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XAD21EK-T

《全台首創》阿根廷：萬年冰川健行、伊瓜蘇瀑布、火地島追企鵝、五星飯店、南美巴黎、世界盡頭《全台首創》阿根廷：萬年冰川健行、伊瓜蘇瀑布、火地島追企鵝、五星飯店、南美巴黎、世界盡頭14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12/21(六)  成團 列印時間：2019/08/15 18:29

 參考航班

去程去程  

 2019/12/22(日) 05:40

杜拜機場
 飛行時間：

約9小時55分鐘
 阿聯酋航空

EK367

 2019/12/22(日) 20:40

布宜諾斯艾莉斯機場
 飛行時間：

約19小時35分鐘
 阿聯酋航空

EK247

中段中段  

 2019/12/24(二) 11:15

卡拉法特
 飛行時間：

約3小時15分鐘
 阿根廷航空

AR1846

 2019/12/26(四) 10:55

烏斯懷亞機場
 飛行時間：

約1小時20分鐘
 阿根廷航空

AR1870

 2019/12/28(六) 18:40

布宜諾斯艾利斯
 飛行時間：

約3小時20分鐘
 阿根廷航空

AR1897

 2019/12/29(日) 11:25

伊瓜蘇機場
 飛行時間：

約1小時50分鐘
 阿根廷航空

AR1720

 2019/12/31(二) 16:55

布宜諾斯艾利斯
 飛行時間：

約1小時55分鐘
 阿根廷航空

AR1735

回程回程  

 2020/01/02(四) 23:55

杜拜機場
 飛行時間：

約18小時35分鐘
 阿聯酋航空

EK248

 2020/01/03(五) 16:50

桃園機場
 飛行時間：

約7小時55分鐘
 阿聯酋航空

EK366

抵達台灣日期 2020/01/03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5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243,0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

簽證費： 包阿根廷簽證 $7,500

備 註： 1.15+1成團 2.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說明會資料為準 3.外站參團不含機票(台北-阿根廷)及阿根廷簽證 4.單人房差為nt30,500 5.單人報名，可
另協助配房，若無法配房成功需補單人房差 6.建議70歲以上、行動不便或領有殘障手冊，不要單獨參團 費用包含： 1.當地導遊 2.經濟艙團體機票
3.阿根廷簽證 4.領隊、導遊、司機、餐廳、飯店行李小費 5.1瓶水/人/天 6.行程所列各地住宿、交通、餐食、景點門票 7.觀光局規定履約責任險每
人500萬及意外20萬醫療險 費用不含： 1.護照費及個人消費 2.機場接送 3.床頭小費

2019/12/21(六) 23:45

桃園機場

2019/12/22(日) 08:05

杜拜機場

2019/12/24(二) 08:00

布宜諾斯艾利斯

2019/12/26(四) 09:35

卡拉法特

2019/12/28(六) 15:20

烏斯懷亞機場

2019/12/29(日) 09:35

布宜諾斯艾利斯

2019/12/31(二) 15:00

伊瓜蘇機場

2020/01/01(三) 22:20

布宜諾斯艾莉斯機場

2020/01/03(五) 04:55

杜拜機場

 行程特色

ML阿根廷單國14⽇

 

★感謝同業先進抄襲本⾏程文字內容，好的⾏程就是值得被模仿★
 

★★全台第一，出團最多，由阿根廷人親手設計★★★★全台第一，出團最多，由阿根廷人親手設計★★

帶您用最剛好的天數，走最精彩的路線，深入了解阿根廷。

我　們　知　道　您　需　要　什　麼　！我　們　知　道　您　需　要　什　麼　！

此團型排除萬難，精選 全全  程程  中中  文文  導導  遊遊，讓您在遊玩時，隨時接收１００％無時差、無縮水的解說！ 
 

 
★★★想找 2019年 阿根廷單國13⽇ 團嗎？！>>>> 請按我前往！★★★

 
★★★中南美洲系列講座，欣講堂熱烈開辦中！>>>> 請按我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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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 2019年 阿根廷單國13⽇ 團嗎？！>>>> 請按我前往！★★★

★★★中南美洲系列講座，欣講堂熱烈開辦中！>>>> 請按我前往！★★★

 
 

★★   晚晚  鳥鳥  限限  時時  搶搶  購購  ★★

今今  年年  最最  後後  一一  波波  優優  惠惠  ，錯，錯  過過  等等  明明  年年  ！！  加加  碼碼  優優  惠惠  ，年，年  底底  大大  出出  清清  ！！

