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热情巴西 | 

聖保羅+伊瓜蘇+伊瓜蘇大瀑布+里約熱內盧 8天6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GRUGIG8   

出發城市 聖保羅 São Paulo   

目的地城市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途經地點 

聖保羅 São Paulo、伊瓜蘇 

Foz do 

Iguaçu、伊瓜蘇國家公園 

Iguaçu National Park - 

Brazil、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科爾科瓦多山 

Mount 

Corcovado、糖麵包山 Pão 

de Açucar 

行程天數 8 天 6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28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323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288 = 2288 

【7天】燃油附加費:1 x 35 = 35 

兩人入住：$188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846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888 = 3776 

【7天】燃油附加費:2 x 35 = 70 

    

出發班期 

 01/01/2023-06/30/2023：天天出發；  

四人成團，保證出發。  

    

產品特色 

【暢遊巴西】一次性打卡巴西三大名城：現代藝術的天堂的聖保羅、擁有雄偉壯觀的瀑布奇景的伊瓜蘇和激情



四溢、奔放熱情的裡約熱內盧，豐富多彩的旅遊景點一網打盡。 

  

  

【舒適酒店】全程四星級酒店；特別安排伊瓜蘇連住兩晚、裡約熱內盧連住三晚，讓您的旅程更加舒心。 

  

  

【貼心餐食】全程酒店內早餐，正餐穿插中餐和當地特色餐，讓您真正感受當地飲食文化的同時更能享受貼心

的餐食安排。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聖保羅瓜魯爾霍斯國際機場 (GRU)； 

免費接機時間為：中午12:00（此為與導遊在機場匯合的時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里約熱內盧國際機場 (GIG)； 

建議預定19:00以後起飛的航班。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巴西聖保羅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巴西東南部聖保

羅州的首府——聖保羅。 

三餐自理，夜宿飛機上。 

 

    

    

Day 2 聖保羅 

上午  早餐 

自理         

 

    

全天   



今天您將抵達聖保羅。熱情的工作人員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之後帶您前往酒店寄存行李。在酒店稍作休整後

，跟隨導遊在聖保羅市區內遊覽。聖保羅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高等學府雲集於此

，隨處可見的七彩塗鴉，這裡是現代藝術的天堂，更是藝術家們的靈感繆斯！  

  

聖保羅國際機場(GRU)免費接機時間為：12:00（此時間為導遊接到客人後離開機場的時間，逾時不候）。 

  

行程安排： 

自由區（120分鐘，含午餐時間）→ 伊比拉普艾拉公園（30分鐘） → 拓荒者雕塑（10分鐘） → 

護法英雄紀念碑（10分鐘）→ 聖保羅獨立公園&巴西獨立紀念碑（30分鐘）→ 聖保羅大教堂（30分鐘）→ 

保利斯塔大道（車遊，10分鐘）→ 聖保羅藝術博物館（外觀，10分鐘） 

  

特別說明： 

1. 如遇堵車或交通管制，拓荒者雕塑和護法英雄紀念碑將改為車遊，敬請諒解。 

 

    

全天   

伊比拉普艾拉公園 Ibirapuera Park 

伊比拉普艾拉公園於 1954 年 8 月 21 日落成，以慶祝聖保羅建市 400 周年。公園面積達 1584000 

平方米，公園內有大小不一的水池、運動場、步行路線及各種配套的文化設施，其中一些展覽館是聖保羅重要

活動的舉辦場地。這裡的露天劇場還經常上演免費節目，吸引不少人觀看。由於該公園規模大、和接待遊客數

量多，許多人常將其與東京的上野公園、溫哥華的斯坦利公園、倫敦的海德公園以及紐約市的中央公園相媲美

。 

 

拓荒者雕塑 Monument to the Bandeiras 

拓荒者雕塑是聖保羅的標誌性建築，有著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各種族的人們在這裡

世代繁衍，為巴西乃至南美洲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紀念巴西發展的歷史，突出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

人民在巴西共同開拓奮鬥的精神，市政府建造了這個花崗岩群雕，該雕像也成為了巴西的精神象徵。 

 

聖保羅獨立公園 Parque da Independência 

聖保羅獨立公園由博物館、花園、獨立廣場和獨立紀念碑等幾部分組成，1989年8月被宣佈為巴西考古及人文遺

產之一。公園於 1989 年對外開放，主體建築由三部分組成 

:文藝復興時期宮廷建築風格設計的博物館，博物館前的巴羅克式大花園以及花園正前方的獨立紀念碑。 

 

