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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經經典典南南美美五五國國探探勝勝之之旅旅 2222 日日  

((祕祕魯魯  玻玻利利維維亞亞  智智利利  巴巴西西  阿阿根根廷廷)) 
 

神秘的南美有著阿根廷的奔放、巴西的熱情、智利的驚艷、祕魯的神秘及玻利維亞的百媚千

嬌。或許，你曾經考慮浪遊南美，卻因種種疑慮而卻步，現在，請跟著晴天旅遊，您一定會瘋

狂地愛上南美，迷戀上這塊土地，她是全世界旅人們一生必遊之地，您怎麼可以缺席！.... 南
美，歡迎您，Bienvenidos !  

 

祕魯，神秘印加文明的發源地，如此地跌宕多姿又百媚千嬌，她是全世界旅人們一生必遊之

地，您怎麼可以缺席！ 
烏尤尼鹽湖，不管如何稱呼這片面積達 10,582 平方公里、世界最大的大鹽沼，Salar de 
Uyuni（烏尤尼鹽湖或烏尤尼鹽沼）已被全世界的旅人認定為「人生必遊」的旅行目的地。 
 
【行程特色】 

 利馬  舊城中心的中央廣場、聖法蘭西斯科教堂及黃金博物館皆充滿西班牙風情。 

 帕拉卡斯  太平洋海岸著名的旅遊勝地，我們在此觀賞奇特的巴雷塔斯島自然景觀及矗

立於海岸的巨大三叉戟燭台。 

 納斯卡  地球表面上的無與倫比的巨大圖騰，彷彿是上帝塗鴉，其形成的原因至今仍舊

是難解的謎團。晴天特別安排您搭機鳥瞰神奇的納斯卡線。 

 帕拉卡斯  太平洋海岸著名的旅遊勝地，我們在此觀賞奇特的巴雷塔斯島自然景觀及矗

立於海岸的巨大三叉戟燭台。 

 庫斯科  南美古印加帝國的首都，古蹟俯拾即是，巨大堅固而華麗的石牆隨處可見；我

們還順道造訪沙塞瓦曼巨石城堡遺跡。 

 神聖谷  孕育偉大印加文化的地方，走訪印加傳奇發源地歐蘭塔特波。 

 馬丘比丘  新世界七大奇景，一座藏身在安地斯山脈叢林的印加古城，環抱群山峻嶺。

我們在此尋找失落的文明，這座「消失的城市」之謎至今無人能解，。 

 的的喀喀湖  安地斯山上的高原湖泊，乘船參觀烏洛族蘆葦編織而成的浮島，深入體驗

原住民生活。 

 烏尤尼鹽湖  世界上最大的鹽湖更是世界上最大的鏡子，面積相當於 1/3 台灣大小，美

到旱季，乾枯的整片湖面變的堅硬無比，只看見一望無際的平原，彷彿雪地般令人目眩

神迷，置身其中更是難以分辨方向。 

 聖地牙哥 濃濃西班牙風的南美第四大城，可清楚看到終年積雪的安地斯山。 

 里約熱內盧 基督像列入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而 2016 年的奧運會更是在此城舉辦。 

 森巴舞秀 勁歌熱舞、爭奇鬥豔，體會巴西的狂放熱力。 

 伊瓜蘇瀑布 特別安排搭船到瀑布底下遊覽，領略氣勢磅礡的魔鬼咽喉之壯觀奇景。 

 伊太普水庫 世界最大的發電廠，行車壩頂，更可親身體會此工程之雄偉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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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宜諾斯艾利斯 有「南美的巴黎」之稱，並遊船於老虎三角洲，欣賞水上人家。 

 探戈舞 聞名世界、熱情精彩的探戈舞表演，充份體會一下拉丁情調的浪漫熱情。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7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祕魯的利馬古城區、納斯卡線、庫斯科古城、馬丘