凡報名2019/12/21之出發日團體， 

09/09之前繳付訂金，第二人可折 $12,000

※ 以上優惠方案適用於2019指定出發日

※ 此優惠不與早鳥優惠及銀行優惠併用

※ JOIN旅客與不佔床孩童恕不適用 

 
 

【早⿃‧優惠】

去中南美洲絕非今天決定明天出發，⽽是需要⻑久規劃。為了準備完善、保證服務品質，

所有中南美團都必須盡早確定是否成團，因此建議您提早計劃您的南美旅遊⾏程。

此團除了全程安排中文導遊，還包含⼩費 (130美⾦)、簽證 (約7500元)、Wifi分享機 等各項貼⼼服務，

還提供給您最多12個⽉的報名優惠選擇，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可享13,000元優惠！

★於出發⽇ 1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10,000 元 折扣

★於出發⽇ 8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8,000 元 折扣

★於出發⽇ 6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6,000 元 折扣

★於出發⽇ 4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4,000 元 折扣

★於出發⽇ 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2,000 元 折扣

【超‧早⿃‧優惠】

★該團最先報名付訂 前⼗名團員贈送伊瓜蘇橡⽪艇瀑布體驗(價值2,000元)，

前五名團員再加碼 3,000 元 優惠！！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適⽤於2020全年度出發⽇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僅適⽤全程參團旅客，JOIN旅客與不佔床孩童恕不適⽤

 

※凡持⽟⼭、國泰世華、台新、台北富邦、花旗、匯豐、澳盛、中國信託、遠東銀⾏等銀⾏信⽤卡，

立享3期0利率分期付款，讓您旅遊更easy，輕鬆無負擔。還有5期、6期、8期可供選擇。詳情請看：銀⾏專區

 

https://travel.liontravel.com/detail?NormGroupID=9b5d6719-b176-4e38-8500-75e720a8edbb&GroupID=19XA903EK-T
http://xinforum.xinmedia.com/collection.aspx?classid=74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act/index.asp#Sprima=def00L2A07


 行程內容

因應航空公司機場的團體作業規定，請旅客於出發前七天繳交護照予旅行社 ◆路過參觀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特殊安排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
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今天，懷著期待及冒險的心情，我們將展開一場前所未有、驚奇又浪漫的旅程，前往世界最南國度之一：阿根廷！

在一切準備就續之後，晚上在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出發搭乘阿酋航空全新路線的班機，前往杜拜轉機飛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餐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從杜拜出發之班機會在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在巴西里
約熱內盧短暫停留

清晨從杜拜再次搭機飛往南美洲最南端的國度阿根廷，並在傍晚降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機場，前往指定飯店住宿，舒緩因長途飛行帶來的疲憊感。

位於南美洲最南端，阿根廷在拉丁語意為銀之國。這片將近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充滿神秘魅力，誘惑了眾多歐洲探險家和征服者爭相前來尋找埋藏許久的財寶。
500多年前征服者從歐洲帶來了各種文化，其中以西班牙文化為主，淹沒了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和原住民文化。
從那時起，阿根廷就走上了與其他南美國家不同的道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僅僅數十年的時間，大批歐洲各國移民越過大西洋來此定居，歐洲文化以獨特的
形式在這裡紮下根來，帶著各種理由離鄉背井的人們，不斷徘徊於希望與失望之間，逐步把阿根廷培育成第二個歐洲，全國人口將近4000萬，95%是歐洲移民，
而號稱南美巴黎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美麗城市。來到這裡，欣賞一場享譽全球的國粹Tango探戈秀，您一定會對原有的南美印象有180度的轉
變。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Hotel Intercontinental Buenos Aires 或 Alvear Art Hotel 或 Regal Pacific Puerto Madero

-布宜諾斯艾利斯已連續十年榮獲拉丁美洲最佳旅遊城市

享受過早餐後，您將認識玩美南人Eric的家鄉：行程當中最有歐洲味道的一站，素有南美巴黎之稱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此城居住有許多西班牙、義大利移民，市內到處看的到強烈巴黎風格的建築物，擁有一種獨特的歐式美麗風情。您將做一整天的深度城市觀光，前往參觀各大經典