巴西獨立紀念碑 Monument to the Independence of Brazil 

獨立紀念碑于巴西獨立 100 

周年時落成，碑高數十米，巍峨聳立，雄偉宏大。紀念碑正面碑底一幅大型青銅浮雕再現了佩德羅一世宣佈獨

立時的情形，兩旁的兩座雕像為兩位向葡萄牙議會提交巴西申請獨立提案的議員，碑頂則為佩德羅一世向里約



熱內盧進軍的形象。這座紀念碑用直觀且富有張力的符號語言，紀念著沉重的同時也詮釋著對這片熱土對自由

的執著與追求。 

 

自由區 Liberdade 

自由區（Liberdade）又稱東方街，是眾多日本、中國、朝鮮僑民居住的地方，具有鮮明的東方文化氛圍。這裡

有眾多中國人經營的餐館、商店和旅行社，可謂是世界上融入當地最好的中國城之一。 

 

聖保羅大教堂 Catedral Metropolitana de São Paulo 

聖保羅大教堂，又名梅特洛保利塔納大教堂，聖保羅旅遊的門戶經典。教堂始建於1913年，工程歷時40年，在

聖保羅慶祝建市400周年時成為了一個豪華的工程獻禮。在藝術特點上，它融合了哥特式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

，每扇玻璃窗上都反映著聖經裡不同的宗教主題。教堂內有多達10,000個聲管的義大利管風琴以及包含65個小

鐘的大套鐘。教堂前面的廣場從16世紀開始，就一直是盛大宗教遊行的出發點，正中央的“零起點”則是測量聖

保羅和其他城市距離的起點。 

 

保利斯塔大道 Avenida Paulista 

保利斯塔大道，又名聖保羅金融街，是聖保羅市最重要的道路之一，也是聖保羅市的金融心臟地帶，號稱南半

球的“華爾街”，各大企業總部雲集於此、摩天大廈鱗次櫛比。各式休閒娛樂場所比比皆是，購物中心也熱鬧非

凡。 

 

聖保羅藝術博物館 Museu de Arte de São Paulo Assis Chateaubriand - MASP 

聖保羅藝術博物館位於保利斯塔大道的中央，創立於 1947 

年，是拉丁美洲第一座現代美術館。該館目前藏品以歐洲藝術作品為主，涵蓋繪畫、雕塑、版畫等類別。倫勃

朗、梵古、莫内、畢卡索、達利以及很多巴西藝術家的作品都能在這裡看到，重要藏品包括波提切利的《聖母

子與施洗者約翰》、梵古的《阿爾勒的女人》等。 

 

 

    

下午  午餐 

中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中/日/韓自助餐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Parque Anhembi, an IHG Hotel 或 同級 

    

    

Day 3 聖保羅 - 飛機 - 伊瓜蘇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我們將繼續在聖保羅遊覽。早餐後，我們將首先前往具有濃郁南美色彩的蝙蝠俠胡同，這裡的牆面每隔一

段時間都會有新的塗鴉出現，是聖保羅的隱藏景點之一。之後前去參觀聖保羅的地標性建築拉美紀念館，感受

現代建築之美，途中經過巴西大道富人區。午餐後，您將搭乘飛機前往伊瓜蘇，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 

  

行程安排： 

蝙蝠俠胡同（30分鐘）→ 巴西大道富人區（車遊，10分鐘）→ 拉美紀念館（30分鐘）→ 

乘坐飛機從聖保羅飛往伊瓜蘇（飛機上無導遊陪同） 

  

溫馨提示：聖保羅飛伊瓜蘇航班請預定15:00-

17:00之間起飛的航班，飛機上無導遊，導遊將提供接送機服務，不同客人預定的航班時間可能不一樣，我司將

根據當天所有客人的航班時間統一安排接送機。建議預定航班（直航）：LA3338 16:20-18:00 GRU-

IGU，請自理機票費用。 

 

    

上午   

蝙蝠俠胡同 Beco do Batman 

這是藏在維拉馬達萊納區(Vila Madalena) 

深處的一條數百米的小巷，巷子從地面到牆上的每一寸都被塗滿五顏六色的塗鴉。如果想要感受一下濃郁的南

美色彩，那就從這條巷子開始。這條著名的巷子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塗鴉藝術家，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新的塗鴉

蓋過舊的塗鴉。 

 

