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南美 智利 阿根廷 巴西  大探索 22 天  

(海上巡航  巴塔哥尼亞健行  火地島  依瓜溯大瀑布) 

  

出發日期： 2015/2/3～2015/2/24 農曆春節:2 月 19 日 

費用： 

 

每位 $240000 元(現金優惠 4000 元) 
因應航空票價變動、匯率、原油價格等因素，會於出隊兩個月前最後確認

活動費用 

費用包含： 

 

山下行前會議、活動小手冊、往返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當地食宿、

交通、領隊小費、保險、行政費用等等。 

訂金： 每位 $50,000 元需於出團 3個月前繳交 

活動等級： A 級適合大眾 

日 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洛杉磯/聖地牙哥 
上午搭機飛往洛杉磯，展開南美之旅。因時差飛機於同日上午抵達洛杉磯休息，下

午轉搭智利航空，前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夜宿機上。 

第二天 
聖地牙哥 
清晨抵達聖地牙哥，通關後市區觀光:包括中央廣場,Santa Lucia 山丘，聖基督嶺

等地方，下午休息。 

第三天 

聖地牙哥/夢特港 LA075 0825/1010—Chiloe 島來回 
上午搭機前往夢特港，隨即搭船前往第二大島，也是世界遺產的 Isla Chiloe 參觀

海邊的炮火台，湖面上色彩鮮豔的房子，木製的教堂，當然加上鮮美的 CURANTO
海鮮，還有燦爛濫的陽光。傍晚回夢特港。 

第四天 

夢特港—海上巡航 
上午進行夢特港市區觀光及近郊旅遊，東南海岸公路的 Metri 海灘，及公路終點的

渡船口風景最美。 
智利的地形從夢特港以南之後，都是零星的島嶼和破碎的地型，沒有公路可以連接，

如果想要將整個智利南邊看個仔細的話，搭船是最好的選擇。下午登遊輪，展開四

天的海洋之旅。今天遊輪將航行於內灣，經 Rloncani Bay 灣、Ancud Gulf 及

Corcovado Gulf。 
住宿：Cabin BB 或 CC  四人一室 

第五天 
海上巡航 
今天航行經 Melinka、Pérez 水道，可見海狗棲息處、鸕鷀等，於晚間駛出大海。 

第六天 
海上巡航 
今天要進入水道區，並會停靠伊甸港 Puerto Edén.，可自費參加 Pio XI 冰河行程，

並續航行水道中。 



第七天 

海上巡航—那塔雷斯港 Puerto Natales—百內公園 Torres Paine Park—百

內公園健行—Chileno 山屋 
上午經白水道、Última Esperanza 峽灣後，於中午左右抵達那塔雷斯港，下船後

專車前往世界遺產百內國家公園，步行 3 小時抵 Chileno 山屋(8 人一室) 
PS：百內國家公園(世界遺產)，W 路線健行，全程約 77 公里 

第八天 
 

百內公園健行 Chileno 山屋—百內角— LOS CUENOS 百內塔山屋 
上午前往百內公園最美的谷地百內角(LOS TORRES)觀賞壯觀的百內塔，下午沿

Nordenskjold 湖前往 Los Cuenos 山屋 
住宿：Los Cuenos 山屋。(8 人一室) 

第九天 
 

百內公園健行 Los Cuenos 山屋—法國谷地—Paine Grande 山屋 
上午先經過義大利營地，再前往法國谷地，欣賞冰河峽谷美景，再往前到 Paine 
Grande 山屋 
住宿：Paine Grande 山屋。(8 人一室) 

第十天 
 

百內公園健行 Paine Grande 山屋＝Grey 冰河—Puerto Natales  
上午沿 Grey 湖，到 Grey 冰河欣賞風光後，再回到 Paine Grande 山屋，搭船經

Pehoe 湖，轉車到那塔雷斯港(Puerto Natales)過夜。 
住宿：Puerto Natales YHA。(4 人一室) 

第十一

天 
 

那塔雷斯港—Ushuaia 烏斯懷亞 
今天搭車經麥哲倫海峽，進入阿根廷，前往世界盡頭的烏斯懷亞，沿途欣賞風光。 

第十二

天 
 

Ushuaia 烏斯懷亞  
早上搭連體船遊覽世界盡頭的鳥島及燈塔。下午拜訪 Lapataia 國家公園，有世界

最南端的 3 號國道、火車及智利邊界。晚間享用烤羊大餐。 
第十三

天 
 

Ushuaia - El Calafate 加拉法德  
前往火地島公園 Tierra del Fuego 參觀 Escondido´s 及 Fagnano´s 湖，美麗

脫俗。後搭機前往 El Calafate 加拉法德 
第十四

天 
 

E l Calafate 加拉法德(Moreno 冰河)  
清晨前往魔雷諾大冰河 Perito Moreno Glacier，欣賞這 4 公里寬 90 公尺高的天然

奇景，下午改搭船近距離觀賞冰河崩落的震撼。 
第十五

天 
 

El Calafate (Upsala 冰河)/Buenos Aires 布宜諾斯愛麗斯 
今天欣賞另一個 Upsala 冰河，您可比較一下二者之不同。然後搭機前往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愛麗斯，  
第十六

天 
 

BsAs 
今天是布市市區觀光:世界最寬的 7 月 9 日大街、政府大廈、國會、科隆劇院、Madero
港、及湯哥的發源地 La Boca 區等。晚觀賞湯哥秀 Show of Tango。 

第十七

天 
 

BsAs/Iguassu 伊瓜蘇瀑布 
上午搭機前往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瀑布由 275 個大小瀑布所形成，景觀各異綿延

不絕，於園區內搭遊園火車及生態步道前往魔鬼咽喉瀑布區絕對讓您震撼及上瀑布

區與下瀑布區體驗瀑布之美。 

第十八

天 
 

Iguassu 伊瓜蘇瀑布/ Rio De Janiero 里約熱內廬 

上午進入巴西, 先前往育有眾多珍奇如巨嘴鳥、蜂鳥、孔雀、金剛鸚鵡等南美熱帶

鳥園參觀。再前往巴西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搭專車欣賞熱帶公園風光，然後循著

步道再從不同角度再欣賞令人嘆為觀止的伊瓜蘇瀑布，傍晚飛往南美最熱情的城市-
里約熱內廬。 

第十九

天 
 

Rio De Janiero 里約熱內廬/洛杉磯 
上午遊覽海拔 395 公尺的麵包山，乘登山纜車從山頂 360 度俯瞰美麗的瓜拉巴拉

海灣及大西洋美麗海岸。然後搭登山列車前往海拔 710 公尺的柯可巴杜山，瞻仰 90
呎高的巨型耶蘇基督像。晚上飛機飛洛杉磯。 



第二十

天 
 

洛杉磯 
班機於上午抵達洛杉磯，專車接往小台北 Monterey park 用餐、購物、休息。晚

上前往機場搭機返國。 
第二十

一天 
 

洛杉磯-台北 
搭機回台北，於隔日清晨抵達台北。 

第二十

二天 
 

台北 
抵達台北，結束精彩的南美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