歷史性建築物，◆七九大道和方尖碑，是最重要的城市指標，且據稱為全世界最寬的馬路；◆科隆劇院，世界三大劇院之一，建築風格雍容典雅，也是世界上為數

不多幾家自製戲服道具的劇院之一，目前收藏有九萬件戲服、兩萬雙戲鞋、五百多個劇目場景等等，著名聲樂家如帕華洛帝、多明哥等均在此演出過；●國會大
廈，由義大利人設計，議會廣場上有法國著名雕刻家羅丹的雕像；●五月廣場，為布宜諾斯艾利斯最早的市中心地區，周圍有不同歷史時期的建築，別名●玫瑰宮
的總統府，殖民時期的●市政廳與新古典派風格的◎大教堂等等；●博卡區，以繽紛亮麗的七彩鐵皮屋為主要特色，同時也是探戈的發源地，在這兒隨時能聽到美
妙的探戈音樂在咖啡館中播放；充滿抽像感的探戈●女人橋；最新首都地標●金屬花雕；最能代表阿根廷式浪漫的◎玫瑰公園，其中我們將會欣賞到上百多株各式
各樣的玫瑰；以及聞名世界、號稱世界最古典特別之一、位於高級住宅區中的◎貴族墓園，這個西方人必到的景點，宛如一作囊括所有建築風格的歐洲小城。阿根

廷國母Evita就葬在當中。
中午，將特別安排在★新興高級社區餐廳，享用阿根廷炭烤及國際料理。豐盛程度，絕對讓您驚訝！

下午特別安排Eric獨家推薦的兩個景點：登上如今已成為博物館的★19世紀海軍訓練艦，曾經繞過地球47次，保存完善，讓您近距離欣賞一百多年前的西方戰
艦；以及參觀由100年前的歌劇院改裝，由National Geographic評為★世界最美的劇院書店！如今舞台已改成咖啡廳，包廂變成讀書區，但古典氛圍依舊在，
絕對是值得到此一遊的獨家景點！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阿根廷炭烤及國際高級自助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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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台北 杜拜

第2天
杜拜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第3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晚餐 ：中式料理

旅館

Hotel Intercontinental Buenos Aires 或 Alvear Art Hotel 或 Regal Pacific Puerto Madero

-卡拉法特位於號稱巴塔哥尼亞的阿根廷南部，南緯49°，氣溫比起台灣相對來說比較低，且因在戶外，建議準備防風防水外套，保暖衣物及登山鞋 -越野車活動總
共大約2.5~3小時

今天啟程飛往大冰川國家公園，去欣賞大自然的特別演出。

中午抵達位於巴塔哥尼亞，阿根廷南部的卡拉法特。一下飛機，迎接您的將是撲面而來的清新無比的空氣。在前往飯店的路上，一邊是巴塔哥尼亞高原山脈，一邊

是南美第三大湖泊：阿根廷湖。此湖源頭就是明天您要去的大冰川國家公園，而此湖水就是冰川碎冰加上融雪遺留下來的，由於含有豐富的礦物質，湖水表面碧藍

無比，旖旎的湖光山色，絕對會讓您一下飛機就有種想按相機快門的衝動。

這裡雖然離南極還有2000公里，卻是看大型冰川最佳的地點之一。倚靠在安地斯山脈旁的卡拉法特小鎮是出發前的住宿基地，雖然人口才剛破2萬，但飯店、餐
廳、銀行、郵局，應有盡有，是個充滿木製建築的特色小鎮。

今天要來點刺激，但有驚無險的活動：乘坐★4X4越野車往西走，經由古代冰川底部的崎嶇山路，途中有些地方甚至達到30度的坡度，攀爬Huyliche山，直達
Balcón de El Calafate！

在這裡，有機會看到野生動物如灰狐、禿鷹、原駝，可以俯瞰湛藍如玉的阿根廷湖(可看到北跟南分支)，可清楚看見昨天您親自攀爬過的Perito Moreno冰川發源
地，,也有機會欣賞到高達3375公尺的Chaltén跟3128公尺的Torre兩座雪山。在這裡，El Calafate小鎮就像是一座小模型一樣，車輛跟人的移動都慢了許多，
整座小鎮，就在您腳下。

晚上在小鎮餐廳品嘗★烤羊肉特色餐之後，您可在街上漫步，也可購買一些小禮品及特產，又或者寫張明信片... 相信您絕對會喜歡上這裡的感覺。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機場發餐費
晚餐 ：阿根廷烤肉特色餐

旅館

Lagos Del Calafate 或 Calafate Parque Hotel 或 Alto Calafate Hotel

-大冰川國家公園已於198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冰川健行活動總時間大約2個半小時，健行時間大約40~60分鐘 -冰川健行需穿登山鞋並套
上活動單位提供的冰爪方可開始活動 -冰川健行活動依主辦單位規定，參加活動者年齡需介於10-65歲之間，若低於10歲或超過65歲者以及孕婦，將無法參加此
活動，故將退費$4,500元。

