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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赤赤道道南南美美 88 國國完完整整深深度度之之旅旅 2222 日日  

  
【行程特色】 

 本行程讓您完整走訪赤道南美：法屬圭亞那、蘇利南、蓋亞那、荷屬古拉索、荷屬阿魯巴、

哥倫比亞、及巴拉圭、烏拉圭等八國，讓您深入了解南美洲文化與風情。 
 法屬圭亞那，參觀首府卡晏及圭亞那太空中心，因此包括歐洲太空總署（ESA）、法國的國家

太空研究中心都常在此地發射火箭。 
 蘇利南，參觀首都帕拉馬里博，黑白相間的荷蘭殖民時代建築排列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蓋亞那，參觀首都喬治鎮以及安排直昇機前往凱厄圖爾瀑布。在霧籠罩的古老叢林中觀看水

流從 250 公尺的高的懸崖上直衝而下，這將是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 
 古拉索，位於加勒比海上的歐洲城市，濃濃荷蘭殖民風情。 
 阿魯巴，不一樣的加勒比海島國，氣候極端乾燥，終年都是陽光、白色沙灘伴著藍色海洋的

度假地。  
 哥倫比亞，走訪深藏地下，規模卻極為驚人的西帕基拉鹽礦大教堂以及哥倫比亞的首都波哥

大。 
 巴拉圭，走訪首都亞松森。亞松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地球上離台灣最遠的一個地方，意義

不凡。【台北：N25°／E122°；亞松森：S25°／58W°】 
 烏拉圭，走訪首都蒙特維多以及薩克門托古城，曲折的鵝卵石小路、引人入勝的歷史。 
 行程參觀 2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蘇利南－帕拉馬里博（古內城），哥倫比亞－卡塔赫納

（港口、要塞、古城區），烏拉圭－薩克門托古城。 
 

第01天 台灣香港巴黎【法國】 
CX-473 18:40/20:45【飛行時間 2 時 5 分】（預定航班）;  
AF-185 23:20/05:40+1【飛行時間 13 時 20 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香港，隨即轉往巴黎。  
 

第02天 巴黎卡宴 Cayenne【圭亞那，法屬】 
AF-852 10:45/15:50【飛行時間 9 時 5 分】 
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後，隨即前往奧利機場搭乘法航飛往法屬地圭亞那首府卡宴。卡宴地處

加勒比海，南美洲和歐洲的十字路口，這座城市具有豐富多彩的文化和濃郁的加勒比海風

情。抵達後至飯店辦理手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Royal Amazonia Cayenne 或同級 
       

第03天 卡宴－庫魯 Kourou【圭亞那，法屬】 
（行車：120 公里，2 小時） 
今日行程為卡宴市區觀光，走訪▲塞普魯遺址（Fort Ceperou），其所在地是第一批法國殖民

者於 1643 年從印第安人手中購買的，現在大多地方是軍事禁區。另參觀▲卡晏市集，熱鬧嘈

雜，到處是手工藝品及非洲風格的油畫。以及圭亞那動物園，此動物園提供一個非常自然的

環境，其中棲息著美洲豹、鱷魚、美洲紅䴉等動物。行程結束後前往庫魯（Kourou）。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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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Hotel des Roches 或同級 
 

第04天 庫魯－聖洛朗 St. Laurent  
 （行車：190 公里，2.5 小時） 
上午前往★圭亞那太空中心。創立於 1968 年、首次成功發射於 1979 年。該太空中心由於地

處赤道地區，當地地表與繞地軌道距離較短，從此處發射的火箭只需較少的燃料就可以飛行

到需要的軌道高度，因此包括歐洲太空總署（ESA）、法國的國家太空研究中心都常在此地發

射火箭。 結束後抵達邊境城市聖洛朗（St. Laurent）。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Amazonia du Fleuve 或同級 
 

第05天 聖洛朗－帕拉馬里博 Paramaribo【蘇利南】 
 （行車：180 公里，3 小時） 
今日專車前往邊境城市▲聖洛朗，抵達後參觀令人不寒而慄的★流放營，在這裡可以看到極