比丘；巴西的里約、伊瓜蘇瀑布；阿根廷的伊瓜蘇瀑布。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10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祕魯的馬丘比丘

（3）、納斯卡線（420）、科卡峽谷（481）；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湖（23）；阿根廷

的伊瓜蘇瀑布（8）、波卡區（407）；巴西的伊瓜蘇瀑布（8）、麵包山（472）、基督

像（170）、伊帕內瑪海灘（440） 

 
第01天 台灣洛杉磯 Los Angeles【美國】利馬 Lima【秘魯】 

BR-012 1920/1450【飛行時間 11 時 30 分】；LA-601 2035/0755+1【飛行時間 8 時 20 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美國洛杉磯，由於時差關係，班機於隔日早上抵達。 
晚餐：機上用餐 

 
第02天 利馬 

今日早上抵達利馬。利馬被西班牙人稱為皇帝的城市，利馬分為舊城區及新城區，舊城區四

處都保留殖民地時期的特式建築，街道井井有條，充滿歐陸風情。抵達後進行利馬的市區觀

光，走訪利馬舊城【UNESCO,1988】中心的▲中央廣場，廣場四周有★大教堂、▲總統府和

▲市政府等。接著漫步穿越幾處街道，轉往最具西班牙的建築風格特色的★聖法蘭西斯科教

堂。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Sheraton Lima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5* 或 同級 

 
第03天 利馬－帕拉卡斯 Paracas  

(行車：271 公里，4 小時) 
隨後沿著遼闊的沙漠海岸泛美公路(泛美公路是貫穿整個美洲大陸的公路系統。北起阿拉斯

加，南至火地島，全長約 48000 公里，骨幹自美國阿拉斯加的費爾班克斯至智利的蒙特港，

將近 26000 公里)，沿著這美洲最長公路南下，欣賞著周邊南祕魯的風貌，抵達位於伊卡省境

內祕魯太平洋海岸著名的渡假勝地帕拉卡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Aranwa Paracas Hotel 5* 或 同級 

 
第04天 帕拉卡斯納斯卡線 Nazca Lines帕拉卡斯－花卡奇納 Huacachina－帕拉卡斯 

 (行車：150 公里，2.5 小時) 
今日上午搭乘★觀景飛機，從空中觀賞納斯卡線【UESCO,1994】大地畫，在這一片廣大的沙

漠，約有 350 平方公里範圍的大沙地上，畫著許多種不同的圖案：直線、幾何圖形、動物和

植物的圖案。這些圖案非常的巨大，大到人行走在地面時，根本感覺不出地面上有圖畫，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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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從空中觀察，才能欣賞這奇異的圖騰。隨後專車前往天然的沙漠綠洲湖泊▲花卡奇納，

欣賞沙丘與沙漠中的淡水湖，湖的四周是一座約 150 公尺高的沙山，是祕魯最有名的滑沙山。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Aranwa Paracas Hotel 5* 或 同級 

 
第05天 帕拉卡斯－巴雷塔斯島 Ballestas－巴蘭科 Barranco－利馬 

(行車：271 公里，4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巴雷塔斯島，抵達後搭船到外海★巴雷塔斯島，觀察壯觀奇特的島嶼生態。

島上棲息著許多瀕臨滅絕的海洋動物和鳥類，其中尤以為數眾多的海豹最為壯觀。島嶼高處

堪稱海鳥的天堂，為數不少的黑白兩色的海鳥在此棲息。接著還要觀看位於海灣附近的巨大

三叉戟圖案▲燭台，其形狀像蠟燭台，也有些仙人掌樹，看上去就像外星人著陸的航道。隨

後參觀收集大量印加時代金銀寶石加工品的★黃金博物館，該博物館全名為「祕魯黃金製品

和世界兵器博物館」，創建於 1966 年，收藏有印加時代的金銀寶石加工品，對瞭解祕魯歷史

上著名的莫奇卡、奇穆和納斯卡文化，有很大的助益，而其藝術價值更是不可言喻。接著前

往位在利馬市中心舊城南方 12 公里的▲巴蘭科區，充滿浪漫殖民地風情，在此可以看到許多

昔日西班牙殖民時期的輝煌建築，充滿精心打造色彩繽紛的花園和小店。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Sheraton Lima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5 *或 同級 