早上跟導遊約好，在飯店碰面後開始出發，在碧綠的阿根廷湖一路陪伴下，前往80公里外的大冰川國家公園。
大冰川國家公園是阿根廷最大，也是最老之一，共含蓋7240平方公里的面積，在1937年就已成為國家公園，並在1981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此景點之所以有名，並且這次選擇帶您來此遊玩，有幾大原因：

首先，阿根廷大冰川是除南極大冰川、格陵蘭大冰川之後，全球第三大冰川區，冰川為極地以外最大型之一，由47個大小冰川組成，其中最著名的是Perito
Moreno莫雷諾大冰川；
再來，是世上最容易接近的冰川群，不在極地，不需坐遊輪，只需坐車一個多小時，海拔也只不過1千多公尺，比起世上其他平均海拔2500公尺的冰川來說，溫度
並不會太低；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公園中的莫雷諾冰川是世上少數還"活著"的冰川，目前不但沒有因全球暖化後退，反而仍在增長中，而就是因為它會移動，您若站
在它面前很有機會聽到冰塊受壓破裂而產生的如打雷般的轟鳴聲及親眼目睹前緣巨大冰塊破裂墜落的震撼情景。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阿根廷除伊瓜蘇瀑布以外最有名的大自然景觀莫雷諾大冰川。

進入國家公園，穿越山林、湖泊、之後，盡在眼前的就是這目前世界上最壯觀的自然奇景，3萬年前形成的冰天雪地。有60米高(是湖面下的1/10)，4公里寬，及
數十公里長，從看不盡的安地斯山上，經由山谷之間往下綿延，直到阿根廷湖。

今早安排您穿上冰爪 ，登上這已有三萬年的★冰川上建行。這種萬年冰川近在咫尺、在257平方公里的冰川面積上行走的感覺...是感動？是興奮？還是震撼？一
步一步走進這冰世界，會深深體會到人類是多麼的渺小，頓時，眼前的冰牆所產生的氣勢，配上安靜無比的環境，彷彿時間也停止了。

在用過午餐後，下午將安排您遊玩●在岸上修建的上公里的走道所組成的觀景台，在這裡您可用不同的角度，來更加認識它的氣勢，可清楚看到冰川是如何從雪山
頂上“傾瀉”而下。冰川表面犬牙交錯、正面筆直如削、頂部有無數裂隙，經過陽光的透射、折射，呈現出繽紛的顏色，這已不是用壯觀兩字可以形容的了。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國家公園內發餐費
晚餐 ：飯店內

旅館

Lagos Del Calafate 或 Calafate Parque Hotel 或 Alto Calafate Hotel

第4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卡拉法特El Calafate

第5天
卡拉法特El Calafate﹝大冰川國家公園﹞

第6天



-烏斯懷亞位於阿根廷最南端，南緯54°，氣溫比起台灣相對來說比較低，且因在戶外，建議準備防風防水外套，保暖衣物及登山鞋 -4-9 月氣溫較低，此區間將進
行2小時遊船，欣賞燈塔，各種海獅、及外表類似企鵝的海魚鷹，每年10-3月，氣溫回暖，於天氣許可狀態下將加贈觀賞企鵝行程，行駛到距離更遠的企鵝島Isla
Martillo

一早搭機前往阿根廷最大島嶼火地島的省會：烏斯懷亞。

烏斯懷亞建於1884年，距離布宜諾斯艾利斯大約3094公里，到南極不足1000公里，是距離南極最近的”世界最南端城市”。
1520年，從大西洋一側南下的麥哲倫看到斷崖上有多處火光，這些火光其實是住在這裡的原住民的火把，但麥哲倫認為這裡是大風不斷的不毛之地，火可以持續
燃燒實在不可思議，因此給這裡取名”火之大地”。
火地島被麥哲倫海峽、比格爾海峽和大西洋包圍，面積大約是4.8萬平方公里，其中將近一半為智利領土。阿根廷一側的火地島中心是烏斯懷亞，主要資源有石
油、金礦、天然氣等地下資源，此外這裡的林業、漁業、綿羊飼養業及觀光業也都很發達，並且這裡還是重要工業區及自由港。

