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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特色﹕ 
 高角度觀賞南美洲的著名奇

觀，乘坐直升機，空中鳥瞰世

界最寬的伊瓜蘇大瀑布。 

 乘橡皮艇直衝到瀑布之下探

險，接受瀑布雨霧的洗禮，盡

情仰望氣勢澎湃的大瀑布。 

 里約熱內盧兩大著名地標糖麵

包山及基督像。 

5 晚 海陸空全方位 

觀賞伊瓜蘇大瀑布 

暢遊 里約熱內盧、     

伊瓜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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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瓜蘇大瀑布 

巴西(當地遊)   

 
 

自由團 旅遊新模式 

 
2 人成行 

專員遠赴當地考察，設計獨特旅遊體驗旅遊顧問度身籌劃您 

尊屬的行程貼心安排愜意住宿、地道佳餚 

英語司機私人兼導遊專車接送 

貼心安排愜意住宿、地道佳餚、餐廳推介及英語司機接送 

BRASIL 

 
 

伊瓜蘇珍禽異鳥
園池 

 

基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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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里約熱內盧機場 ~ 酒店休息  

自備機票前往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約熱內盧，再由專業導遊於機

場接待前往酒店。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 是葡萄牙文，意即「一月的河」，

在 1960 年以前曾為巴西首都。有「美麗城市」之稱，風景優美，市

內的里約熱內盧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而基督像也是世界新七

大奇跡之一。 
 

【酒店 - Belmond Copacabana Palace Hotel】酒店坐落科帕卡巴

納海濱(Copacabana Beachfront)，房間提供大理石浴室且全海景的

奢華客房，可從陽台呼吸海洋空氣，欣賞窗外的里約熱內盧生活。 
 

早餐 飛機          午餐 客人自理         晚餐 客人自理 
 

住宿里約熱內盧 – Belmond Copacabana Palace 或同級(5*) 

 

香港出發前往里約熱內盧 

 

  

 

 

 

 

 

 

 

 

 

 

 

 

 

 

 

 

 

 

 

 

 

 

 

 

 

 

 

 

 

 

 

 

 

   

專車 導遊服務 

糖麵包山 

https://www.belmond.com/hotels/south-america/brazil/rio-de-janeiro/belmond-copacabana-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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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里約熱內盧 ~ 基督像 ~ 科帕卡巴納海灘 ~ Ginga Tropical 巴西

文化表演 ~ 酒店休息 
 

【基督像 Corcov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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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帕卡巴納海灘 Copacabana】科帕卡瓦納海灘位於里約熱內盧

市的黃金地段，被稱為世界上最有名的海灘之一，海岸沿線長達 4.5

公里，海水蔚藍，浪花雪白，沙灘潔淨鬆軟，非常的迷人。 

【Ginga Tropical 巴西文化表演】在令人驚嘆的文化表演探索巴西

的多元文化和舞蹈風格，體驗著名的里約狂歡節似的狂熱，亮麗華美

的服飾配上動感的音樂旋律，舞藝精湛的舞蹈員扭動著身軀，充份體

現了巴西人的熱情豪放。(*逢星期四、五、六及日演出) 
 

早餐 酒店          午餐 客人自理         晚餐 客人自理 
 

住宿 里約熱內盧 – Belmond Copacabana Palace 或同級(5*) 

 

  

專車 市內觀光 導遊服務 
容易至中難度 

 第三天  

里約熱內盧 ~ 糖麵包山 ~ 半天市內觀光(專車) ~ 酒店休息 

【糖麵包山 Sugar Loaf Hill】位於瓜那巴拉灣旅遊勝地的糖麵包

山，此山像個巨大的花崗岩膝蓋，從海中突起，乘吊車登山，站在海

拔 400 公尺的山頂往下看，俯瞰里約熱內盧的群山，及著名的

Copacabana 海岸將盡入眼簾。 

【半天市內觀光】由英語導遊帶領乘坐專車遊覽里約熱內盧市內重要

景點，如：大教堂、市政劇院、國家圖書館、國家美術博物館、

Cinelandia 廣場及其歷史建築。 
 

早餐 酒店          午餐 客人自理         晚餐 客人自理 
  

住宿 里約熱內盧 – Belmond Copacabana Palace 或同級(5*) 

