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閃亮推介

『匠心獨運的日程安排』
用心規劃每站行程，由低海拔慢慢攀升，
讓您以最佳狀態走進一系列秘境之中。

『聖瑪爾塔』
深入里約熱內盧人民聚居地，了解當地
最純樸的民生及人民風情，並拍照留念。

『感受年度森巴狂熱』
走進巴西嘉年華工作坊，率先一睹里約嘉
年華巡遊花車：親歷其中，學習森巴舞蹈
及樂器，一嘗扮演巴西嘉年華角色，溶入
年度盛會狂熱氣氛。

『世界三大瀑布』伊瓜蘇大瀑布
乘直昇機及橡皮艇，以不同角度欣賞大
瀑布壯麗景致。

『天空之城』馬丘比丘
乘坐高原火車前往失落的古印加帝國遺
址，探索它的神秘面紗。

『神聖谷地的印加古鎮』烏魯班巴
參觀琴切羅古老染布坊、莫蕾梯田及馬
拉斯鹽田，飽覽令人驚嘆的古印加山城
遺址。並於海拔較低的聖谷住宿兩晚，
以作適應。

『安第斯風情』全接觸
到訪獨特巫師市集，購買稀奇古怪玻利
維亞特產；踏步於近似月球表面的月亮
谷，一睹石林風光。

『天空之鏡』烏尤尼鹽湖
浩瀚鹽湖平靜如鏡，映照著無邊天空，
構成天地合一的奇景;炫目屏息，展開
踏上天際的奇幻旅程。

『日出、日落、夜空觀星』變化萬千
安排多次到訪鹽湖，感受『天空之鏡』
不同時份的獨特景致。

16天 南美三國
《飛瀑 ‧ 迷城 ‧ 天湖》舞動森巴 FUN

巴西：里約熱內盧、伊瓜蘇大瀑布 
秘魯：利馬、庫斯科、琴切羅、烏魯班巴、馬丘比丘古城 
玻利維亞：拉巴斯、烏尤尼、鹽湖 (天空之鏡)

暢遊

南美主題旅遊

節慶．秘境系列

精心規劃，看得見的用心，出發吧......

Tour Code : SARA1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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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香港 
Hong Kong

里約熱內盧(巴西)
Rio de Janiero (Brazil)

出發前一晚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
下，乘坐阿聯酋航空經杜拜轉機飛往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
航機抵達後，專車送返酒店及晚餐。

Belmond Copacabana Palace或JW Marriott酒店或同級

第2天

里約熱內盧~耶穌山~聖瑪爾塔~巴西嘉年華
(工作坊)全接觸-森巴舞表演~ 寶石展示館
Rio de Janiero ~ Corcovado ~ Santa Marta ~ Carnival 
Experience - Sumba Show~ Gem Stone Museum

早餐後，遊覽耶穌山。及後前往聖瑪爾塔，並前往參加巴西嘉
年華工作坊。

 耶穌山：為了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而建造，被選為世界
新七大奇跡，現為著名的巴西地標。

I 聖瑪爾塔聚居地：深入里約熱內盧人民的居住地，了解他
們的日常生活及本土風情。色彩繽紛的小屋令人目不暇給。同
時參觀樹立於此的米高積遜銅像。 

 巴西嘉年華(工作坊)全接觸：特別安排前往巴西嘉年華學校
與工作坊，深入了解及參與巴西年度盛事，從音樂、花車、服
飾至舞姿等。

 森巴舞表演：精心安排熱情森巴舞表演，一次過欣賞多種
結合巴西非洲傳統的歌舞表演，激情舞姿，充滿動感。

 寶石展示館：除了可欣賞私人碧璽的收藏和各種寶石外，
還可參觀原寶石經打磨後變成燦爛奪目珍品的過程。

Belmond Copacabana Palace或JW Marriott酒店或同級

巴西嘉年華(工作坊)全接觸

每年二、三月所舉辦的巴西嘉年華，重頭戲的森巴花車遊行每年都吸
引上百萬人前來朝聖，所有人都拋開束縛盡情狂歡一天。

這場盛大的嘉年華，由12隊森巴舞學校組成的遊行表演，吸引著全世
界的目光，這些森巴舞學校的學員與社區居民往往花上一整年的心力
進行練習與準備，從主題、作曲填詞、編舞排練，到製作服裝與花車
布置等，全都一手包辦，目的就是為了在最後一天能擠身前六名的跨
日冠軍遊行，將最好的一面展 現給全世界。