抵達烏斯懷亞後，搭乘★比格爾海峽遊船，遊覽連結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比格爾海峽，而這海峽的名字來源於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曾經乘做過的比格爾號。

通常您可在途中看到各礁石上棲息的各種海獅、無數外表類似企鵝的海魚鷹，甚至如果運氣好，還可看到因好奇而靠近的海豚。另一個重要景點是建於1919的
Les Éclaireurs燈塔。這個小燈塔紅白顏色讓人印象深刻，曾經在電影《布宜諾斯艾利斯》中出現過，看過電影的人或許有印象。

如果您於★10-3月來此，將獲得加碼觀賞企鵝行程，經過燈塔後繼續航行，可以看到海峽與群山的絶佳景色。遠遠可以看到阿根廷這邊的阿爾曼薩港Puerto
Almanza，以及智利那邊的威廉姆斯港海軍基地Base Naval Puerto W illiams。之後航行經過鎚子島Isla Martillo，停泊在此★觀賞企鵝，這裡是麥哲倫企鵝
和巴布亞企鵝的棲息地，可愛的模樣絕對讓你不斷按下快門。

遊船航線與海岸十分接近，您可以看到岸上的植物和動物。您還可以欣賞隧道農莊 Estancia Túnel和漩渦農莊 Estancia Remolino，這裡有1912年以來就在
這裡半沉的“蒙特薩米恩托號”蒸汽船 Buque Vapor Monte Sarmiento，露出水面的船身，就像電影場景一般，令人印象深刻。

在返回之前，您將看到烏斯懷亞被山巒環繞的美景，這裡既有美麗的自然風光，也有豐富的歷史人文價值。在船上點一杯熱咖啡，或走到甲板上吹吹冰冷的南半球

海風，想像著僅在對面的南極洲面貌... 這是一趟獨特的航行。

今晚特別安排前往當地餐廳品嘗★阿根廷式帝王蟹與海鮮料理，稍後入住飯店。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機場發餐費
晚餐 ：阿根廷式帝王蟹及烤肉料理

旅館

Hotel Tierra del Fuego 或 Hotel Albatros

-世界最南端投遞站並不是全年開放，但位於烏斯懷亞的世界最南端郵局則全年營業

早餐後，出發遊覽世界最南端國家公園：火地島國家公園。

建於1960年，位於烏斯懷亞以西12公里，面積大約689平方公里，但只有小小的20平方公里開放給民眾，這裡，保護了世界最長安地斯山脈沉入海底前的最後一
部份、無數的雪山、冰川型湖泊、河流、海灣、以及各種巴塔哥尼亞動植物，是世界上重要的自然保護區。

我們將前往市郊搭乘由蒸氣機車牽引的★”世界盡頭小火車”進入國家公園(大約40分鐘)，沿途可看到100年前由當時流放到這島上的囚犯所砍伐的樹木的樹敦遺
跡。值得一提的是，火車所使用的鐵軌，也是由囚犯於1910年建設的。園內的山脈雖然海拔僅在1000~1500公尺間，但是都險峻無比，巴塔哥尼亞的代表樹木
如榆樹跟山毛櫸在此也都看的見。我們將可漫步在步道上，走過森林、穿過草原，來到●拉帕塔亞海灣，親自在鼎鼎有名的泛美公路最末端拍照留念，更可以到位
於海邊的★世界最南端的投遞站，把寫好的明信片蓋上當地特別的章後寄出，讓遠在台灣的親朋好友一同感受這天涯海角的感覺。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國家公園內發餐費
晚餐 ：阿根廷海鮮料理

旅館

Hotel Tierra del Fuego 或 Hotel Albatros

早晨起來走到街上，偶爾可看到面對著比格爾海峽的烏斯懷亞海港內停泊著大型郵輪或前往南極的破冰船，您會發現，這裡，真的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盡頭！

上午您將前往兩個獨一無二的博物館：◎世界盡頭博物館(Museo del Fin del Mundo)以及◎監獄博物館與海洋博物館(Museo del Presidio & Museo
Maritimo)。
世界盡頭博物館位於面向港口的大街上，館內展示著曾經生活在火地島上的四個部落的相關生活物品以及19世紀開始來到的白人故事點滴，當中展示的所有物品
都是極具歷史價值。同時，火地島最豐富的動物標本展示以及一個開放的完整圖書館，也都呈現在這裡。