專車 導遊服務 市內觀光 
容易 

https://www.belmond.com/hotels/south-america/brazil/rio-de-janeiro/belmond-copacabana-palace/
https://www.belmond.com/hotels/south-america/brazil/rio-de-janeiro/belmond-copacabana-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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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里約熱內盧 ~ 伊瓜蘇大瀑布（Iguassu Falls,巴西境內）~酒店

休息 

早餐後，自備機票出發乘坐內陸機到伊瓜蘇(IGU)。 
 

【伊瓜蘇大瀑布 Iguassu Falls】伊瓜蘇瀑布是位於巴西跟阿根

廷邊界的世界新七大自然奇景，是一個來到南美最不能錯過的

景點之一！特以安排河、陸、空全方位觀賞大瀑布。 

【酒店 - Belmond Hotel Das Cataratas】是伊瓜蘇瀑布公園內唯一

酒店，得天獨厚地理位置，酒店與自然融為一體，高級客房具葡萄牙

風格，巴西藝術家繪畫傳統上光瓷磚畫，用豐富色彩配深色木家具，

並擺設當地獨特植物點綴。豪華瀑布景觀客房，能一覽伊瓜蘇瀑布壯

觀景色。 
 

早餐 酒店          午餐 客人自理         晚餐 客人自理 
 

住宿 伊瓜蘇 – Belmond Hotel Das Cataratas 或同級(5*) 

 

 

早餐豪華河輪餐廳          午餐豪華河輪餐廳         晚餐 豪華河輪餐廳   

住宿 亞馬遜河流域 – 豪華河輪「Grand Amazon」 Acara Deck 

(Third floor cabins)  

 第五天  

伊瓜蘇大瀑布(巴西境內大瀑布遊覽 : 瀑布步行區 ~ 乘直升機觀

賞大瀑布 ~ 馬古高森林 : 乘橡皮艇穿越瀑布) 
 

【巴西瀑布步行區】 步行區內遊覽欣賞，上上下下、彎延曲折，大

小瀑布及自然野趣均各有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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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機觀賞大瀑布】 直升機於大瀑布上空盤旋，俯瞰最壯觀的全 

景風貌，充份感受大自然令人驚艷的鬼斧神工 !  

【馬古高森林】 乘坐吉普車拖動的無頂車廂穿梭叢林，緩緩下降到 

深谷的底部，然後再搭乘橡皮艇來到轟隆作響的瀑布邊緣，盡情仰望

氣勢澎湃的瀑布，令人震撼不已。 
 

早餐 酒店          午餐 客人自理         晚餐 客人自理 
 

住宿 伊瓜蘇 – Belmond Hotel Das Cataratas 或同級(5*) 

 

觀光船 

專車 導遊服務 
容易 

導遊服務 直升機 容易 

https://www.belmond.com/hotels/south-america/brazil/iguassu-falls/belmond-hotel-das-cataratas/
https://www.belmond.com/hotels/south-america/brazil/iguassu-falls/belmond-hotel-das-catar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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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酒住宿 

佔半房 (每位成人) HKD 
單人房 附加費  
Single Suppl.  
(Per Person 

Per Stay) 
2-3 人同行 4-5 人同行 6 – 8 人同行 

3 晚里約熱內盧 +  

2 晚伊瓜蘇 

里約熱內盧- 

Belmond Copacabana Palace 或同級(5*) 

伊瓜蘇   

Belmond Hotel Das Cataratas  或同級(5*) 

$21,149 起 $20,649 起 $12,519 起 $8,529 起 

房間以兩人一房為主，單數報名則安排加床為準。如要求全程單人房，則需補單人房的附加費。  

Room based on two persons sharing a room. 3rd person will be extra bed or Single supplement for whole trip 
**如遇星期五/六/公眾假期，價格會有所調整。 

費用包括 Price Includes:  
 5 晚酒店住宿。  

 5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行程所述的觀光活動、接送連英語司機兼導遊。  

 Sightseeing tours, transfers with English speaking driver guide & train tickets mentioned in the above itinerary.  

 旅遊業議會 0.15%印花稅。  

 0.15% TIC Levy.  

 港幣$100,000 平安保險。  

 HK$100,000 Group Accident Travel Insurance.  
 