 
第06天 利馬庫斯科 Cuzco 

LA-2027 0945/1120【飛行時間 1 時 35 分】 
今日早起後後搭機飛往庫斯科【UNESCO,1983】為全世界最高城市之一，也是目前有人居住

最古老的全美洲城市，更是古印加人的帝都，在印地安語中 Cusco 意為「大地之臍」即為世

界的中心。因整座城內及周圍存在大量古蹟及遺址，因此庫斯科更有「南美羅馬」的美稱，

空氣中飄散著印加帝國的神秘氣氛。抵達後進行市區觀光，參觀▲中央廣場，這是古印加帝

國中心舉行宗教及軍事典禮的地方，而廣場的四周就被殖民時期的建築所包圍，包括▲大主

教堂、▲拉康帕尼亞教堂。續走訪印加大石文化的印加古牆，欣賞著名的▲十二角石及▲美

洲豹牆石。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Novotel Cuzco 4* 或 同級 

 
第07天 庫斯科－神聖谷 Sacred Valley－皮薩克 Pisac－歐蘭塔特波 Ollantay Tambo－熱水鎮 Agua 

Caliente(馬丘比丘山腳下小鎮) 
 (行車：142 公里，3 小時)；(火車 1900/2045，行駛 1 小時 45 分) 
今日前往孕育偉大印加文化的的神聖谷，印加人的河流之母──▲烏魯班巴河穿梭在群山萬

壑間。走訪★皮薩克考古遺址，印入眼簾的是印加時前用來耕種的梯田景觀，一片經歷過大

大小小戰役的印加堡壘，這些皮薩克複合式建築群在印加帝國時期，是專門用來抵禦東邊雨

林王國勢力的軍事堡壘，保護聖谷地不受其他部族的侵擾。接著有機會造訪▲皮薩克市集，

充滿鮮豔色彩的傳統市集，吃的、喝的、穿的、用得什麼都有，玲郎滿目的商品，如想帶個

充滿印加味道的祕魯紀念品回家，絕對不能錯過皮薩克。沿著烏魯班巴河來到印加傳奇發源

地★歐蘭塔特波，在此體驗一段印加古道，沿著修建在層層疊疊梯田間的陡峭石階(360 階)
直上，就可登上遺址，原來祕魯讓人驚奇的不只是馬丘比丘，神聖谷中的歐蘭塔特波亦有其

可觀之處。傍晚於烏魯班巴搭火車前往馬丘比丘，夜宿馬丘比丘山腳下山城熱水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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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atun Inti 3* 或 同級 

 
第08天 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庫斯科  

 (火車：110 公里，3 小時) 
一大早乘小巴士走長達八公里的鋸齒道路，歷時約 25 分鐘即可登上位於山頂的★馬丘比丘古

城【UNESCO,1983 文化自然雙重遺產】。今天將在被稱為「失落之城」的古印加帝國遺址進行

全日參觀。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 印加語意為”古老的山頭”。城區被廣場分隔為上城區和

下城區：上城聚集了許多寺廟、祭壇和貴族宅第；下城區為倉庫和一般百姓住所。進入古城

之後，可前往城南高點▲展望台上眺望美麗的峽谷風景，並參觀座落於斷崖絕壁上的▲日拴

石、▲太陽神殿、▲神鷹廟、▲三窗廟等精巧的巨石建築及梯田。智利詩人 巴勃羅·聶魯達在

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造訪馬丘比丘後寫下的長詩《馬丘比丘之巔》中寫道：「我看見石砌的

