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5★級豪華酒店，尊貴享受，無與倫比！

   9 處 經 典 必 遊
► 歐洲王者之城 - 利馬

► 古印加文化搖籃地 - 庫斯科

► 世界七大奇景印加帝國遺跡 - 空中迷城馬丘比丘

► 世界最高海拔聖湖－的的喀喀湖

► 天空之鏡－玻利維亞烏尤尼鹽湖

★ 阿根廷探戈舞發源地La Boca，高卓人牛仔古農莊

★ 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 伊瓜蘇大瀑布

★ 世界第二大水電站 - 伊泰普水電站

★ 世界七大奇景之巴西里約之耶穌山及糖麵包山

   2 支 風 情 舞 蹈 秀
★ 阿根廷探戈舞

★ 巴西森巴舞

   精 選 美 食 菜 單
★ 阿根廷探戈舞牛仔風味料理

★ 南美各國集體精彩表演晚宴

★ 伊瓜蘇瀑佈區歌舞晚宴

★ 巴西BBQ燒烤大餐晚宴

★ 巴西激情飛揚森巴舞表演晚宴

 利馬璀璨海濱特色海鮮料理

 利馬羊駝風味料理

 秘魯印加帝國民族歌舞晚宴 ★18天團行程

ASPB11-ASAB18

11/18天
秘魯 •  玻利維亞 •  ★阿根廷 •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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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
舞 動 心 弦 之 旅
出發日期：2021年2/27，3/6，3/20，10/8，10/22

149 2年，哥倫布發現了這片嶄新的美洲大陸，
更是探索南美洲的神秘密碼！

靜賞日落，夜觀星河，出征日出

在天空之鏡最絕美調度，

讓你輕鬆放縱，記錄最亮麗時刻！

1  生 人 必 遊 1 次 ，徹底憾動

4  個南美洲國家，拉丁熱情

9  處經典必遊點，應有盡有

2  支風情舞蹈秀，舞動心弦

www.jadetours.com



第1天 // 原居地 - 秘魯首都利馬   
早餐：-- 午餐：-- 晚餐：航機上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秘魯首都–利馬，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利馬市內觀光
早餐：航機上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海濱海鮮餐

『利馬舊城區』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建築風情，古色古香散發歐洲文化氣息

『武器廣場』廣場中央有玫瑰園石造的噴泉，廣場內有西班牙殖民地時代

的主要建築，包括聖馬丁廣場、主教堂、大主教宮、總統府(外觀)等。
住宿：JW Marriott Lima 或同級。

第3天 // 利馬 - 庫斯科 - 印加聖谷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庫斯科』印加語意為世界的中心，當時印加帝國的政治中心及軍事要

塞。於十二世紀時興建，因西班牙人入侵後而遷都利馬，庫斯科漸趨

沒落。二十世紀初，馬丘比丘被發掘而成為觀光重鎮，鄰近的庫斯科

也重現它昔日的光芒。1983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被稱為南美的羅馬

『印加聖谷』參觀一個充滿色彩和傳統的美麗小鎮皮塞克工藝品市場，

悠閒自在，更可趁時調整高原反應。

住宿：Aranwa Sacred Valley 或同級。

第4天 // 印加高原專列 - 空中迷城馬丘比丘 - 印加聖谷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印加高原專列』列車穿越熱帶雨林及層層山巒，彎曲前行迂迴之字慢

駛，沿途山水相伴，田畝錯落，風景美不勝收，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令

人嘆為觀止。

『空中迷城馬丘比丘』馬丘比丘舉世聞名的空中謎城。1911年被美國耶

魯大學教授海勒姆發現，整個古城建築居高臨下形勢險峻，城內街道

整齊有致，迷宮似的神殿、皇宮、住宅、院落星羅棋布。但印加人為

何建此城？如何建、何時建迄今仍是個謎。

住宿：Aranwa Sacred Valley 或同級。

第5天 // 印加聖谷 - 馬拉斯鹽田 - 庫斯科觀光『Z字閃電牆』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印加民族歌舞晚宴