可選乘 不同航空公司 不同轉機點 為您的旅程作出最適合的選擇 (香港 / 巴西 -里約熱內盧/ 香港) 

航空公司  出發時間 到達時間 經濟艙 高級經濟艙 商務艙 

國泰航空 經紐約(由美國航空營運) 去程 16:10 19:05    

21:55 09:40(+1)    

回程 22:30 06:35(+1)    

09:00 14:15 (+1)    

荷蘭皇家航空  經阿姆斯特丹 去程 13:35 19:05    

10:45 (+1) 18:40    

回程 20:50 12:15 (+1)    

17:40 11:55 (+1)    

阿聯國際航空 經杜拜 去程 00:35 05:35    

08:05 15:25    

回程 02:55 23:35    

03:15(+1) 14:30    

航空公司資料只作參考，可隨時與本司旅遊顧問確認及查詢****所有  

 第六天  

伊瓜蘇珍禽異鳥園 ~ 伊瓜蘇大瀑布(阿根廷境內大瀑布遊覽 ：魔鬼咽

喉~阿根廷瀑布步行區) 

觀光節目後，由專車接待返回伊瓜蘇機場(IGU)完結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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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咽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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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 
 
備註:  

-行程中之景點安排會視乎當地情況而有所改變，一切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行程中之司機安排會視乎當地情況而有所不同，一切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導遊服務 容易 

https://www.belmond.com/hotels/south-america/brazil/rio-de-janeiro/belmond-copacabana-palace/
https://www.belmond.com/hotels/south-america/brazil/iguassu-falls/belmond-hotel-das-catar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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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証資料 Entry Visa 

HKSAR 及 HKBNO 可免簽証入境巴西，最多停留 90 天。  Both HKSAR & HKBNO are visa free with max stay for 90 days. 

 

備註:- 

 

Remarks:- 

  費用以港幣計算及以成人為作價單位。   Prices are quoted in HK dollars and per adult basis. 

  請提供護照副本及飲食喜好作預訂。   
Please provide passport copy and dietary restrictions for 

reservation. 

  小童價格須另行計算。   Child price is upon request.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TIC highly recommends every traveler to purchase travel 

insurance that meets your need before departure. 

  有關        無線上網服務，均以酒店安排為準。    WIFI service, subject to hotel arrangement. 

條款及細則:-  Terms & Conditions:- 

  訂金每位 HK$5000，餘款必須於酒店及機位確認後 3 天內清付清，或

機位及酒店確認期限前繳付餘數 (以較早之日期計算) ，否則當自動取

消，訂金恕不退還。 

 

  Deposit of HK$5000 per person is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balance payment is required within 3 days after confirmation or 

deadline set by airline or hotel whichever is earlier, or deposit will 

be forfeited. 

  
凡於出發日期前 7 天內預訂，須繳付全費。 

  Booking within 7 days before departure, full amount is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套票一經確認，不可更改日期、航線及退款。 

  No amendment,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is allowed once booking 

confirmed. 

  
客人需持有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 6 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入境簽證，本公

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Passport must have minimum 6 Months Validity after period of 

stay. Jetou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ny matters & losses arising 

from travel documents 

  有關累積飛行哩數詳情，請參閱 www.asiamiles.com。   For Asia Miles accrual issues, please refer to www.asiamiles.com. 

  其他條款按本公司“責任及細則”為準，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詢或瀏

覽本公司網頁。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our travel consultants or refer to our website.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Prices & terms &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以上價目只適用於 2019 年 09 月 15 日起預訂。不適用於已確認及繳

付全費之訂位。 

  This flyer is applied for new bookings from 15SEP2019 onward. 

All previous bookings which have been confirmed cannot be 

applied. 

  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 10 萬元之平安保險，而該項保險由藍十字(亞

太)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事項及因

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亞太)保險公司

所發出之保單 TX900002 為準。本公司有權對顧客終止所有保障而不

須事先向外宣佈。此平安保險非取代旅遊保險，顧客應自行購買一份受

保範圍更廣泛之旅遊保險，令保障更全面。 

  Customers can enjoy up to $100,000 of group accident travel 

insurance, which underwritten by Blue Cross (Asia-Pacific) 

Insurance Limited. All insuranc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insured age limits, exclusions and should be insured because of 

age and the team kind of guaranteed amount of detail will 

prevail under the policy issued by Blue Cross (Asia-Pacific) 

Insurance Limited policy no. TX900002.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verage without prior notice. Group 

Accident Travel Insurance does not replace travel insurance. 

Travelers should purchase a travel insurance which includes 

comprehensive coverage. 

 

http://www.asiamiles.com/
http://www.asiamil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