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哥倫比亞 

波哥大+錫帕基拉+麥德林 5天遊     

           

產品資訊 

團號 BOGMDE5   

出發城市 波哥大 Bogotá   

目的地城市 麥德林 Medellín 途經地點 

麥德林 

Medellín、錫帕基拉 

Zipaquirá 

行程天數 5 天 4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9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024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999 = 1999 

【5天】燃油附加費:1 x 25 = 25 

兩人入住：$15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24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599 = 3198 

【5天】燃油附加費:2 x 25 = 50 

             

出發班期 

          天天出發，四人成團。          

             

產品特色 

【一價全含】四星酒店住宿、一日三餐、景點門票、小費全包含，帶您輕鬆遊覽哥倫比亞兩大旅遊城市。 

           

           

【南美的雅典】哥倫比亞第一大城市波哥大，從蒙塞拉特山俯瞰城市全貌，遊客必打卡景點之一的黃金博物館

，被稱為地下建築奇觀的鹽教堂，土著居民的聖湖—瓜達維塔湖。 

           

           



【春城麥德林】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麥德林以鮮花、美女和咖啡而聞名，坐落在郊區的千島湖和1000萬噸重的

世界上最大的單體岩石-瓜塔佩拉鍊山，引百萬遊客爭相攀爬。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波哥大埃爾多拉多國際機場 (BOG)； 

免費接機時間為：15:00和21: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時間，逾

時不候。 

                       

離團地點 

麥德林何塞·瑪麗亞·科爾多瓦國際機場 (MDE)； 

請預訂15:00以後起飛的航班。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波哥大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自行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哥倫比亞波

哥大。 

波哥大埃爾多拉多國際機場 (BOG)；免費接機時間為：15:00和21:00，導遊在接到您後將送您前往酒店休息。 

三餐自理。 

 

                                 

晚上   

酒店：Novotel Bogotá Parque 93 或 同級 

                                 

                           

Day 2 波哥大 - 汽車 - 锡帕基拉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早餐後驅車前往錫帕基拉著名的錫帕基拉地下鹽教堂。鹽教堂建造在地底 180 米之下，為了建造這座教堂，有 



250 

噸以上的鹽礦被移走。大教堂內部擁有大量由鹽和大理石製成的藝術藏品，堪稱地下建築奇觀。之後前往波哥

大土著居民的聖湖——

瓜達維塔湖，這裏傳說是“黃金國”的中心、“世界六大寶藏”之一。遊覽結束後乘車返回波哥大，晚餐後入住酒店

休息。 

  

行程安排： 

波哥大 → 錫帕基拉地下鹽教堂（2小時，包含門票）→ 錫帕基拉小鎮享用午餐 → 

瓜達維塔湖（1小時，包含門票）→ 波哥大 

 

                                 

全天   

錫帕基拉地下鹽教堂 Catedral de Sal 

錫帕基拉地下鹽教堂是一座地下羅馬天主教教堂，建於錫帕基拉附近一座石鹽山地下200米（660英尺）的鹽礦

隧道內，長期以來一直是哥倫比亞朝聖的地方。底部的聖殿有三個部分，分別代表耶穌的出生、生和死。大教

堂內部擁有大量由鹽或大理石製成的藝術藏品，堪稱地下建築奇觀。 

 

瓜達維塔湖 Laguna de Guatavita 

瓜塔維塔湖是波哥大東北部森林環繞的火山口中的一小片水域，傳說是“黃金國”的中心、“世界六大寶藏”之一。

這裡是繆斯卡人的聖地，他們向湖水深處沉入了精美的黃金祭品，從而有了黃金國的傳說以及數次排幹湖水的

嘗試。遠遠望去，翠綠的瓜塔維塔湖就像一塊綠寶石鑲嵌在環山之間，美不勝收。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當地烤肉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簡餐 

                                 

晚上   

酒店：Novotel Bogotá Parque 93 或 同級 

                                 

                           



Day 3 波哥大市區遊覽 - 飛機 - 麥德林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早餐後參觀南美最負盛名的黃金博物館。哥倫比亞盛產黃金，被譽為“黃金之國”，產黃金的歷史可追溯到兩千

年前。哥倫比亞黃金博物館是世界上收藏黃金器物最多的博物館，館內收藏著 26000 

多件價值無法估量的金器。博物館內還展出很多玉石製品，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翡翠。除了名貴的藏品之

外，黃金博物館還再現了印第安人早年的文化和鬥爭的歷史。 之後乘車前往舉世聞名的旅遊勝地——

蒙塞拉特山。搭乘電纜車，十分鐘就能升至海拔 3200 

米的山頂，站在山頂的白色教堂前眺望，全城景色一覽無遺。 

晚餐後帶您前往機場，搭乘航班飛往前往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春之城麥德林。 

  

行程安排： 

黃金博物館（2小時，包含門票）→ 蒙塞拉特山（1小時，包含纜車費用）→ 

乘坐飛機從波哥大飛往麥德林（包含機票費用，飛機上無導遊陪同） 

 

                                 

全天   

黃金博物館 Museo del Oro 

波哥大黃金博物館是世界上收藏黃金器物最多的博物館，館內收藏了成千上萬的黃金製品，璀璨奪目，裡面的

黃金船是鎮館之寶，恢弘大氣，非常值得一看。博物館內還展出很多玉石製品，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翡翠