拉美紀念館 Latin America Memorial 

拉美紀念館建於1989年，是一座展示拉美文化的紀念公園，分南北兩區。整個公園以黑白兩色為基調，是巴西

現代建築的主要象徵之一。園區內是同樣充滿現代風格的圖書館、博物館和劇院等建築以及大型壁畫等裝飾，

建築之間以漂亮的弧形陸橋相連。北區廣場上矗立著五指解放紀念碑，巨大手掌的五指朝天伸展，灰色的手掌

中央刻著鮮紅的南美洲地圖，象徵拉丁美洲的解放是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換來的。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黑豆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酒店內晚餐 

    

晚上   

酒店：Viale Cataratas Hotel & Eventos 或 同級 

    

    

Day 4 伊瓜蘇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早餐後，我們將驅車前往世界上巨寬的瀑布—

伊瓜蘇大瀑布。瀑布位於巴西與阿根廷交界處，由275個瀑布組成，最大的瀑布跌水90米，流量1500立方米/秒

，被稱為“魔鬼之喉”。乘電梯進入棧道，置身於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宏偉景觀之中；沿著延伸至瀑布正面的九曲

橋，近距離觀賞壯觀的天然奇景。之後前往有著“百鳥天堂”美譽的伊瓜蘇鳥園，和絢麗多彩的鳥兒們一起親密

互動，期間可自費乘坐直升飛機（約10分鐘）全方位360°空中俯瞰瀑布全景。 

  

行程安排: 

伊瓜蘇大瀑布（包含門票，2小時，可自費乘坐4*4吉普車和沖瀑艇）→ 

伊瓜蘇鳥園（包含門票，60分鐘，可自費乘坐直升飛機俯瞰瀑布全景） 

  

特別說明： 

1. 伊瓜蘇鳥園週一閉園，屆時行程將不再前往，敬請諒解。 

2. 瀑布國家公園一起進入的人數必須和離開的人數相同，所有客人必須同進同出。 

 

    

全天   



伊瓜蘇國家公園 Iguaçu National Park - Brazil 

南美洲的伊瓜蘇瀑布是世界五大瀑布之一，位於阿根廷和巴西兩國邊境。伊瓜蘇河奔流千里來到兩國邊界處，

從玄武岩崖壁陡落到巴拉那河峽谷時，河水被斷層處的岩石和茂密的樹木分隔為275股大大小小的瀑布，跌落成

平均落差為72米的半環形瀑布群，其水流量達到了1700立方米/秒。1984年，伊瓜蘇瀑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自然遺產。伊瓜蘇瀑布群數量眾多、氣勢磅礴，陽光映射下形成無數光怪陸離的彩虹，蔚為壯觀。遠在3

0公里外就能聽到它的飛瀑聲，可謂是一道人間奇景。 

 

伊瓜蘇鳥園 Parque das Aves 

鳥園坐落在伊瓜蘇國家公園旁邊，裡面別有洞天，有“百鳥天堂”的美譽。鳥園內鳥類豐富，大小各異，色彩鮮

明。如您看過《裡約大冒險》，一定還記得裡面生動活潑的大鸚鵡。熱帶地區的大金剛鸚鵡絢麗多彩，體型巨

大，從頭到尾巴尖足有1米長。大嘴鳥是巴西的國鳥，巴西的錢幣上都有它們的畫像。跟隨我們一起漫步於園內

的參觀步道，近距離觀賞和接觸巴西富有代表性的各種鳥類吧！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瀑布餐廳自助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酒店內晚餐 

    

晚上   

酒店：Viale Cataratas Hotel & Eventos 或 同級 

    

    

Day 5 伊瓜蘇 - 飛機 - 里約熱內盧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伊瓜蘇的標誌性建築——

世界第二大的水電站伊泰普水電站，瀉洪道最大洩洪能力每秒6.2萬立方米流量，相當於40個伊瓜蘇瀑布的水流



量。乘坐景區專用大巴從不同角度近距離觀察大壩，除了從溢洪道到大壩頂部的美景之外，還可以沿途欣賞伊

泰普旅遊區的自然美景。午餐後，搭乘飛機前往里約熱內盧，抵達後享用晚餐併入住酒店休息。 

  

行程安排： 

伊泰普水電站（含全景遊覽門票，60分鐘）→ 乘坐飛機從伊瓜蘇飛往里約熱內盧（飛機上無導遊陪同） 

  