格蘭德.里約 ( Grande rio ) 森巴工作坊是巴西最頂級的森巴舞學校之
一，特別安排參觀『巴西嘉年華工作坊』，一嘗學習森巴舞，還可了
解森巴舞的歷史來源、迷人服飾和狂歡節花車等精彩環節，更可參與
其中，從樂器到服飾，感受非一般的森巴狂熱FUN！

第3天

里約熱內盧~ 直昇機觀光 ~
糖麵包山
Rio de Janiero ~ Scenic Helicopter 
Ride~ Sugar Loaf 

伊瓜蘇大瀑布
Iguassu Falls

早餐後，遊覽市內名勝。及後前往機場乘坐客機飛往伊瓜蘇大
瀑布。

直昇機觀光：悉心安排乘坐觀光直昇機，高空俯瞰里約市風光。

 糖麵包山：聳立在里約熱內盧市內，高度395公尺，屬花
崗岩結構。乘登山吊車登上山頂，飽覽里約市迷人風光及著名 
Copacabana 海岸。

Belmond Das Cataratas 酒店或同級

第4天 伊瓜蘇大瀑布~直昇機觀賞大瀑布~馬古高森林之旅
Iguassu Falls ~ Helicopter Tour ~ Macuco Safari

早餐後，安排乘坐直昇機觀賞大瀑布，稍後參加動感刺激的馬
古高森林之旅。

 直昇機觀賞大瀑布：特別安排從高空俯瞰氣勢磅礡的伊瓜
蘇大瀑布，感觀震撼，嘆為觀止!

 馬古高森林之旅：乘坐開薘觀光車及搭乘橡皮快艇駛向瀑
布奔流處，與瀑布零距離接觸!

Belmond Das Cataratas 酒店或同級

伊瓜蘇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寬的瀑布，位於阿根廷與巴西邊界上，伊瓜

蘇河與巴拉那河合流點上游23千米處，高82米，寬4千米，平均落差

75米，平均流量1751立方米/秒。198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自然遺產。

整個瀑布群呈馬蹄形狀，巨流傾瀉而下，氣勢磅礴，轟轟瀑聲25公里

外都可以聽見。它的神奇在於從不同角度可以發現不同的美，讓世界

各地的遊客在壯觀的美景中感受自然的魅力。

伊瓜蘇瀑布與眾不同之處在於觀賞點多。從不同地點、不同方向、不

同高度，看到的景象不同。瀑布分布於峽谷兩邊，阿根廷與巴西就以

此峽谷為界，在阿根廷和巴西觀賞到的瀑布景色也截然不同。2011年

11月12日「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觀」公布，伊瓜蘇大瀑布榜上有名。

由於航班起飛時間為凌晨，因此集合時間為出發前一天晚上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早 --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自理/航機上 巴西國菜黑豆燉肉 巴西BBQ 當地餐廳

晚 酒店餐廳 海鮮自助餐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巴西       ~  BBQ特色燒烤、海鮮自助餐、國菜黑豆燉肉

秘魯       ~  全球50佳餐廳、特色秘魯菜、

                 民族歌舞連晚餐

玻利維亞 ~  Gustu-5 Step Menu

• 里約熱內盧入住Copacabana海灘Copacabana Palace
• 伊瓜蘇瀑布公園入住園內5星級Belmond Hotel Das 

Cataratas
• 烏魯班巴河谷入住2晚Tambo Del Inka Resort & Spa

渡假村，烏魯班巴唯一擁有自家火車站前往馬丘比丘
• 利馬、庫斯科住宿豪華5星級JW Marriott
• 拉巴斯入住當地最豪華Casa Grande或Atix Hotel
• 烏尤尼入住2晚鹽酒店，以鹽作傢俱，別具特色

極致享受 精選美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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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 烏魯班巴
Urubamba

