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 玩轉南美17日精華遊

＄5,000起 出發日期：	04/01, 11/04

Rio de Janeiro
里奧熱內盧

Buenos Aires
布宜諾斯艾利斯

Bariloche 巴利羅切

El Calafate 埃爾卡拉法特

Santiago聖地亞哥

Torres del Paine 托雷斯戴爾潘恩

Iguassu Falls
伊瓜蘇瀑布

BRAZIL
巴西

ARGENTINA
阿根廷

CHILE
智利

精選行程：

 1. 里約–世界三大美港之一

 2. 基督山–新七大世界奇觀

 3. 伊瓜蘇瀑布–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4. 莫雷諾冰川–世界八大奇觀之一

 5. 百內國家公園–世界最珍貴生物保護區之一

精選餐食:

全程包三餐，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一享

其傳統餐食文化。

•	巴西傳統黑豆餐

•	巴西烤肉

•	巴西特色燉魚燒

•	探戈秀牛排晚餐

•	冰川特色餐

•	南美特色窯烤

特色安排

如詩如畫，不足以形容黃昏夕陽下的里約；氣勢磅

礡，不足以形容巴西及阿根廷共享的伊瓜蘇大瀑布；

巨大壯觀，不足以形容莫雷諾冰川。讓我們帶著您一

起，用眼睛感受這一切，為它們貼上更準確的標籤。

我們還會來到“ 此生必去的50個美麗的景點之一”、南

美最後的淨土– 百內國家公園，為您的旅程添上完美

的一筆。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造訪巴西+阿根廷伊瓜蘇瀑布+智利冰川 VS 百內國家公園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4星級或當地最優質豪華的旅館，

保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特優待遇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		
巴西Brazil

搭乘客機飛往巴西－里約熱內盧，夜宿機上。

第2天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
▲科帕卡巴納海灘Copacabana Beach:被稱為世界上最有名的

海灘。

午間特別安排巴西傳統料理★黑豆餐Feijoada。

▲馬拉卡納足球場MaracanaSocer Stadium:世界最大的足球場。

▲嘉年華會場The Sambodromo: 可以容納九萬名觀眾的大型

廣場，全球最豪華嘉年華會就是在此舉辦。

晚餐品嘗地道風味★巴西烤肉Brazilian BBQ。

【早餐】機上早餐【午餐】精選當地美食【晚餐】精選當地

餐廳

【住宿】Royal Rio Palace或同級酒店

第3天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
	� 基督山Corcovado:	里約最著名的地標，新世界七大奇觀之

一。山頂聳立一尊30米高的基督耶穌大型石雕像Christ the 
Redeemer Statue，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耶穌雕像。

	� 糖麵包山Sugar Loaf Mt.: 里約排名第二的地標，因其外形

有如一塊糖麵包而得名。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美食【晚餐】精選

當地美食

【住宿】Royal Rio Palace或同級酒店

第4天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 伊瓜蘇瀑布	
Iguassu	Falls	,	巴西Brazil

	� 巴西邊境的伊瓜蘇瀑布Iguassu Falls, Brazil:	在巴西這邊是

從下往上看，水幕自天而降，另有一番感受。沿著河邊山

間小路，漫步全程景區，接著進入水上棧橋，置身於氣勢

磅礡的瀑布之前，享受天然絕妙景觀，於專設的步道沿途

欣賞廣闊令人驚歎的瀑布美景，讓您有完全不同的視野的

感動，留下永生難忘的印象。

	� Samba Show森巴秀。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美食【晚餐】精選

當地餐廳

【住宿】Recanto或同級酒店

Rio de Janeiro – (by air) – Iguassu Falls, Brazil

第5天	 伊瓜蘇瀑布Iguassu	Falls,	巴西Brazil	 	
伊瓜蘇瀑布Iguazu	Falls,	阿根廷

	� 伊瓜蘇鳥園Birds Park: 內有多種珍奇鳥類，在這裡可以與

它們親密接觸。

	� 阿根廷邊境的伊瓜蘇瀑布Iguazu Falls, Argentina:世界三大

瀑布之一，該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兩國邊境。伊瓜蘇瀑

布與眾不同之處在于觀賞點多。從不同地點、不同方向、

不同高度，看到的景象不同。峽谷頂部是瀑布的中心，水

流最大最猛，人稱“魔鬼喉”。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晚餐】精選

酒店晚廳	

【住宿】Mercure Iguazu或同級酒店

Iguassu Falls, Brazil – (40 km, 30 min) – Iguazu Falls, Argentina

第6天	 伊瓜蘇瀑布Iguazu	Falls,	阿根廷Argentina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抵達后，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區遊覽。

