿根廷國粹「探戈舞」，並品嚐阿根廷著名牛排晚餐及葡萄
酒。充分代表阿根廷的探戈舞，是當時海員與碼頭酒女所發生的愛戀綺情，透過腳步
複雜的勾搭，傳達曖昧的男女之情，發展至今，已成為國際知名社交舞，在此您可觀
賞到最道地、最華麗、最專業的探戈舞，絕對是來阿根廷不可錯過的節目，結束後返
回旅館休息。
住宿：Sheraton BS.AS & Convention Center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午餐： 花園中式料理

晚餐： GOURMET PORTENO

第 8 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聖地牙哥 Santiago (智利)
AR8207 AEP/SCL 1045 / 1300

上午搭機飛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Santiago』
。
『聖地牙哥』東倚安地斯山脈、西靠海
岸山脈之中央肥沃谷地，曾數度遭受地震災難，因此發展緩慢；1818 年脫離西班牙殖
民獨立之後，成為共和國首都。19 世紀，在城市附近地區發現蘊藏量豐富的銅礦後，
才促進了當地經濟迅速發展，一躍成為南美第四大城。於聖地牙哥可清楚看到終年積
雪的安地斯山，處處可見十七、八世紀西班牙式建築，是一個充滿古都情調的城市。
住宿：聖地牙哥 Sheraton Santiago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第9天

午餐 :中式料理

晚餐 :智利式晚餐+歌舞表演

聖地牙哥－（酒莊品酒）外港瓦帕拉衣索－聖地牙哥
遊覽聖地牙哥的兩大列港也是首都西北邊的渡假勝地。維約得馬綿長的海岸線交織輕
柔的白沙灘，遊人如織；再遊覽被譽為「南太平洋上的珍珠」、在 2003 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法耳巴拉索，此兩城是智利及全世界富人的最愛，
並參觀來自復活節島上的“雕像“、海軍總部等。法耳巴拉索是智利的第二大城，而
且是智利的立法首都（所以他們的立法院在這裡，而不是在聖地牙哥）
。再加上北邊海
灣另一頭的『維尼亞得馬 Vina del Mar』，西班牙文直譯為“海的葡萄園”之意），整
個大都會區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口。再怎麼說，也是智利在聖地牙哥外最重要的城市。

再加上港灣地形良好，不但是智利最重要，也許甚至是南美洲在太平洋岸最重要的港
口。『智利第二大城及第一大港』的法耳巴拉索，甚可稱『南美洲的舊金山』（因為它
也是建在一些陡坡上的港都）。
住宿：聖地牙哥 Sheraton Santiago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第 10 天

午餐：西式午餐

晚餐：中西式自助餐

聖地牙哥/里約 熱內盧 /杜拜
LA8125

SCL/GIG 1644 /2054

EK248

GIG/DXB

0205 /2305

早餐後，展開市區巡禮，觀光摩尼達宮(總統府)，其莊嚴的建築但顯得平易近人；中央廣場
上的新舊建築，展現著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歲月痕跡，現在廣場附近有許多政府機構，而西側
的聖法西斯大教堂，建於 18 世紀，內部巴洛克式裝飾莊嚴華麗，是智利全國最大的教堂；並
登上克利斯多山丘，俯瞰全市風光。下午前往機場搭乘航班至里約熱內盧轉機。並於凌晨搭
乘阿聯酋航空波音 777 型豪華客機飛航杜拜，由於時差的關係於同日 23:05 飛抵杜拜機場，
住宿：Jumeirah Creekside Hotel 或同等級飯店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第 11 天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機上餐盒或餐費

杜拜
早餐後展開探索杜拜，前往杜拜市區觀光：參觀有 150 多
年歷史，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的杜拜博物館，館內可看到
從苦至今的歷史遺跡，從而對杜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了
解。然後搭乘傳統水上的士『ARBA』，跨過將都市分為兩
部分的鹹水河灣，親身感受這城市的獨特氣息，更可欣賞
兩岸之現代化建築。隨後帶您前往「黃金市集」
、
「香料市
集」
，是體驗當地風情最佳去處。途中參觀由古代阿拉伯商人運用泥建造而成並設有降
溫風塔的風塔大泥屋。下午前往參觀取代台北 101 和成為現今世界最高樓─卡利發
塔，並進入號稱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 Emirates Mall 參觀。您可在購物中心內看到偌
大的水族館及館內滑雪場，之後前往在太空上都可以看到的人工島─棕櫚島，並參觀
在島上的亞特蘭提斯酒店。
晚上安排在名聞遐邇的豪華頂級 7 星級阿拉伯帆船飯店使用自助晚餐。在晚餐之前與
用餐之後您可以自由在酒店和帆船飯店裡參觀及體驗是體驗七星級海天相連的宜人景
色。晚餐特別安排於飯店內享用自助餐，餐廳裡華麗的裝潢，精緻的餐具，讓您沉浸
於世界頂級旅館中，優質的服務與奢華的享受，在這人生必訪之處，回憶永駐！
住宿： 機上
早餐： 當地酒店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帆船飯店 Al Iwan

第 12 天 杜拜 / 台北 EK366 DXB/TPE 0405 / 1640
於杜拜時間約 3 時左右準備搭乘阿聯酋航空波音 777 型豪華客機直飛台北，而於台灣
時間下午 16:40 飛抵達台北桃園機場後，返回各自溫暖的家。餐膳：於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