小的囚房、鐐銬、及公共行刑區。隨後搭船越過 Marowijine 河，過了河就是蘇利南了。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Torarica Hotel & Casino 或同級  
 

第06天 帕拉馬里博 
全日帕拉馬里博市區觀光【UNESCO 2002】 
上午帕拉馬里博市區觀光，這裏曾是荷蘭殖民地，古內城市中心任然保持昔日富有創意、極

具特色的街道佈局，黑白相間的荷蘭殖民時代建築排列在草地廣場四周。市區觀光走訪市中

心的▲獨立廣場上矗立著富傳奇色彩的前首相彭赫爾的雕像，廣場四周是雄偉的 18 世紀▲總

統府，修復完好的▲西蘭地城堡（Fort Zeelandia） 是第一批殖民者居住過的 17 世紀五角形

堡壘。蘇利南人稱▲羅馬天主教堂，是世界最大木樓。蘇利南是世界少數城市可看到基督教

堂、回教清真寺、佛教寺廟以及猶太教堂和平的並排在同一條街區。並走訪棕櫚園

（Palmentuin）等。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Torarica Hotel & Casino 或同級 
 

第07天 帕拉馬里博喬治鎮 Georgetown【蓋亞那】 
PY-421 10:15/10:00【飛行時間 0 時 45 分】 
（全日喬治鎮觀光） 
一早搭機飛往喬治鎮，在此手錶要調慢一小時。抵達後市區觀光：城內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建

築是英國國教的哥德式▲聖喬治大教堂，據說是世界上最高的木造建築，教堂完工於 1892 年。

新哥德風格▲市政廰，塔高 75 英尺，殖民時期，婦女們在這裡守望丈夫的船隻進入港口。不

遠處是▲維多利亞法院及保存完好的▲議會大廈。參觀★蓋亞那博物館，內有非常老式的展

品，記載該國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歷史。續走訪▲革命廣場，廣場上矗立著科菲紀念碑，科

菲是 1763 年伯比斯甘蔗園起義的著名領袖和英雄，這座不尋常的雕像人體比例很誇張，具有

明顯的西部非洲特徵。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Pegasus Hotel Guyan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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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天 喬治鎮凱厄圖爾瀑布喬治鎮   
（全日凱厄圖爾瀑布遊） 
今日搭機前往凱厄圖爾國家公園（Kaieteur National Park）欣賞▲凱厄圖爾瀑布。在霧籠罩

的古老叢林中獨自觀看水流以每秒 30000 加侖的水量從 250 公尺的高的懸崖上直衝而下，這

將是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隨季節不同，瀑布的寬度從 76 公尺到 122 公尺不等。雨燕在瀑懸

崖下築巢，每天日落時分穿過瀑布飛進飛出。在前往瀑布的路上可以尋找一下深紅色的動冠

傘鳥和小金蛙。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Pegasus Hotel Guyana 或同級  
 

第09天 喬治鎮西班牙港 Port of Spain古拉索 Curacao【荷屬古拉索】 
BW-484 05:35/06:45【飛行時間 1 時 10 分】; 
PY-729 12:00/13:30【飛行時間 1 時 30 分】 
今日出發前往古拉索，途經千里達首都西班牙港。古拉索也是屬於加勒比海地區之成員，距

離委內瑞拉西北岸僅 60 公里。現為荷蘭海外自治領土，首都為威廉市（Willemstad）。主要

產業為石化業及觀光，在加勒比海區域屬於高所得國家。由於靠近赤道，地心引力較小的特

殊地理環境，古拉索是世界最大的私人宇宙空間開發基地，有火箭發射基地設于此處。抵達

後參觀威廉市港口頗具特色的荷蘭及西班牙式建築，柔和的色系以及華麗的外牆，為此城市

增添活潑的印象。接著到達愛瑪女王浮橋（Queen Emma Pontoon Bridge），並通過橋樑或渡

船穿越航道。繼續前往威廉市歷史悠久的市中心區看看阿姆斯特丹堡（Fort Amsterdam），總

督府，並沿著大街散步，路過水上市場，並短暫停留。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ilton Curacao Resort 同級 
 