監獄博物館與海洋博物館是由百年前的舊監獄改建而成，如今，每一個牢房都誠為了一個展示點。1896年國家開始向烏斯懷亞這個新建小城運送重要犯人及政治
犯，最多時曾關押了近600名囚犯，而這些人就是擴建烏斯懷亞及建造深入森林的火車鐵軌的幕後功臣。
此棟建築目前除了是監獄博物館，同時還容納了另外三座規模較小的海洋博物館、José María Sobral南極博物館及海洋藝術博物館。
下午搭機回布宜諾斯艾利斯。

餐食

卡拉法特El Calafate 烏斯懷亞Ushuaia

第7天
烏斯懷亞Ushuaia﹝火地島國家公園﹞

第8天
烏斯懷亞Ushuaia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中式料理

旅館

Hotel Intercontinental Buenos Aires 或 Alvear Art Hotel 或 Regal Pacific Puerto Madero

-因所在地屬於亞熱帶雨林，請您做好防曬措施，並為相機做好防水措施、準備雨衣、短褲、拖鞋

早餐後，搭機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您將前往南美聞名於世的世界自然遺產，也是世界上最寬的瀑布群：伊瓜蘇大瀑布。

抵達後，特別安排入住伊瓜蘇亞熱帶森林裡又特別又美，由數個★吊橋組成的飯店。此家飯店設計新穎，提供五星級的設施和裝潢，並與森林結合。漫步在飯店的

木地板露臺上，深呼吸，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徹底放鬆、慢下步調，享受假期，帶給您完全不同的感受！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

旅館

Loi Suites Hotel

-伊瓜蘇國家公園已於198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自然遺產 -因所在地屬於亞熱帶雨林，請您做好防曬措施，並為相機做好防水措施、準備雨衣、短褲、
拖鞋 -如有意願自費參加搭乘橡皮快艇靠近瀑布峽谷，請於報名時一併告知業務，並繳交費用2000元/人

首先您將前往◎伊瓜蘇國家公園換乘★觀光小火車遊覽熱帶雨林以及伊瓜蘇大瀑布的精華點魔鬼咽喉瀑布，此瀑布高82公尺 寬120公尺，非常的壯觀雄偉，絕對
讓您嘆為觀止。

抵達後我們將可漫步在多條步道上，這些步道將帶領著我們至瀑布頂部看由275大小不同、景觀各異的瀑布群所組成的上千萬加侖的河水以千軍萬馬之勢從各小瀑
布飛騰而下，驚心動魄的感受，由不得令人感嘆上帝造物及大自然的美妙。之後隨著步道也可到達瀑布中下遊，近觀好像將要被大水沖走一般。

下午可自費參加(費用為2000元/人) 乘坐橡皮快艇靠近瀑布峽谷，親臨其境，感受那瀑布像雨洒般四散在訪客的頭上，置身於大洪水中的感受。特別安排乘坐橡
皮快艇靠近瀑布峽谷，親臨其境，感受那瀑布像雨洒般四散在訪客的頭上，置身於大洪水中的感受！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國家公園內
晚餐 ：當地料理

旅館

Loi Suites Hotel

-晚上請您著正式服裝參加探戈秀晚宴，此表演會延續到晚上十一點多，並在十二點左右返回飯店

今早您將離開伊瓜蘇，返回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市中心的Calle Florida★佛羅里達街，曾是19世紀下半葉上流社會的豪宅區，但在接下來幾年漸漸轉變為一條商業街，並在1913年，成為全國第一條步行街。
100多年後的今天，目前已成為大約1000公尺長的觀光步行街。這裡集中了商店、餐廳、咖啡館、酒吧、書店，而阿根廷的特產之一皮革製品商店也都可在這裡
找到，不管是平價或者高級品牌，皮衣、皮靴、皮包等，各店都有自己獨特的設計。

在這裡，您將有一個下午的時光可以到處走走，看看百年前的豪宅如何裝修成現在的百貨公司、逛逛阿根廷品牌皮革店，又或者找一間咖啡館坐下來靜靜品嘗南美

巴黎的午後。

回飯店稍作休息後，晚上帶領您前往觀賞聞名於世的探戈秀。在導遊時期南美達人Eric曾看過多家表演，這次特為您選了一家他最為中意，位於城市地標七九大道
的方尖碑旁的★Tango Porteño，享用道地的阿根廷牛排及特產紅酒，觀賞阿根廷國粹，精采的探戈秀。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料理
晚餐 ：Tango Porteño

旅館

Hotel Intercontinental Buenos Aires 或 Alvear Art Hotel 或 Regal Pacific Puerto Madero