。除了名貴的藏品之外，黃金博物館還再現了印第安人早年的文化和鬥爭的歷史。 

 

蒙塞拉特山 Monserrate 

蒙塞拉特山位於哥倫比亞波哥大，您可以乘坐纜車上山，一路欣賞山間的秀麗景色，登頂後俯瞰整個波哥大的

景色。山上有一座白色教堂，是眾多信徒心中的聖地；還有一些喝咖啡的地方，是一處不錯的休閒去處。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烤魚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簡餐 

                                 

晚上   

酒店：Novotel Medellin El Tesoro 或 同級 

                                 

                           

Day 4 麥德林市區遊覽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上午我們將在麥德林市區遊覽，參觀麥德林市中心，市政大樓，波特羅藝術廣場和佩薩小鎮，一覽麥德林

全景。此外您還可以前去參觀麥德林城市博物館，對麥德林這座山谷中的城市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中午我們將

在咖啡種植園內用餐，下午體驗咖啡採摘的樂趣。 

  

行程安排： 

麥德林市中心（2小時）：市政大樓 → 波特羅藝術廣場 → 佩薩小鎮 → 麥德林城市博物館 → 

咖啡種植園（2小時，包含門票） 

 

                                 

上午   

佩薩小鎮 El Pueblito Paisa 

佩薩小鎮是世紀之交小鎮的複製品，為人們提供了體驗傳統安提俄基文化的機會。普埃布利托由一個中心有噴

泉的城鎮廣場、色彩鮮豔的建築、一座美麗的白色教堂、綠色花園以及步行道和一個室外健身房組成。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鵝卵石街道、五顏六色的建築和城市的美景。此外，著名的城市博物館（Museo de 

Ciudad）也位於這裡，值得一遊。 

 

波特羅藝術廣場 Plaza Botero 

波特羅藝術廣場是一座7000平方米的室外公園，陳列著哥倫比亞藝術家費爾南多·博特羅（Fernando 

Botero）的23件雕塑作品。這些青銅雕塑作品生動地表達了大師波特羅想要通過作品表現的感性與思考。公園

周圍環繞著安提奧基亞博物館（Museum of Antioquia）和拉斐爾·烏裡韋·烏裡韋文化宮（Rafael Uribe Uribe Palace 

of Culture），您可以在公園盡情感受麥德林的文化氛圍。 

 

 



                                 

下午   

咖啡種植園 Coffee Plantation 

哥倫比亞是世界第二大咖啡出口國，主要出品阿拉比卡咖啡，並以水洗處理法為主，風味品質優異、平衡。麥

德林出產的咖啡豆顆粒飽滿，營養豐富，酸度適中，均衡度較好。今天，您將體會到咖啡豆採摘的樂趣，一定

不容錯過。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咖啡種植園內享用午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麥德林本地特色餐 

                                 

晚上   

酒店：Novotel Medellin El Tesoro 或 同級 

                                 

                           

Day 5 麥德林郊區遊覽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早餐後從麥德林出發，抵達瓜塔佩小鎮風景度假區千島湖區遊覽。之後前往瓜塔佩巨岩遊覽， 攀登 649 

節天梯一覽千島湖風景，在頂峰俯瞰整個瓜塔佩千島湖全貌。中午返回酒店享用午餐，下午送您前往機場！ 

  

行程安排： 

麥德林 → 瓜塔佩巨岩 → 瓜塔佩千島湖區 → 瓜塔佩小鎮 → 酒店午餐 → 麥德林MDE機場 

 

                                 

上午   



瓜塔佩千島湖區 Laguna de Guatapé 

瓜塔佩千島湖區位於麥德林市近郊，這裡擁有秀美的風景，湖上有很多小島，矗立在湖邊的瓜塔佩巨岩更是為

這裡增添了幾分魅力。登上岩石，可以俯瞰到湖水及其周邊景色的全景。 

 

瓜塔佩巨岩 El Peñón de Guatapé 

瓜塔佩巨岩位於哥倫比亞，也被稱為埃爾佩尼奧爾巨岩，簡稱拉·皮耶德拉，是一塊非常有名的巨石。巨岩有多

個缺口，其中一個中建有呈z字形蜿蜒的臺階，共約600多級。如此高大的岩石並不多見，頗有幾分飛來峰的味

道。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酒店內自助餐 

                                 

晚上  晚餐 

自理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四晚常規四星酒店； 

           

           

2. 一日三餐（接機日不含餐，送機日只含早餐）； 

           

           

3. 波哥大-麥德林的內陸段機票； 

           

           

4. 專業中文導遊； 



           

           

5. 行程中交通費用，使用車輛類根據當天具體參團人數決定； 

           

           

6. 司機導遊服務費； 

           

           

7. 每人每天2瓶礦泉水； 

           

           

8. 行程中涉及到的景點門票：錫帕基拉鹽教堂、瓜達維塔湖、黃金博物館、蒙塞拉特山纜車、咖啡種植園。 

 

 

費用不含 

1. 往返哥倫比亞的國際機票； 

           

           

2. 行程中的自費景點和項目； 

           

           

3.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4.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北美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

宿的最多人數在2到4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

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1.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2.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 

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