特別說明： 

1. 伊泰普水電站週二（假期除外）不對外開放，屆時行程將不再入內參觀，敬請諒解。 

2. 伊瓜蘇飛裡約熱內盧航班請預定15:00-

17:00之間起飛的航班，飛機上無導遊，導遊將提供接送機服務，不同客人預定的航班時間可能不一樣，我司將

根據當天所有客人的航班時間統一安排接送機。建議預定航班（直航）：LA3819 14:50-16:45 IGU-

GIG，請自理機票費用。 

 

    

上午   

伊泰普水電站 Itaipú Dam 

伊泰普水電站位於伊瓜蘇市，由巴西與巴拉圭合建，長 7919 米，高 196 

米，當今世界裝機容量第二大、發電量第二大的水電站，僅次於三峽水電站。熱愛自然的巴西人在修建水庫時

就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進行了大量的保護工作，水壩建成後，更是將水位上漲後的數十個孤島建設成獨立的生態

保護中心，用以維護當地生態系統的多樣性。乘坐景區專用大巴從不同角度近距離觀察大壩，除了從溢洪道到

大壩頂部的美景之外，沿途還可以欣賞伊泰普旅遊區的自然景觀。 

 

 

    

下午  午餐 

中餐         

 

    

晚上  晚餐 

中餐         

 

    

晚上   

酒店：Arena Leme Hotel 或 同級 

    

    

Day 6 里約熱內盧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您將有一整天的時間來認識南美第三大城，同時也是巴西十分重要的旅遊及文化中心——

里約熱內盧。我們將首先乘車前往大名鼎鼎的科爾科瓦多山（耶穌山），乘坐小火車直達山頭，再徒步登上 

220 

級臺階，與高聳入雲的耶穌像合影留念，遠眺南美第一長的尼特羅伊跨海大橋。之後前往參觀巴西的傳奇球場

——

馬拉卡納球場，重溫當年世界盃的隆重盛況。隨後驅車前往著名的伊帕內瑪海灘，參觀科帕卡巴納炮臺，途中

經過著名的森巴舞大道。晚餐享用聞名世界的巴西烤肉，盡情享受饕餮盛宴。 

  

行程安排： 

科爾科瓦多山（包含小火車票，120分鐘）→ 馬拉卡納足球場（包含門票，30分鐘）→ 

桑巴大道（車遊，10分鐘）→ 伊帕內瑪海灘（30分鐘）→ 

科帕卡巴納堡壘軍隊歷史博物館（包含門票，30分鐘） 

  

特別說明： 

1. 科帕卡巴納堡壘軍隊歷史博物館週一閉館，屆時行程將不再前往，敬請諒解。 

 

    

全天   

科爾科瓦多山 Mount Corcovado 

科爾科瓦多山又稱耶穌山，也被稱為駝背山，是到里約熱內盧非來不可的景點之一，也是巴西和裡約的象徵。

山上矗立的一座巨型耶穌像更是世界聞名的紀念雕塑之一，並於 2007 

年被評選為“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與義大利的羅馬鬥獸場、中國的萬里長城、約旦的佩特拉古城、秘魯的馬

丘比丘印加遺址、墨西哥的奇琴伊察庫庫爾坎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並列。 

 

馬拉卡納足球場 Maracanã Stadium 

馬拉卡納足球場是巴西足球的傳奇主場，曾舉辦過奧運會及開幕式和閉幕式。該足球場是目前巴西最大的足球

場，於 1948 年開始奠基，1950年起對外開放，並于同年國際足聯世界盃決賽上錄得正式上座人數為 

199,854，實際入場人數約為 210,000 的記錄，是有史以來觀看足球比賽的觀眾人數最多的一次。 

 

桑巴大道 Sambadrome Marquês de Sapucaí 

桑巴大道由著名的巴西建築師奧斯卡·奈梅爾（Oscar 

Neimeyer）設計，旨在為該市提供永久性的城市設備，以展示森巴舞學校遊行的傳統奇觀。大道於 1984 



年落成，工程歷時120天，全長約 700 米。 

 

伊帕內瑪海灘 Ipanema Beach 

伊帕內瑪海灘是里約熱內盧兩大知名的海灘之一，因上世紀60年代作為博薩諾瓦舞曲的發源地而聞名世界，著

名的《伊帕內瑪的女孩》（Garota de Ipanema）舞曲也是從此地誕生。 

 