第10天 古拉索荷屬阿魯巴 Aruba 
7I-403 16:35/17:10 【飛行時間 0 時 35 分】 
早餐後前往鴕鳥農場，乘坐農場之吉普車，在此可以了解地球上最大鳥類，看他們跑得多快，

看得多遠，並親手餵哺牠們，甚至有機會可以騎乘。接下來走訪哈托岩洞（Hato Cave）此洞

穴是石灰岩地層生成，在此或許會發現當地長鼻蝙蝠及鬣蜥。行程結束後，下午搭機飛往阿

魯巴，位於委內瑞拉北方外海，屬於加勒比海地區的島嶼。現為荷蘭聯合王國四個海外自治

領土之一，首都為橘城（Oranjestad）。阿魯巴主要收入來源一是觀光，二是蘆薈，道路兩邊

除了仙人掌就是蘆薈了，到處都是成片蘆薈田。抵達後至飯店辦理手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Renaissance Aruba Resort & Casino 或同級  
 

第11天 荷屬阿魯巴波哥大 Bogota【哥倫比亞】 
AV-091 18:23/19:14【飛行時間 1 時 51 分】 
今日出發阿魯巴主要經濟作物蘆薈工廠以及蝴蝶公園。之後前往海洋世界搭乘亞特蘭提斯半

潛艇（Atlantis Submarine），透過玻璃窗觀看海洋神奇生物。回到岸上，午餐後接著參觀加

利福尼亞燈塔（California Lighthouse），自然橋（Natural Bridge），卡斯巴裡岩（Casibari Rock 
Formation）等。告別阿魯巴，傍晚搭機飛往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大多數人對哥倫比亞的印

象不外乎是帶有神秘色彩，生產翡翠和各類琥珀寶石，毒品充斥以及著名的「黃金城」傳奇。

哥倫比亞是以美洲發現者哥倫布命名的。它的地理資源是南美洲最多樣化的，同樣的，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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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及生物資源也很豐富，哥倫比亞為全世界第二大的咖啡生產國，為該國帶來不少的財

富。哥倫比亞也是全世界古柯鹼最大的生產國，毒品在該國十分氾濫，黑道鬥爭，警察和毒

梟的槍火戰等動作電影裡的畫面，在這都真實上演。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機場簡餐 
住宿：Hotel de la Opera 或同級  

 
第12天 波哥大   

 （全日波哥大市區觀光） 
一早前往市中心的心臟地帶▲玻利瓦廣場（Plaza de Bolivar），有玻利瓦爾雕像，雕像前後分

別為國會大樓及司法大樓，玻利瓦雕像的右手邊是西班牙式建築，雄偉的▲大教堂是全波哥

大市最大的教堂。雕像的左手邊，則是法式風格的建築▲市政府。接著參觀最負盛名的哥倫

比亞★黃金博物館。坐落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市中心的聖坦德爾公園內，是世界上最大的

金器博物館，收藏了 26000 件 16 世紀前近 2000 年的歷史長河中印第安人製作的精美金制器

物。波哥大是哥倫比亞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市。市區既有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又有殖民地時

期的古老建築。波市也有一個解放者玻利瓦和他女友 Mauelita 的▲舊居，也是一個小型博物

館，裡面除了展示他們生前的用品之外，也介紹了他生平一些事跡。以及參訪納里紐之家（Casa 
Nariño）等。接下來前往鄰近小鎮，其中哥倫比亞最有名的咖啡品牌 Coloma 就在這裡，可以

了解咖啡製程，結束後返回首都。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de la Opera 或同級  

 
第13天 波哥大－西帕基拉鹽礦大教堂－波哥大  

（行車：60 公里，1.5 小時，單程） 
今日專車前往★西帕基拉鹽礦大教堂（Zipaquira Salt Cathedral）。教堂深藏地下約 200 公尺

深，規模卻極為驚人，足夠容納 8500 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教堂。早在 19 世紀，哥倫比