『馬拉斯鹽田』這裡的地下水由於流經山中的礦鹽區所以含有很高的鹽

份，聰明的當地人就沿著山谷地勢開發鹽田，並鑿了許多小渠將地下

水引到裡頭。當水份蒸發後，剩下的就是白色的粗鹽啦。遠遠看，這

些白色的小鹽田，一格格的佈滿了整個山谷，很壯觀。

『武器廣場』庫斯科的市中心，廣場周邊有多項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重要

建築，其中以大教堂最具代表性。

『薩庫沙瓦曼城堡』昔日印加帝國的軍事要塞，由數百塊數噸重的巨大

石塊堆砌而成的軍事堡壘，在沒有大型機械的幫助下建成，充份展現

了印加文明的智慧。其Ｚ字型外牆象徵著美洲豹銳利的牙齒，登臨其上

可一覽外型如美洲豹的印加都城。

住宿：JW Marriott El Convento或同級。

第6天 // 庫斯科 - 普諾 - 的的喀喀湖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羊駝風味餐

『普諾』世界上最高的港埠，建於1668年，海拔12421英尺，據說由印加

人的先祖從湖中現身建立。路邊原住民攤位的燦爛色彩，沿途經過

古樸的安達維利亞斯小城及拉奇古城。

『的的喀喀湖』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湖面海拔高3812米，是世界上海

拔最高且大船可通航的高山湖泊。面積829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140-180米，最深處達280米。湖中有51個島嶼，大部分有人居住，

最大的島嶼的的喀喀島上有印加時代的神廟遺址，也是印第安人心中

的聖湖。

住宿：GHL Hotel Lago Titicaca 或同級。

第7天 // 印加浮島 - 拉巴斯『玻利維亞』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印加浮島』乘船遊覽的的喀喀湖上的浮島。浮島由土塊固定於湖中，

以週邊採集的蘆葦桿鋪墊，島上烏羅斯族居民的房舍和漁船也都以蘆葦

桿為主要建材。踏上浮島參觀居民生活作息之際，隱約感覺腳下冰冷

的湖水；乘坐蘆葦舟繞行浮島聚落，參訪設於浮島上的學校、餐館、

商店、郵局等，其獨特的感覺絕無僅有，特別有趣。

『拉巴斯』位於白雪覆蓋的高山下，海拔3,600公尺。真正的首都是蘇克

雷，但一般習慣將拉巴斯稱為首府。

住宿：Ritz Hotel 或同級。



第8天 // 拉巴斯 - 烏尤尼鹽湖『天空之鏡』-

  黃昏日落之旅 - 夜觀星河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酒店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搭乘班機前往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烏尤尼

鹽湖。

『烏尤尼鹽湖』位於烏尤尼小鎮附近，海拔約3,700公尺的山區，總面

積1.2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鹽沼。鹽湖東西兩邊皆被高達

6,000多公尺的安第斯山脈阻擋了水氣，落在山上的雨水夾帶著鹽份與

礦物質流入盆地中，因為無處宣洩，加上乾燥氣候的影響，累積的水

很快就蒸發掉，只留下鹽份和礦物質。然後是這樣不斷的循環，經過

了數十萬年的累積，成就了今天的景象。

『天空之鏡』大幅平地上的鹽晶體在雨後會產生反射，形成天地合一的

全倒影景象，非常壯觀! 

『黃昏日落之旅』夕陽反射著天空的紅光，構成令人震撼的完美畫面，

多變的景色帶來的是一場無與倫比的視覺盛宴。

『夜觀星河』在這沒有燈光污染的淨土，銀河星系仿佛就在眼前，伸手

即可觸摸得到，非常神奇。

住宿：Palacio de Sal或同級。

第9天 // 鹽湖日出之旅 - 拉巴斯 - 月亮谷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鹽湖日出之旅』晨曦時份到達鹽湖，懷著興奮期待的心情等待日出東