馬丘比丘古城
Machu Picchu

烏魯班巴
Urubamba

早餐後，乘坐印加高原火車前往馬丘比丘古城。遊畢返回烏魯 
班巴。

 馬丘比丘古城：秘魯著名印加帝國的遺跡，整個遺址高聳 
在海拔2,350-2,430米的山脊上，俯瞰著烏魯班巴河谷，也
是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遺跡由約140個建築物組成，包括廟
宇、避難所、公園及居住區。古城由於位置獨特，於1911年
才被發現，至於因何建造，何時建造而至為何被遺棄於高原 
叢林中迄今仍是個神秘之迷。

Tambo del Inka Resort & Spa 酒店或同級

馬丘比丘：從印加滅國後一直沉睡，直至到美國探險家海勒姆賓厄姆 

(Hiram Bingham) 於1911年意外發現這個古城，才把這個失落的古

城-馬丘比丘喚醒。

位於秘魯的安地斯山脈(Andes)之中的馬丘比丘(MachuPicchu)，是

印加帝國 (Incan Empire) 的遺蹟。這座古城坐落於海拔2,430公尺的

山脊上，四周群山環抱。由於地勢險要，加上破地而起屹立在烏魯班

巴(Urubamba)河谷之上，因此有著「天空之城」之稱。

馬丘比丘是印加帝國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學者稱為「失落的印加城

市」。它是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同時也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

界遺產保護區。很多人前往秘魯，無非是為了要親眼觀賞這座大有名

氣和無比壯觀的古蹟。

第5天

伊瓜蘇大瀑布~魔鬼咽喉~ 
伊太布水壩~伊瓜蘇鳥園
Iguassu Falls ~ Devil’s Throat ~  
Itaipu Dam ~ Bird Park

利馬(秘魯)
Lima(Peru)

早餐後，遊覽伊瓜蘇大瀑布、伊太布水壩及鳥園。遊畢前往機
場，乘坐客機飛往秘魯~里馬。抵達後，送返酒店休息。

魔鬼咽喉：漫步於瀑布觀景區，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伊太布水壩：位於巴拉那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 
站，由巴西與巴拉圭共建。主要用於防洪、灌溉及發電。

I 伊瓜蘇鳥園：南美洲最大的鳥園之一。園內共有180不同
品種的鳥類，更可觀賞巴西的國寶鳥Tucan大嘴鳥。

JW Marriott(海景房)酒店或同級

第6天 利馬~市內觀光~黃金博物館
Lima ~ City Tour ~ Gold Museum

早餐後，遊覽市內名勝及黃金博物館。

利馬：秘魯的首都，曾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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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然令遊客讚嘆不已，被旅遊
界譽為「南美洲最具觀光價值的國家」。

I阿瑪斯廣場：利馬的發源地。法蘭西斯克·皮薩羅於1535
年 在這裡建立利馬，也因此成為市內歷史最悠久的廣場。

 黃金博物館：館內集中了具有科學研究價值的印加黃金製
品，石器製品，還有木乃伊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JW Marriott(海景房)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利馬
Lima

庫斯科~聖谷~琴切羅染布房工作坊~
烏魯班巴
Cusco ~ Sacred Valley ~ Chincheros Workshop ~ 
Urubamba

早餐後，前往利馬機場乘坐客機飛往庫斯科。抵達後，前往聖
谷遊覽印加古鎮~琴切羅。遊畢前往烏魯班巴。

琴切羅：印加文明是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琴切羅是以古老的農
產品市集而聞名。

 古老印加染布工作坊：一睹羊駝毛清洗、染色及紡織技 
術，並可選購傳統手工藝品。

Tambo Del Inka Resort & Spa 酒店或同級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第8天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晚 當地餐廳 全球50佳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精心安排鹽湖酒店
烏尤尼鹽湖有三間較適合旅行團的鹽磚酒
店，無論是牆壁或是傢俱，均由來自天空之
鏡的鹽磚打造而成。Luna Salada、Palacio 
de Sal 及 Cristall Samana 三間鹽酒店各有
風格，別具特色。但由於地域及條件所限，
鹽酒店並非豪華之列。