古老建築物鑲嵌在青翠的安地斯高峰之間。激流自風雨侵蝕了幾百年的城堡奔騰下泄。在這

崎嶇的高地，在這輝煌的廢墟，我尋到能續寫詩篇所必需的原則信念。」這裡是宮崎駿所描

繪天空之城的藍圖，更是新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專業的導遊進行講解後，將可自由參觀。下

午乘印加高原火車返回庫斯科。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發放餐費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Novotel Cuzco 4* 或 同級 

 
第09天 庫斯科－拉那雅 La Raya－普諾 Puno 

 (行車：385 公里，5.5 小時) 
一早揮別庫斯科，隨後搭車前往的的喀喀湖畔城市普諾。行車沿途欣賞安地斯山高原風光，

山頭白雪美景和悠行其間的駱馬及羊駝皆是快門的好焦點，也是觀察印加人生活的好機會。

沿途經安地斯山脈公路的最高點▲拉那雅 La Raya(海拔 4335 公尺)，之後景觀開始轉變，綠

色草原變成黃色莽原。下午抵達世界最高湖泊－的的喀喀湖的湖畔城市普諾(海拔 3830 公

尺)。搭遊艇遊覽的的喀喀湖，前往湖中參觀印地安烏洛族以蘆葦編製成的★蘆葦浮島，居住

其上的烏洛島民們依然保有原始而傳統的祕魯生活，並常常單人划著用蘆葦編織成的一種名

叫「托托拉」的小船在水道上出沒，構成了的的喀喀湖上的獨特風貌。目前湖內秘魯側約還

有四十多個浮島，每個島大小不大一樣，小的約住十多人，大的上面還有學校、郵局、商店

等！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Jose Antonio 4* 或 同級 

 
第10天 普諾－拉巴斯 La Paz【玻利維亞】 

(行車：262 公里，5 小時) 
早上越過祕魯與玻利維亞邊界，您驅車穿越邊境進入玻利維亞行政首都-拉巴斯，這裡是所有

國家重要的行政機關都位於此都市，海拔約為 3,829 公尺，是現今世界上最高的首都，街道

上保存許多西班牙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城市人口半數以上屬於印第安原住民，是

整個南美洲印第安住民比率最高的首都。前往參觀▲慕里約廣場 Plaza de Murillo，據說是為

了紀念革命獨立運動中殉教英雄而建的，廣場上聳立著曾經用血換取國家獨立的革命先驅穆

里約的紀念銅像。之後將帶您前往觀景台觀賞拉巴斯城市景觀，接著挑戰號稱★世界上最高、

最長的空中纜車，要至 2019 年才會全數完工的纜車，據說是由玻利維亞政府斥資近 2.5 億美

元委由奧地利公司打造這條讓人驚心動魄的纜車系統，據說原先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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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是為了要解決拉巴斯因盆地地形所產生的交通問題，沒想到卻意外成了國際觀光客的最

愛。這條纜車路線除了可以欣賞到海拔超過 6,000 公尺的安地斯山脈風光之外，也可一覽世

界最高首都拉巴斯的城市景觀。接著將安排您參觀著名的▲巫師市集，在這裡店家除了會販

賣原住民艾伊瑪拉文化相關紀念品之外，也會看到許多巫術道具。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Europa 5* 或 同級 

 
第11天 拉巴斯烏尤尼鎮 Uyuni  

Z8-302 0730/0815【飛行時間 0 時 45 分】 
中午搭機飛往玻利維亞南部小鎮烏尤尼鎮，隨後換乘吉普車前往烏尤尼鹽湖。烏尤尼鹽湖，

位於 3700 公尺的安第斯高山上，是一個乾涸了的鹽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鹽湖，面積達 10582
平方公里，一望無際的白色世界，湖面光滑如鏡，猶如人間仙境，並有「天空之鏡」的美名。