	� Esquina Carlos Gardel探戈秀

場：開業于1893年，探戈舞

乃阿根廷國粹之一。客人可

在此享用阿根廷碳烤牛排及

葡萄酒並附甜品。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午餐】機上【晚餐】精選當

地餐廳加探戈秀

【住宿】Boca Juniors by  
Design或同級酒店

Iguazu Falls, Argentina – (by air) –Buenos Aires

第7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五月廣場May Square: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心臟地帶及最著名

的廣場，也是阿根廷的政治活動中心。

▲總統府Government House:因其外墻塗為粉紅色，亦稱為	

“ 玫瑰宮”，阿根廷國家的最高行政指揮中心。

▲科隆劇院Colon Opera House:	於1889年始建，1908年建

成，世界三大歌劇院之一。

▲BOCA港口區:歐洲水手們最早登陸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地

方，探戈舞的發源地。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美食【晚餐】精選

當地餐廳

【住宿】Boca Juniors by Design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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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天	 埃爾卡拉法特El	Calafate	 	托雷斯戴爾潘恩
Torres	del	Paine,	智利Chile

	� 百內國家公園Torres del Paine National Park: 1978年被

UNESCO列入世界最珍貴生物保護區之一。珍貴稀有的牛

角花崗石分布於安弟斯山山脈和智利的八塔哥尼亞草原之

間形成獨特絕美的奇景。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晚餐】精選

當地餐廳

【住宿】Hotel Rio Serrano或同級酒店

El Calafate – (211 km, 3 hours) – Torres del Paine, Chile

第14天	 托雷斯戴爾潘恩Torres	del	Paine	 	
佩塔阿雷斯納塔來斯港	Puerto	Natales

	� 百葉塔Torres del Paine，百內國家公園的標誌性景色。可

以徒步行走健行或登高山進入托雷絲戴爾潘恩草原，觀賞

最有名國家公園的壯麗湖泊與花崗石反射倒影的美麗其特

風景。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午餐盒【晚餐】精選當地餐廳

【住宿】Costa Australis或同級酒店

Torres del Paine – (60 km, 45 min) – Puerto Natales

第15天	 佩塔阿雷斯納塔來斯港	Puerto	Natales	 	
佩塔阿雷斯Punta	Arenas

	� 米洛頓鐘乳石洞Milodon Cave:	一個岩石形成的天然紀念

物，其中最有名的洞穴是魔鬼洞穴Silla del Diablo (“Devil’s 
Seat”)。當地還存有世界上僅少數約12萬年前大型食草性

動物種類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晚餐】精選

當地餐廳

【住宿】Cabo de Hornos或同級酒店

Puerto Natales – (248 km, 3 hours) – Punta Arenas

第8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巴利羅切
Bariloche

巴利羅切Bariloche:	素有小瑞士之稱的美麗小鎮。

參觀勞勞區LlaoLlao Area，莫雷諾湖及搭乘▲電纜車遊覽

Circuito Chico tour到坎帕奧利奧山頂欣賞“ 小瑞士”全景。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Design Suites Bariloche或同等級

第9天	 巴利羅切Bariloche
	� 維多利亞島Victoria Island &博詩克Bosque de Arrayanes:	
搭船到葦爾瓦皮湖的維多莉亞島。島上的維美迷蒙森林蘊

藏多元文化的歷史痕跡。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午餐盒【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Design Suites Bariloche或同等級

第10天	 巴利羅切Bariloche 埃爾卡拉法特El	Calafate
埃爾卡拉法特El Calafate，當地美麗的村莊和最大最迷人的湖

泊己被列為世界最美的奇景之一。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機上【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Design Suites El Calafate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埃爾卡拉法特El	Calafate
冰河遊覽Ice Rivers Express Excursion:	觀看巨大壯觀的冰川與

陽光照射後,形成一個很特殊如畫的絕美景色。經過阿根廷

湖前往烏普薩拉冰川Upsala Glacier，穿過浮冰近距離觀賞冰

川的壯麗景色。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午餐盒【晚餐】精選當地餐廳

【住宿】Design Suites El Calafate或同級酒店

第12天	 埃爾卡拉法特El	Calafate
	� 莫雷諾冰川觀光Perito Moreno Glacial Tour:世界八大奇觀

之一，冰川有20萬年歷史，看似一堵巨大的“ 冰墻”，是地

球上冰雪仍在向前推進的少數活冰川之一。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美食【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Design Suites El Calafate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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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旅行社:代理旅行社: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紐約	
JFK/EWR

洛杉磯/中部/東部時區	
LAX/Eastern/Central

舊金山/山區/太平洋時區	
SFO/Mountain/Pacific

中段機票	
Intra-Air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4/01/2016
$5,000 $7,500 $7,600 $7,700 $1,200 $1,200

11/04/2016

第16天	 佩塔阿雷斯	Punta	Arenas 聖地亞哥	Santiago	
美國	USA

飯店早餐後趨車前往機場搭機到聖地亞哥轉機返回美國，結束

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十七日南美風情之旅。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第17天	 美國USA
今天抵達美國。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t www.travelgo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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