第9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伊瓜蘇Iguazu

第10天
伊瓜蘇Iguazu ﹝伊瓜蘇國家公園﹞

第11天
伊瓜蘇Iguazu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之班機會在抵達杜拜前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短暫停留

早晨我們將驅車前往Rio Parana巴拉那河中，號稱南美威尼斯的Delta三角洲，沿途經過世界最寬河口●拉普拉塔河。
Delta三角洲位於首都30公里外，首都西北郊區Tigre老虎城旁邊。老虎城曾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貴族週末度假聖地，因五百年前此處為美洲豹棲息地，而當
時的西班牙殖民軍不認識這種動物，誤以為是老虎，故命名此城為老虎城。

在此我們將★包船進入這擁有兩萬六千多平方公里，上百島嶼的世界第二大三角洲，穿越縱橫交錯的河網，體會交通往來都得依靠船的特殊景象，欣賞河流劃分出

的無數迷人島嶼及島上別墅與當地人的生活風光。

今日午餐將特別安排您★登上其中一座小島享用美味當地料理，您可最後一次享用阿根廷厚達快5公分的炭烤牛排，大快朵頤一番！。
下午出發前往國際機場，載著滿滿的回憶與成就感，首先撘乘班機飛往杜拜，踏上返回台灣的漫長旅途。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小島餐廳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抵達杜拜後，辦理登機手續，搭乘夜班機返回台灣。經國際換日線，夜宿機上，隔天抵達溫暖的家。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今天下午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正式結束充滿冒險、壯闊、熱情的南美阿根廷單國深度探索之旅。在此，期待在下次的旅程中再與您相見!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

溫暖的家

第12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杜拜

第13天
杜拜 台北

第14天
台北

 行程備註

辦理阿根廷簽證所需證件與資料繁多，準備期與辦理天數約為⼀個⽉，這段時間煩請客⼈不要安排出國計畫，感謝協助！

1. 本⾏程最低出團⼈數為15⼈以上(含)，最多為35⼈以下(含)，機位數不代表成團⼈數，請旅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訊。

2. 正確⾏程、航班及旅館依⾏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 外站參團 (Join) 的旅客，售價不含機票(台北-布宜諾斯艾利斯來回)以及阿根廷簽證。

4.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會隨國際油價⽽有所調整。

5. 此⾏程持中華⺠國護照需有以下資料：

A.中華⺠國護照正本 (建議護照效期:返國⽇算起六個⽉以上的效期,簽名勿重覆簽名或塗改)

B.旅客基本資料表

6. 關於飯店房間安排：

A.請特別注意：本⾏程係由達⼈領隊或專職達⼈領團，故無⾃然單間(即無法與領隊/或達⼈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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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為單⼈報名者，最後如團體成⾏且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須另⽀付單⼈房差$30,500元起。