尊貴四驅車體驗
於烏尤尼高原沙漠地區，四驅車是
唯一的交通工具。尊賞假期保證
2-3人一車，每位乘客均擁有獨立窗
戶，方便拍攝及欣賞高原鹽湖美景
(其他旅行社只安排4-6人一車)。在
晨曦中、日落前、星空下，與至親
感受最動容一刻。

Sunset Cocktail
日落黃昏，精心安排美酒
及小食佐以天湖色彩變幻
日落美景，此情此刻，畢
生難忘。

尊
賞
禮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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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天

烏魯班巴~莫蕾梯田~馬拉斯鹽田~庫斯科~兵器廣場~
庫斯科主教座堂
Urubamba ~ Moray Terrace ~ Maras Salt Mines ~ Cusco ~ 
Plaza de Armas ~ Cusco Cathedral

早餐後，前往「聖谷」地區的莫蕾梯田及馬拉斯鹽田遊覽。遊
畢，前往庫斯科，遊覽市內名勝。

I莫蕾梯田：印加帝國農業的實驗室，梯田建造出圓形階梯來
培植出不同品種的馬鈴薯和玉米，了解古印加人耕種的智慧。 

I 馬拉斯鹽田：印加帝國時期就以出產鹽而興盛，由古至今
世代相傳，以天然方法製鹽。 

 庫斯科主教座堂：於1559開始施工，興建時間幾乎用了
100年，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歌德式建築。教堂主祭壇以堅實的
銀建造，欣賞到精湛雕刻工藝及豐富的美麗畫作。 

I 兵器廣場：位於市中心，也曾是印加帝國時期舉行慶典的
場所。廣場旁的主教堂於1654年建成，建造工程幾乎長達百
年。整個建築群占地3956平方米，為庫斯科歷史中心 最重要
的宗教古蹟。

JW Marriott酒店或同級

第10天

庫斯科~聖水神殿~
薩克塞瓦曼城堡
Cusco~ Tambomacny ~ 
Sacsayhuaman

烏尤尼(玻利維亞)
Uyuni (Bolivia)

早餐後，遊覽市內名勝。及後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客機經
南美城市轉機飛往玻利維亞烏尤尼。抵達後，專車送返酒店。 
聖水神殿：位於海拔4000公尺的神殿，有一道終年不息的
清泉，相傳是印加族人祭祀前的淨身的聖水，甚至是印加人用
作治病的神水。 

薩克塞瓦曼城堡：馬丘比丘以外極大及壯觀的印加遺址。在
遺址上殘留下來的大石是歷史學家在庫斯科和周邊地區見過的
最大石頭，石頭約300噸重。 
Luna Salada或Palacio de Sal或Cristall Samana酒店或同級
(註：鹽湖酒店房間供應緊張，經常客滿，如未能入住，將改為住宿於烏尤尼市
內酒店。)

第11天

烏尤尼~日出之旅~仙人掌島~圖努帕火山鹽湖之旅 
(黃昏日落、晚上觀星)
Uyuni ~ Sunrise Tour ~ Isla Incahuasi ~ Tunupa Volcano ~ 
Salar de Uyuni Tour (Salt Flat Sunset viewing, Stargazing)

清晨時份，可隨導遊出發前往鹽湖欣賞日出的銀白世界。早餐於
酒店後，安排時間給予團友於鹽湖盡情拍照，拍下難忘美景。及
後前往仙人掌島及圖努帕火山。

I 仙人掌島：旱季期前往，仙人掌島位於烏尤尼鹽湖的中 
心，整個島上長滿了既多且高的仙人掌，大都有2-3米高，有
的甚至高逾10米。

I 圖努帕火山：屹立在鹽湖北面的一座睡火山，海拔高度為
5,321米。

I 烏尤尼鹽湖：世界上最大的鹽湖。雨季時，大片的鹽晶體
於雨後產生反射，平靜的湖面反射著天空景色，呈現出如天地
合一的倒影，就是聞名的「天空之鏡」。如天氣情況許可，安
排於鹽湖觀賞日落美景及晚上觀星。
Luna Salada或Palacio de Sal或Cristall Samana酒店或同級