昇的時刻，太陽開始升起，欣賞鹽湖日出美麗的一幕。

『月亮谷』崎嶇嶙峋宛如月球的月亮谷，位於沙漠里的山谷之中，它是

世界上最幹燥的地方，全年降雨量幾近於零。在荒瘠的沙漠里，蘊藏

了豐富的礦產資源。它的地面上為紅色鹽山石，經過千年長期沙漠風

吹的雕琢，坑坑洞洞宛如月球表面，感覺到了另一個世界。

住宿：Ritz Hotel 或同級。

第10天 // 拉巴斯觀光 - 全球最長纜車系統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

『巫婆市場』巫術道具用品的集中地。像是駱馬胚胎，聽起來仿佛要用

來施展什麼極度邪惡的法術，但對當地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生活雜貨，

例如興建房屋大樓時，地基必須埋下駱馬胚胎的。

『印地安市集』商店或攤檔擺賣傳統的衣物、裝飾品等。

『牟利羅廣場』廣場聳立著爭取民族獨立先驅佩德羅多明牟利羅的銅像。

廣場四周有政府機構、國會大樓及總統府等。

『全球最長纜車系統』置身於海拔4千多公尺高的纜車，透過車廂的

窗子，可飽覽終年白雪覆頂的伊裡尼峰等壯麗景色。

住宿：Ritz Hotel 或同級。

    11天團
第11天 // 拉巴斯 - 原居地  
早餐：早餐盒 

乘車前往機場，搭乘航班返回原居地，抵達原居地，行程圓滿結束！

    18天團
第11天 // 拉巴斯 - 布宜諾斯艾利斯 - 市內巡禮
早餐：酒店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酒店早餐後，乘搭豪華客機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於航機上

享用佳餚美食。

抵達阿根延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辦理入境手續，接機後市內巡禮，

晚餐後前往酒店休息。

住宿：Marriott 或同級。

第12天 // 高卓人牧場遊 - 布宜諾斯艾利斯觀光 
早餐：酒店 午餐：牧場燒烤風味餐 晚餐：阿根廷探戈舞牛扒餐宴

『高卓人牧場遊』牧場內可看到穿著傳統服飾的高卓人，以繩索追捕動

物等精彩馬術表演。

『布宜諾斯艾利斯觀光』五月廣場區是一個極具歷史價值的中心，四周

有許多重要建築，包括當地人俗稱為玫瑰宮的總統府、科隆劇場、國

會大廈、富有特色的保加區及乘車途經七月九日大道等。

『貝隆夫人墓地』瑞科萊塔國家公墓內以匯集各種建築風格見稱，墓園

內最知名的墓地包括阿根廷總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著名的阿根廷

第一夫人伊娃貝隆，又稱貝隆夫人。

『探戈舞』LaBoca是探戈之都，探戈舞被譽為阿根廷的國粹，是世上最

熱情奔放的舞蹈。

住宿：Marriott 或同級。

第13天 // 布宜諾斯艾利斯 - 伊瓜蘇大瀑布『阿根廷』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早餐後，乘車往機場，乘航機赴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伊瓜蘇大瀑布，

抵達後展開觀光節目。

『阿根廷瀑布步行區』進入阿根廷國界內的瀑布園區，近距離接觸這世

界三大瀑布之一，在步行區內有機會可看到野生動物、蝴蝶、昆蟲及

飛鳥等。

『瀑布國家公園小火車』小火車在大自然中穿梭，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

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Devil’s Throat一段，萬鈞激流從魔鬼咽喉傾注

而下，在蒸騰的水氣與耀眼的彩虹間，盡情體驗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住宿：Bourbon Cataratas 或同級。

第14天 // 伊瓜蘇大瀑布『巴西』 - 奇妙之旅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精彩表演晚宴

酒店早餐後，乘車進入巴西，開始觀看巴西境內之伊瓜蘇大瀑布。

『巴西瀑布步行區』步行區內遊覽欣賞，瀑布雄偉壯觀的氣勢令人嘆為

觀止，園內每處像是一幅幅絕美的圖畫。叫人心曠神怡，不知不覺已

全身濕透(請帶雨衣)，氣勢令人震撼。

『伊泰普水電站』世界第二大水電站，由巴西與巴拉圭共建，發電機組

和發電量由兩國均分。目前共有20台電機組(每台70萬千瓦)，總裝機

量1400萬千萬，年發電量900億度，是當今世界裝機容量第二大水電站。

住宿：Bourbon Cataratas 或同級。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1天 $6899 $690 $7589 $1400
18天 $9999 $990 $10989 $190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1天 $7499 $690 $8189 $1400
18天 $10599 $990 $11589 $1900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第15天 // 伊瓜蘇大瀑布 - 里約熱內盧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巴西BBQ燒烤餐

早餐後自由活動，領隊可代為安排參觀著名的雀烏樂園。

『伊瓜蘇珍禽異鳥園』瀑布旁的鳥園位於熱帶雨林區的私人鳥園，在園

內茂盛的花草樹木間，保存了超過900隻屬於150種不同品種的鳥類，

蝴蝶以及其他野生動物。

『里約熱內盧』葡萄牙文，意即「一月的河」，在1960年以前曾為巴西

首都，有「美麗城市」之稱。

住宿：Hilton Copacabana 或同級。

第16天 // 里約熱內盧 - 馬拉卡納大球場 - 基督像(乘纜車) -
  糖麵包山(乘纜車) - 寶石展示廳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巴西森巴舞晚宴