亞人就開始掘礦採鹽，賴此為生。1923 年，信奉基督教的礦工和印第安人在鹽礦內部建造了

一座小教堂，工閒時，可以當作禱告之所，後來由於地殼運動，教堂被坍塌的鹽岩掩埋了。

1991 年，鹽洞大教堂就是沿著以前開採後的礦洞加以修飾而成，歷時四年多時間，1995 年才

對外開放，每個星期日中午都有約 3000 名遊客參訪。這裡也舉辦過音樂會，由於鹽岩壁不會

造成回音，所以音效很好。午餐餐廳內有一獨特的鹽礦做的窯爐。下午抵達瓜達維塔酋長湖

（Laguna del Cacique Guatavita），此湖是黃金傳說的起始，是哥倫比亞原住民聖地。回程

路上經過紀念品店可採買些手工藝品。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otel de la Opera 或同級   
    

第14天 波哥大卡塔赫納 Cartagena 
AV-9514 09:28/11:00【飛行時間 1 時 32 分】 
一早搭機前往卡塔赫納，位於加勒比海海灣，有著南美面積最大的防禦工事。他的古蹟群、

要塞及港口都被列入世界遺產【UNESCO,1984】。午餐後隨即展開步行遊老城區（Centro 
Amurallado），由市中心（El Centro）及聖地牙哥（San Diego）兩區組成。行經鐘樓（La Torre 
del Reloj）、各式美麗陽台、美洲最古老教堂之一的卡塔赫納大教堂（Cartagena Cathedral）、
修道院、大廣場（La OPlaza de Bolivar）、宮殿及豪宅等。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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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Hotel Bastion 或同級  
    

第15天 卡塔赫納 
（全日卡塔赫納遊） 
今天前往聖費利佩城堡（Castillo Saan Felipe de Barajas），是一座由西班牙建造的 16 世紀

山頂堡壘目的是防止海盜以及抵禦英國海軍。午餐後換個不同體驗，出發至哥倫比亞最高的

泥火山－埃爾托圖莫（Volcano de Lodo el Totummo）。傳説從前有一位神父將聖水灑進了埃

爾托圖莫火山口，於是在神的力量下，炙熱灼人的蒸汽與火焰化成了濃稠、溫暖的泥漿，而

自此之後，這裡便成為了人們情有獨鍾的「浴池」。登上 15 公尺高台然後一頭栽進這天然泥

漿中。泥火山的泥漿黏稠至極，人在裏面輕而易舉就能浮起來。除此之外，泥浴之後，你全

身的肌膚都會如嬰兒般柔滑。皮膚煥發新生，再到附近的鹹水湖裏洗個清潔澡。您可付些許

小費就可請當地人照相按摩或洗澡。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otel Bastion 或同級  
    

第16天 卡塔赫納巴拿馬 Panana－亞松森 Asucion【巴拉圭】 
CM-687 13:23/14:40【飛行時間 1 時 17 分】;CM-207 15:37/23:41【飛行時間 6 時 4 分】 
今早前往抵達聖貝德羅克拉維教堂（Lglesia de San Pedro Claver），過去是做為非洲奴隸洗禮

的地點。之後抵達機場搭機經巴拿馬飛往巴拉圭首都亞松森。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機上用餐 
住宿：Sheraton Asuncion Hotel 或同級   
 

第17天 亞松森 
（全日亞松森市區觀光） 
亞松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地球上離台灣最遠的一個地方【台北：N25°／E122°；亞松森：S25°
／58W°】，市中心充滿復古的建築物，各式各樣的建築和五顏六色的房子，還有美麗的總統

府，但在這些精緻建築的隔條街就是貧民區，是現代與落後融合的城市。市區觀光走訪▲水

岸區、▲獨立廣場、▲英雄廣場和▲烏魯瓜亞廣場。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heraton Asuncion Hotel 同級  
 

第18天 亞松森蒙特維多 Montevideo【烏拉圭】 
Z8-840 1230/1410 【飛行時間 1 時 40 分】 
今早拜會南美洲唯一邦交國之大使館－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與館方人員交流，藉此了解