首先，我們將前往鹽湖看夕陽！這個將會是您非常特別的經驗！腳下是一片無邊境的白色鹽

湖，夕陽的光線倒影在湖水上，這樣的美，無法使用言語表達；只能在驚歎中，將美麗的景

觀印在腦海中！▲烏尤尼鹽沼所呈現的絕美夕陽，永生難忘(若天氣許可的話)。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De Sal Luna Salada 4* 或 同級 

 
第12天 烏尤尼鹽湖 Salar De Uyuni拉巴斯 

Z8-305 1445/1535【飛行時間 0 時 50 分】 
今日前驅車橫越烏尤尼鹽湖，來到▲圖努帕 Tunupa 火山，圖努帕火山是玻利維亞的火山，位

於該國西南部烏尤尼鹽沼以北，由奧魯羅省和波托西省負責管轄，屬於安第斯山脈的一部分，

海拔高度 5,432 米。在此可參觀古老的木乃伊以及神聖洞穴。接著健行上山坡的眺望點欣賞

整個鹽湖地區。下午搭機飛往拉巴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Europa 5* 或 同級 

 
第13天 拉巴斯聖地牙哥 Santiago【智利】 

LA-973 0945/1345【飛行時間 3 時 00 分】 
首都聖地牙哥為南美第四大城，處處可見十七、八世紀西班牙式建築，並可清楚看到終年積

雪的安地斯山，是一個充滿古都情調的城市，市區觀光遊覽：首先走訪▲阿瑪斯廣場，又稱

武器廣場，位於聖地牙哥市中心位置。武器廣場的四周彙聚著聖地牙哥城最重要的宗教、政

治和文化機構。廣場西側是全智利規模最大、氣勢磅礴的▲大教堂，北側有▲國家郵政局、

▲歷史博物館和▲聖地牙哥市政廳。隨後走訪▲總統府，智利總統府叫做莫內達宮，西班牙

語裏是貨幣的意思，在智利 19 世紀初擺脫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之前，這裏曾是一家造幣工廠。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Sheraton Santiago 5* 或 同級 

 
第14天 聖地牙哥里約 Rio de Janerio【巴西】 

JJ-8137 1325/1830【飛行時間 4 時 05 分】 
早上走訪▲聖克里斯多瓦山崗眺望聖地牙哥市容，隨後前往機場隨後搭機飛往巴西被譽為世

界三大美麗港都之一的里約熱內盧，巴西人稱里約為「奇妙城」，為巴西最著名的觀光城，其

東有廣闊的瓜那巴拉灣，南有大西洋。里約盤踞其間，上達宏偉的花崗岩山坡，下至寬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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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沙灘，因此造就出依山傍水的天然美景城，班機於傍晚抵達。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JW Marriott Hotel Rio de Janeiro 5* 或 同級 

 
第15天 里約 

(里約市區觀光) 
里約熱內盧為巴西最著名的觀光城，覽美麗的▲伊帕內瑪海灘及▲科帕卡巴納海灘。並前往

參觀世界最大的足球場▲馬拉卡納體育場、天梯造型的▲大教堂、▲二戰紀念碑及▲森巴舞

大道。下午前往參觀造型奇特的★麵包山，經由兩段纜車淩空飛躍山頂，回頭飽覽里約海灘

風光，令人心曠神怡！晚上安排觀賞著名的★森巴舞秀，勁歌熱舞、爭奇鬥豔，體會巴西的

狂放熱力。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巴西窯烤 

住宿：JW Marriott Hotel Rio de Janeiro 5* 或 同級 

 
第16天 里約伊瓜蘇瀑布 Iguazu Falls 

JJ-3187 1600/1810【飛行時間 2 時 10 分】 
今日前往★基督山，搭乘小火車攀上最高峰，山頂有世界最大、總高 38 米的基督雕像張開

雙臂擁抱世人，優美壯闊的里約美景(此景已列入新世界七大奇景)，盡收眼底。基督像於

2007 列入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而 2016 年的奧運會也即將在此城舉辦。隨後搭機前往世界三

大瀑布之一的伊瓜蘇瀑布。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Wish Resort Iguazu 5* 或 同級 