『馬拉卡納大球場』球場是2014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辦之世界盃足球冠軍

賽所在地，場內可容納８萬多觀眾。

『基督像』里約熱內盧地標之一，基督像站立在里約熱內盧國家森林公

園中高七百一十公尺的科科瓦多山頂，乘纜車登山，俯瞰著整個城市。

『糖麵包山』乘纜車登山俯瞰里約熱內盧的群山，著名的Copacabana海

岸將盡入眼簾。

『寶石展示廳』巴西出產的寶石種類繁多，廳內播放寶石的開採過程、

打磨及製成程序，令您眼界大開。

『科帕卡巴納海灘』自由休閒欣賞椰風海韻。海灘、音樂融為一體，感

嘆巴西人熱情生活。 

住宿：Hilton Copacabana 或同級。

第17天 // 里約熱內盧 - 原居地
早餐：酒店

酒店早餐後，專車送往機場，乘撘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第18天 // 原居地
抵達原居地，旅程圓滿結束！

費用包括：

• 全程5★級豪華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內陸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導遊

• 全程豪華空調巴士接送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11天CA$690；18天CA$990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每天US$15)

• 簽證事項：加拿大護照免簽證；美國護照、香港特區護照玻利維亞需簽證，其他免簽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

* 自費項目

• 本公司有權保留更改及取消行程或次序之權利，以便每團順利進行。

• 旅行證件：所有出國旅行，請確保您的護照有效期至少6個月以上。

• 請於出發前至少2個月提交您的相關簽證申請資料，詳細簽證資料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 前往南美旅遊請於出發前咨詢您的家庭醫生，及早了解當地的疫症情況，並向醫生查詢有關預防藥物及

注射疫苗。請於出發前10天注射如黃熱病、虐疾疫苗及獲得相關證明書，診費、注射費及證書費請自付，

出發時必須攜帶針紙出發。詳情請瀏覽加拿大公共健康機構(http://www.phac-aspc.gc.ca)。

• 行程安排：航班有可能更改，以航空公司安排為準；酒店、膳食及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有所

變動，以當地安排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旅遊綜合保險：強烈建議團員購買旅遊意外及醫療保險，詳細請咨詢有關保險公司。

• 高危活動：各類型活動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顧客在參與活動時應衡量個人身體狀況及年齡，並考慮當

時的天氣狀況，以評估應否參與有關活動。12歲以下的小童必須由成人陪同參與。另顧客在活動進行中

應遵守有關活動的規則、工作人員的指引及安排，做足安全措施，如發生意外，參加者須自行承擔任

何責任。

• 各團友應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所付費用及任何未使用之服務恕不退還。

• 報名細則：報名時訂金每位CA$500︐餘款須於出發前90天前繳清︒
• 取消及退款辦法：本公司有權在旅行團出發前取消出發日期。此情况下，本公司將全數退回客人所繳之

費用。本公司不需負取消任何行程或出發日期之責任。參加者若取消訂位於出發前90天，扣除訂金，出

發前46-89天，扣除團費之50%，出發前45天內，扣除全部費用，恕不退還。

• 責任問題：本公司採用各類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飛機、酒店及遊覽車等，其對客人個人生命及行李

的安全問題，各機構均訂立有各種不同之條例，以對客人負責。如遇行李遺失等情形，當根據各不同機

構公司所訂閱之安全條例辦理，一概與本公司無關。若遇特殊情况，如罷工或暴動，天氣惡劣或機件故

障影響交通，航機或當地酒店突告客滿，航機取消或更改時間等，而必須將行程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項遊

覽節目及膳食，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况作出安排。在此情況下所引致之捐失，根據本公司條例處理，團

友不得無故反對或退出，本公司亦不會作出任何賠償。出境團如因閣下證件之問題，無法順利過境，概

與本公司無關，費用恕不退還。

• 具體詳情請參閱長線飛機團准則及相關條文。

東岸旅遊熱線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905-882-2288

西岸旅遊熱線西岸旅遊熱線

604-270-3288604-270-3288

旅遊達人會客室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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