(註：鹽湖酒店房間供應緊張，經常客滿，如未能入住，將改為住宿於烏尤尼市
內酒店。)

(註：鹽湖如因天氣情況無法觀賞日出，本公司將不作任何補償。烏尤尼鹽湖1-3
月為雨季，如降雨量太大以致鹽湖水位高漲，因積水過深及路況過於危險而不能
進入仙人掌島及各湖泊參觀，為確保安全，本公司將取消行程。另如遇降雨期
間，鹽湖上的行車時間將會較長，導遊及領隊將嚴判當日氣候及路況而以安全為
前提彈性安排行程。)

(註：天空之鏡是天然現象，如因天氣情況第11天無法觀賞，將於第12天早上補
回。若最終未能觀賞，本公司將不作任何補償。)

第9天 第10天 第11天 第12天 第13天 第14天 第15-16天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輕便早餐盒 自理/航機上

午 特色秘魯菜 當地餐廳           輕便午餐 輕便午餐 Gustu–5 step Menu 自理/航機上 --

晚 民族歌舞連晚餐          輕便晚餐盒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自理/航機上 --

天空之鏡：本名為烏尤尼鹽湖(Salar de Uyuni)，是世界最大的鹽湖，

面積達10,582平方公里，位於海拔3,700公尺的山區，本是一片荒

漠之地，以前只有採鹽者才到，後來卻因一個個鹽堆形成獨特風景，

還有雨後地上積水倒映天空的奇妙畫面，吸引世人的目光，逐成為遊

客首選的人間天堂。玻利維亞是南美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卻因為

一面「天空之鏡」成為全球人心目中的聖地；在雨季有水的時候，雨

水會在鹽面形成薄薄的一層的水面，人和車都可以在上面走動。湖面

的面積大，大幅平地上的鹽晶體在雨後產生反射，形成天地合一的倒

影，一直伸延至天際，這也是 「天空之鏡」的名字由來。

第12天 烏尤尼~火車墳場~科查尼 
Uyuni ~ Train Cemetery ~ Colchani 

拉巴斯 
La Paz

早餐後，乘吉普車遊覽火車墳場及科查尼。隨後前往機場乘坐
客機飛往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抵達後，專車送返酒店休息。

 火車墳場：放置著昔日西班牙殖民時期用來運送礦產到智
利的荒廢火車。

 科查尼：小鎮內的居民世代以製鹽維生，村民利用鹽製作
手藝品。參觀小鎮的古法製鹽廠及鹽博物館。

Atix或Casa Grande酒店或同級

第13天
拉巴斯(玻利維亞)~月亮谷~纜車觀光~巫師市場 
La Paz ~ Moon valley~Cable Car Ride~ Handicraftand 
Witches Market

早餐後，展開市內觀光行程。

拉巴斯：世界最高海拔的首都，保留著濃厚的印第安傳統與風
俗，街上隨處可見穿著傳統服裝的印第安婦女。而當地宗教慶
典儀式很多，不時都有人敲鑼打鼓在街上遊行。

月亮谷：屬於起源於冰川的沙石地形，經過久遠的年代，
地表在風吹雨打之下，形成了現在的奇特地貌，乾涸的土地和
凹凸不平的地勢令人恍若置身月球表面，因而得名，也因此成
為玻利維亞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拉巴斯(纜車觀光)：搭乘世界最長的纜車，瀏覽新舊交陳的
大都市。 
I巫師市場：大大小小的攤位和沿街的小店舖裡販賣各式各
樣的巫術及祈福用具的街頭市場，可見售賣駱馬胚胎，據說是
當建新屋時埋在地下辟邪用，還有地道手工藝品小商店。

Atix或Casa Grande酒店或同級

第14天 拉巴斯
Sao Paolo

聖保羅 
Sao Paolo

早上專車前往機場乘坐客機經南美城市轉機飛往聖保羅。

第15/16天 聖保羅
Sao Paolo

杜拜 
Dubai

香港
Hong Kong

航機抵達聖保羅後，轉乘坐阿聯酋航空經杜拜轉機飛返香港。
航機於第16天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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