 
第17天 伊瓜蘇瀑布 

 (全日伊瓜蘇瀑布參觀) 
今日上午首先前往遊覽巴西境內的★伊瓜蘇瀑布【UNESCO, 1986】最壯觀的偉瀚場景(貴賓們

記得隨身攜帶輕便雨衣)，瀑布位在巴西、阿根廷與巴拉圭三國邊界，由 275 條不同的瀑布所

形成，氣勢雄偉壯觀。沿著瀑布旁曲折小徑，領略千軍萬馬傾瀉而下的奔騰水勢，令人驚心

動魄。下午越過邊界於阿根廷再次感受★伊瓜蘇瀑布的震撼，漫步觀賞此大瀑布的遠近美景，

領略 275 道瀑布及氣勢磅礡的魔鬼咽喉之壯觀奇景震撼心弦，感嘆造物者之偉大及大自然之

美妙。來到伊瓜蘇瀑布，除了欣賞天然景觀之外，這裡觀賞瀑布步道的設計也是世界一流的。

最讓人驚奇的是，這裡的瀑布美景，無論再驚險都設置了觀景台，且架設行人步道方便到達，

讓遊客得以在最理想的位置，飽覽最佳景色。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Wish Resort Iguazu 5* 或 同級 

 
第18天 伊瓜蘇瀑布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阿根廷】 

LA-4029 1550/1745【飛行時間 1 時 55 分】 
今日上午前往位於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三國交界，世界最大的★伊太普水庫發電廠，參觀

水壩工程、伊太普湖等壯麗景緻，此水壩由巴西及巴拉圭合資興建，您可經由電影介紹瞭解

水壩歷史及工程之浩大，行車壩頂，更可親身體會此工程之雄偉壯闊。午餐後搭機飛往阿根

廷首都--布宜諾艾利斯。晚上安排欣賞聞名世界、熱情精彩的★探戈舞表演，充份體會一下拉

丁情調的浪漫熱情。並享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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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Intercontinental 5* 或 同級 

 
第19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全日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專車往布宜諾艾利斯附近的老虎三角洲，於老虎碼頭★搭船遊河，由水上欣賞「 南
美巴黎 」的萬種風情。遊覽老虎及巴拿納三角洲，叢林、小河、水上商店、渡假別墅等交織

而成的特殊景觀，絕對讓您永生難忘。下午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市區觀光：遊覽世界最

寬的▲七月九日大道、建城▲四百週年紀念碑、世界三大歌劇院之一的▲科隆歌劇院、存放

阿根廷獨立英雄聖馬丁將軍遺體的▲主教堂及▲波卡舊港區－此地為十九世紀義大利碼頭工

人定居之處，屋子漆上不同的鮮豔色彩，別有一番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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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瑞蒄雷塔區，彷佛是從巴黎抽離的土

地，貴族墓園裏有最著名居民是第一夫人艾薇坦。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Intercontinental 5* 或 同級 

 
第20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利馬洛杉磯  

LA-2428 0740/1040【飛行時間 5 時 00 分】；LA-600 1220/1800【飛行時間 8 時 40 分】； BR-015 
2330/0605+2【飛行時間 14 時 35 分】  
今天將起個大早前往機場搭機經祕魯及洛杉磯轉機返抵台北。 
早餐：飯店餐盒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發放餐費 

  
第21天 洛杉磯台灣 

飛行途中。 

 
第22天 台灣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早上抵達桃園機場，圓滿結束【【經經典典南南美美五五國國探探勝勝之之旅旅 2222 日日】】。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以及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

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美元，22 日共計 220 美元。 
 本行程適用持〝晴天旅遊折價券〞扣抵團費（每一位貴賓限用 2000 元）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5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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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房加價：40,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

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

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

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

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6 面以上空白頁)。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2. 紅底 4x4 照片 2 張。 
3. 白底兩吋彩色照片 6 張。 
4. ( 6 個月內拍攝，規格與台灣晶片護照要求相同,照片請交和護照身分證不同組，阿根廷簽證處

