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南美三國: 巴西+阿根廷+秘魯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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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 de Janeiro
里奧熱內盧

Buenos Aires
布宜諾斯艾利斯

Lima利馬

Iguassu Falls
伊瓜蘇瀑布

Cuzco庫司科
Machu Picchu 
馬丘比丘

BRAZIL
巴西

ARGENTINA
阿根廷

PERU
秘魯

精選行程：讓你將各地必遊之地收入囊中

造訪UNESCO世界遺產。

�� 馬丘比丘古廟

�� 庫司科主教座堂

造訪新七大世界奇觀

�� 基督山

�� 馬丘比丘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一享其

傳統餐食文化，且全程包三餐。

�� 巴西傳統黑豆餐

�� 巴西烤肉

�� 阿根廷烤肉

�� 探戈秀晚餐

特色安排

對於愛旅行的您而言，南美洲是一生必

去的目的地之一吧。在巴西，熱情狂野

的森巴令你忘記煩惱；在阿根廷，探戈

的歐式異國風情足以讓您著迷；在秘

魯，震撼人心的印加古文明使您流連忘

返。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造訪伊瓜蘇瀑布＋印加天空之城

精選住宿:全程入住4-5星級或當地最優質豪華

的旅館，保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 獨家入住伊瓜蘇瀑布公園內唯一一家5星級

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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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抵達里約熱內盧，巴西第二大城市，世界三

大天然良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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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午餐】黑豆餐【晚餐】巴西烤肉

【住宿】Grand Mercure Rio de Janeiro Copacabana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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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

【晚餐】精選當地美食

【住宿】Grand Mercure Rio de Janeiro Copacabana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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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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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

店晚餐

【住宿】Melia Iguazu或同等級酒店
Rio de Janeiro – (Q) – Iguassu Falls, Brazil – (40 km) – Iguazu Falls, Argentina

第5天 伊瓜蘇瀑布Iguazu Falls, 阿根廷Argentina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阿根廷邊境的伊瓜蘇瀑布Iguazu Falls, Argenti-
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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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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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

【晚餐】探戈秀晚餐�

【住宿】Hotel Boca Juniors by Design或同等級酒店

Iguazu Fall, Argentina – (Q) –Buenos Aires

第6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Tigre and Parana Delta Tour: 乘船穿越三角洲，

你可以看到那些老舊的豪宅，它們與今天建造

在莊上的木房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參

觀遊艇和划船俱樂部，了解與河流共同演變的



第9天 庫司科Cuzco 利馬Lima 
��「太陽神廟」廢墟Coricancha:庫司科和整個印

加帝國最受尊敬的寺廟，供奉太陽神聖地。

�▲庫司科主教座堂Cuzco Cathedral:�於1654年
建成，建造工程幾乎長達百年。其不僅是

一個宗教場所，也是庫司科殖民地藝術的寶

庫。1983年，作為庫司科古城的一部分列入

世界遺產名內。

��沙賽瓦曼堡Sacsay Huaman Fortress:�可俯瞰庫司

科城，用數百塊數噸重的巨大石塊堆砌而成的軍

事堡壘。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

店晚餐

【住宿】Whyndam Costa Del Salaverry或同等級

酒店
Cuzco – (Q) – Lima

第10天 利馬Lima  帕拉卡斯Paracas
▲�政府宮Government Palace:又名皮薩羅府，秘

魯政府所在地，興建於1535年。

▲�軍事廣場Plaza de Armas:利馬的發祥地與歷史

中心。

▲�利馬大教主Archbishop of Lima:天主教利馬總

教區的行政總部，建於1924年。

��聖法蘭西斯教堂修道院San Francisco Monas-
tery:利馬殖民時代留下的最古老教堂之一。

午餐后，搭車前往帕拉卡斯，順著汎美公路，沿

途欣賞海岸風光之外，其間也會觀賞到安地斯山

西麓的海岸乾燥沙漠地帶。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

店晚餐

【住宿】La Hacienda Paracas或同等級酒店
Lima – (274 km) – Paracas

第11天 帕拉卡斯Paracas  利馬Lima 美國USA
乘★遊艇從帕拉卡斯海灣Paracas至鳥島Islas las 
Ballestas:�秘魯太平洋海岸著名旅遊勝地，據考

古學家考證已有5,000年歷史。從帕拉卡斯海灣到

鳥島的途中，在一個小島的坡面上有一幅巨大的

圖案▲“Candelabra of the Andes”，其形狀像蠟燭

居民的典廿弓土生活。三角洲由一系列小島形

成，這些島嶼覆蓋著運河和溪流交彙的豐富的

亞熱帶植物，構成了與大自然和新鮮空氣接觸

的放鬆理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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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早餐【午餐】阿根廷傳統烤肉�
【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Hotel Boca Juniors by Design或同等級酒店

第7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利馬Lima,  
秘魯Peru 庫司科Cuzco  神聖大峽谷Sa-
cred Valley  

今日搭機飛往南美洲的印加帝國首都–庫司科
Cuzco，隨後轉往神聖大峽古Sacred Valley過夜。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osada del Inca Yucay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Buenos Aires – (by air) – Lima – (by air) – Cuzco – (66 km) – Sacred Valley

第8天 神聖大峽谷Sacred Valley  馬丘比丘Machu 
Picchu  庫司科Cuzco

��馬丘比丘Machu Picchu:被埋藏已久的印加古

都，位於海拔2,400公尺的群山峻嶺，懸崖絕

壁之頂端，是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西元1911 
年7 月24 日，一美國考古學家意外發這個遺失

的神秘山城遺跡，才揭開了她的一小部份的神

秘面紗。1983年，馬丘比丘古神廟被UNESCO
定為世界遺產，且為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

店晚餐

【住宿】Xima Cusjco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代理旅行社:代理旅行社: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內段機票 Intra Air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3/04/2020
$4,000 $1,200 $1,000

11/03/2020

內段機票包括:  
Rio de Janeiro Q Iguassu Falls • Iguassu Falls Q Buenos Aires • Buenos Aires Q Lima • Lima Q Cuzco • Cuzco Q Lima

台，也有些像仙人掌樹。有考古學家認為這是外星

人刻畫的。

晚餐后，返回原居地。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酒店午餐【晚餐】當地

美食
Paracas – (267 km) – Lima – (by air) – USA

第12天 美國USA
抵達美國，結束精采絕倫的巴西&阿根庭&秘魯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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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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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