駐外人員之辛勞及經驗。中午出發前往搭機至烏拉圭。烏拉圭正式名稱為烏拉圭東方共和國。

在南美洲國家中身為小國，但面積也約為台灣五倍大（176,216 平方公里），首都為蒙特維多

市，同時亦為最大的城市及主要港口。抵達後至飯店辦理入住手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Sheraton Montevideo Hotel 或同級  
 

第19天 蒙特維多－薩克門托 Sacramento－蒙特維多 
（行車：130 公里，2 小時，單程） 
今日專車前往薩克門托古城【UNESCO,1995】，曲折的鵝卵石小路、引人入勝的歷史。抵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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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舊城區，東南角是▲將軍故居，還有 17 世紀▲聖法蘭西斯修道院的遺址及修復的 19
世紀▲燈塔。在▲武器廣場有建於 1680 年的地標性建築▲馬提斯教堂，是烏拉圭最古老的教

堂，1799 年差點毀於一場火災。下午返回首都蒙特維多。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heraton Montevideo Hotel 同級  
 

第20天 蒙特維多聖保羅【巴西】阿姆斯特丹【荷蘭】 
KL-9265 15:45/18:10 【飛行時間 2 時 25 分】； 
KL-792 20:10/11:45+1【飛行時間 11 時 35 分】 
今晨首先將帶您造訪有如圖畫般美麗的▲舊城區，其歷史可追溯到 1726 年，港口附近林立著

已有 200 年歷史的市場，以及殖民地時代初期的建築物、皮革製品倉庫等，街頭的叫賣聲形

成一片獨特的港都風情。隨後，將帶您參觀烏拉圭引以自豪的白色建築物－壯麗的▲國會議

堂：上方採用由純國產的大理石打造，下面則採用粉紅色的花崗岩，塔上被塗成金色；整體

看來有如希臘式建築。接著造訪▲布拉多公園，此為蒙特維多中最古老的公園，園內的玫瑰

園，係蒐集世界各地的花卉裝飾而成。聯合國公園入口處即可見到約 40 公尺高，由粉紅大理

石打造，且放置有象徵法律、自由及力量三尊青銅像的－▲憲法紀念塔；園內有號稱南美第

二大、世界盃足球賽首次舉行的地點－▲世紀球場，每遇大型比賽，全國幾乎都會陷於停頓，

可見其瘋狂的程度。賽場旁的堤上，有著名的▲銅牛車雕像－由雕刻家貝羅尼 Belloni 為紀念

早期烏拉圭開拓者所作，與實物大小相同的青銅像。結束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國。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場簡餐                     
   

第21天 阿姆斯特丹香港 
KL-887 17:40/11:50+1 【飛行時間 11 時 10 分】 
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後，繼續轉往香港。 
  

第22天 香港台灣 
CX-466 14:35/16:45【飛行時間 2 時 10 分】（預定航班）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桃園機場，圓滿結束赤道南美八國完整深度之旅 22 日。 

 
 
附註：行程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行程／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附註： 
 團  費： 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出團日期】表列之售價  
 單人房加價：75,000 元。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價差

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單人報名，原則上會協助安排同

性團員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未能安排兩人同房則會酌收全程單人房價差。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

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

證親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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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產品包含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及美簽

費用。基於國際禮儀，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美金，22 日共計 220
美金。  

 本團售價已含小費。 
 本行程適用於持"晴天旅遊折價券"扣抵團費，每一位貴賓限用 2,000 元。 
 行程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或行車參觀，◎標示為行車參觀。行程／航班／

飯店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 （含） 人。旅客參團需知敬請參照晴天官網。 

所需證件： 
 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8 頁以上空白頁）。 
 護照內頁簽證出入境章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六個月內白底彩色兩吋大頭照 8 張。 
 英文存款證明 1 份 （英文名同護照,台幣 30 萬以上,要有美金匯率換算） 
 旅客基本資料。（聯絡地址、電話、手機號碼、身高、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出國需備有黃皮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