要求,相片中頭的比例應佔全部的 70%-80%，不可以戴眼鏡、不可有表情、照片不可曝光過白、

相紙背面要有專業相紙 Logo，照片要求純白底,相紙微黃或泛黃不受理。 )  
5. 英文存款證明 2 份。(巴西: 英文存款證明最近二週內開具,台幣足 30 萬以上，需有美金匯率

換算,請銀行簽名並加蓋分行章。) 
6. 英文在職證明一份。( 範本如附件, 內容必需有公司英文名、英文地址、電話、在職證明開立

日期、申請人護照上英文姓名、到職日、英文職稱、月薪、主管中英文全名及英文職稱並簽名

蓋公司大小章。若為學生應以學校或大學英文在學證明取代。) 
7. 在職需提供三個月內往來薪資證明一份 
8. 原籍非台灣籍因結婚來台,請附英文戶籍謄本一份 
9. 曾去阿根廷請提供最近一次入境阿根廷的日期(年/月/日), 阿根廷辦事處有紀錄會查實，請確

實提供相關資訊。 

10. 旅客基本資料 (包含：聯絡地址、電話、手機號碼、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電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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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婚姻狀況、配偶、父母姓名 // 緊急連絡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手機) 
11. 黃皮書正本 
12. 曾辦過巴西一本的簽證 (封面如下圖)，請提供正本一併申請此團巴西簽證 (過期也要出示巴

西舊簽證正本,如果遺失請到警察局申報遺失並繳交遺失證明辦理簽證。) 
 本行程經美國轉機，需備有效期之美國簽證或美國旅遊許可 ESTA，並繳交影本 
 (曾於 2011 年 3 月 1 日以後前往伊拉克、敘利亞、伊朗、蘇丹、利比亞、索馬利亞及葉門上述

的國家,不適用 ESTA 免簽範圍,申請人需親自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面談辦理 5 年紙本美國簽證。) 
 申請美國 ESTA 入境許可 (請繳交護照正本,ESTA 要晶片護照才能申請) 
1. 護照影本 (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6 面以上空白頁) 
2. 父母姓名 
3. 是否任何其他國家的公民？(是, 請提供:公民身分國家／國籍／如何取得該國之公民身份／

國籍？經出生、經父母、歸化、其他 (請說明) 
4. 電子郵件.電話.地址 
5. 緊急聯絡人資訊: 姓名/電話/電子郵件 
6. 您目前或以前是否有雇主？(是, 請提供公司名/地址/電話/職稱). 
7. 申請費用 14 美金 

 
 

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洛杉磯 TPE/LAX 長榮 BR-012 1920/1450 11:30 

洛杉磯─利馬 LAX/LIM 智利 LA-601 2035/0755+1 8:20 

利馬─庫斯科 LIM/CUZ 智利 LA-2027 0945/1120 1:35 

拉巴斯─烏尤尼 LPB/UYU 亞馬遜 Z8-302 0730/0815 0:45 

烏尤尼─拉巴斯 UYU/LPB 亞馬遜 Z8-305 1445/1535 0:50 

拉巴斯─聖地牙哥 LPB/SCL 智利 LA-973 0945/1345 3:00 

聖地牙哥─里約 SCL/RIO 巴西 JJ-8137 1325/1830 4:05 

里約─伊瓜蘇 RIO/IGU 巴西 JJ-3187 1600/1810 2:10 

伊瓜蘇─布宜諾斯艾利斯 IGR/BUE 智利 LA-4029 1550/1745 1:55 

布宜諾斯艾利斯─利馬 BUE/LIM 智利 LA-2428 0740/1040 5:00 

利馬─洛杉磯 LIM/LAX 智利 LA-600 1220/1800 8:40 

洛杉磯─台北 LAX/TPE 長榮 BR-015 2330/0605+2 1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