B.若旅客有三⼈房或加床需求時，其費⽤及房間有無應依服務⼈員告知為主。中南美地區⼤多數以雙⼈房2張單⼈床為基準房型，⼀⼤床部分房型較少，三⼈房型許多

飯店都無此房型。如遇⼀定要需求三⼈房型⽽飯店無法提供此房型狀況下，僅得依住宿飯店之房間⼤⼩狀況需求加床服務，尚請⾒諒。

7. 本⾏程不接受湊票或中途脫隊者。

8. 冰川健⾏活動依主辦單位規定，參加活動者年齡需介於10-65歲之間，若低於10歲或超過65歲者以及孕婦，將無法參加此活動，故將退費$4,500元。 

9. 每年 4-9 ⽉氣溫較低，火地島遊船將進⾏2⼩時遊船，欣賞燈塔、各種海獅，及外表類似企鵝的海⿂鷹，每年10-3⽉，於天氣許可狀況下，將加贈觀賞企鵝⾏程，船

會⾏駛到距離更遠的 Isla Martillo，有機會可看到企鵝。

10. 報名參團限制規定：

請注意！本⾏程具有⾼度體能消耗之可能，⼜⾏⾞路線多有顛簸，當地醫療⽔平不佳等因素，報名本⾏程之旅客，基於⼈⾝安全及風險考量，應符合下列規定，本公司

始受理報名

Ａ：70歲以下，健康狀況良好並具獨立⾏動⼒，且無⼼⾎管、慢性病、呼吸道、骨質疏鬆等疾病、無懷孕或⾏動不便或體適能狀態不佳者

Ｂ：70歲以上或⾏動不便或領有殘障⼿冊者，應有符合A條件之隨⾏親友陪同參團，並在親友協助下可獨立完成本⾏程

Ｃ：其餘非上述狀況，⽽經本公司認定有參團⼈⾝或健康風險者，需提供合法醫療院所之旅遊醫學⾨診所開立之適宜參團證明文件

Ｄ：建議應⾃⾏加購旅遊平安險或海外醫療保險

費⽤包含： 

1.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含各地機場稅、燃油費）與阿根廷簽證

2.當地全程中文導遊 

3.全程領隊、導遊、司機、飯店⾏李⼩費 

4.每⼈每天1瓶⽔

5.⾏程所需觀光簽證費⽤ 

A.阿根廷三個⽉多次觀光簽證

B.辦理阿根廷簽證所需證件與資料繁多，準備期與辦理天數約為⼀個⽉，這段時間煩請客⼈不要安排出國計畫 

6.⾏程中所列之各地住宿、交通、餐食、景點⾨票等(不含⾃費項⽬）

7.保險：本⾏程包含旅⾏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保額為新臺幣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20萬 (實⽀實付)。

費⽤不含：

1.個⼈護照費及個⼈性消費

2.居住地⾄桃園國際機場接送費⽤ 

3.床頭⼩費

4.⾃費活動：伊瓜蘇橡⽪艇瀑布體驗，費⽤為台幣2000元/⼈，如欲乘坐，報名付訂⾦時請告知業務⼈員，請務必於報名截⽌前告知是否搭乘。 

簽證 (已含在團費內)：

1.需要申請簽證者：⼀般觀光者(觀光、遊覽等) 

2.此團需辦理阿根廷簽證

3.備註：簽證申請⼀旦受理，無論核發與否，或申請⼈要求撤件者，所繳費⽤均將不予退還

⼩費：

在美洲地區適時給予服務⼈員些許⼩費，是⼀種國際禮儀，也是⼀種實質性⿎勵與讚許；各項有必要給予⼩費的建議如下，請參考：

* 隨團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已包含在團費中)

* 餐廳服務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李服務⼈員上、下⼤⾏李之⼩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房間清潔⼈員之⼩費：每間房1美⾦，置於枕頭上

* 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再決定付⼩費之多寡

WIFI分享器：

-2018年七⽉(含)以後之出發團體開始免費提供此服務。

-按照分房，每間房提供⼀台。

-網路為4G，但依照各國當地服務品質與地區偏遠程度，網路訊號有可能受到影響。

-流量吃到飽，⾼速流量500mb之後降速。

-服務將於抵達⽬的地當天開通，離開⽬的地那天結束。

電話：

從國外撥回台灣:

該國國際冠碼 ＋ 台灣國 (886) ＋ 區域號碼(去零) ＋ ⽤⼾電話號碼

從阿根廷撥回台北市：00＋886＋2＋2737-XXXX

使⽤⾏動電話時→ 去掉第⼀個零即可：00＋886＋921-999-XXX

從台灣撥往國外:

台灣國際冠碼(002) ＋ 該國國碼 ＋ 區域號碼(去零) ＋ ⽤⼾電話號碼 

從台灣撥往布宜諾斯艾利斯：002＋54＋11＋5678-XXXX

使⽤⾏動電話時→ 區碼前⾯加9，去掉電話號碼前⾯的15即可：002＋54＋911-1234-XXXX

阿根廷: 國際冠碼00 國碼54 

布宜諾斯艾利斯區碼11 卡拉法特區碼2902 烏斯懷亞區碼2901 伊瓜蘇區碼3757

電壓時差：

阿根廷

1.電壓(伏特)：220V　插座I

2.時差：比台灣慢11⼩時

安全守則：

https://travel3.liontravel.com/detail/ http://www.liontravel.com/webpd/webvisa10_info.asp?sOpenwin=1&sFrom=Erp&sCountry=AR&sSeq=01


疾病檢疫 

a. 出國前可上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國際疫情資訊，若前往流⾏病疫區時，請於出國前4⾄6週⾄「旅遊醫學⾨診」由醫師評

估接種疫苗或服⽤藥物之需求；旅途中或返國途中如出現發燒、嘔吐、腹瀉、⽪膚出疹、黃疸等症狀時，請於返國時向

機場檢疫⼈員通報；因傳染病有潛伏期，如回國後出現上述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近期旅遊史，做為診斷

及治療之參考。

b. 相關國際疫情、防治措施及全國12家旅遊醫學⾨診相關資訊，請參閱該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

「入出境健康管理」專區查詢，或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防疫專線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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