科帕卡巴納堡壘軍隊歷史博物館 Museu Histórico do Exército e Forte de Copacabana 

科帕卡瓦納堡壘是位於科帕卡巴納海灘的右側前端入海處的要塞，儘管已作為旅遊勝地，軍事作用弱化，但仍

歸軍隊管轄。科帕卡巴納炮臺於1914年啟用，仍保存所有原始特徵和架構，包括4個配備德制克虜伯大炮的防彈

圓頂、彈藥庫、槍室、廊道、食堂和新藝術風格的洗手間。1986成為陸軍歷史博物館，收藏資料和武器。 

 

 

    

下午  午餐 

中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巴西烤肉餐 

    

晚上   

酒店：Arena Leme Hotel 或 同級 

    

    

Day 7 里約熱內盧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我們將繼續在里約熱內盧遊覽。早餐後我們將驅車前往裡約的象徵之一——

麵包山，搭乘寬敞的泡泡電纜車抵達高峰，360°度俯瞰裡約全景。之後沿海濱大道繼續遊覽二戰烈士紀念碑和

聖托貝修道院，外觀尚在修建中的明日博物館。最後來到裡約之星摩天輪，乘坐摩天輪遠眺，欣賞著名的旅遊

景點糖麵包山、基督像、瓜納巴拉灣等等！ 

  



行程安排： 

糖麵包山（含登山纜車票，120分鐘） → 

海濱大道（車遊，遇上交通情況容許可在「建市紀念碑」下車拍照，約10分鐘）→ 

二戰烈士紀念碑（20分鐘）→ 聖托貝修道院（30分鐘）→ 明日博物館（外觀，10分鐘）→ 

裡約之星摩天輪（含摩天輪票，30分鐘） 

 

    

全天   

糖麵包山 Pão de Açucar 

糖麵包山位於瓜納巴拉灣的入海口，由兩座山丘組成，因為形狀酷似做麵包的模具，所以得名“糖麵包山”，是

裡約的象徵之一。糖麵包山高 396 米，登上山頂可將裡約全景盡收眼底。搭乘纜車抵達高峰後，體驗360º 

的全景視覺盛宴——

往北弗拉門戈海濱公園全景盡收眼底，向南科帕卡瓦納海灘近在咫尺；東面耶穌基督像令人肅然起敬，西邊大

西洋海平面浩蕩無垠。 

 

二戰烈士紀念碑 Monument to the Dead of World War II 

由巴西遠征軍 ( FEB ) 指揮官『若昂 ▪ 巴普蒂斯塔 ▪ 馬斯卡倫哈斯 ▪ 德 ▪ 

莫拉斯』元帥構思，用於接收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義大利陣亡的巴西士兵的遺體。工程於1957年開始，至1959年

才竣工，並於1960 年由『奧斯瓦爾多 ▪ 科代羅 ▪ 德 ▪ 法裡亞斯』元帥 ( 

曾作為炮兵師指揮官加入聯邦德國聯邦委員會 ) 

領導的一個委員會前往義大利，負責挖掘埋在「皮斯托亞市」巴西公墓中的 462 

具屍體轉移到巴西做好準備。委員會於 1960 年 12 月 15 

日抵達裡約，將屍體裝在單獨的鋅盒中，並裝在木骨灰盒中。一周後的儀式上，骨灰盒被運到紀念碑並存放在

陵墓的各個拱頂中。其中一個身份不明的死者骨灰盒象徵著“無名戰士”，由『馬斯卡倫哈斯 ▪ 德 ▪ 

莫拉斯』元帥交付給當時的總統『朱塞利諾 ▪ 

庫比契克』，後者將其存放在紀念門廊的底部，至今仍保留在那裡。   

 

聖本托修道院 Sao Bento Monastery 

聖本托修道院是巴西殖民時期建築藝術的重要代表之一。修道院屬巴羅克建築風格，雖然位於裡約市中心，但

是環境清幽、鬧中取靜。守護神是 NOSSA SENHORA DO 

MONSERRATE，是巴西本篤會的一部分，該會至今由7座男性修道院和16座女性修道院組成。  

 

明日博物館 Museum of Tomorrow  

明日博物館是一處新落成的大型博物館，整個建築猶如未來星際戰艦，極具未來主義特點。博物館包括5000平

米的臨時和常設展覽空間，以及環繞建築並沿碼頭延伸的7600平米的廣場。該建築有一個大型懸臂結構，在面

向大海的一側為45米長，面向廣場的一側有75米長。 

 



裡約之星摩天輪 Rio Yup Star 

裡約之星摩天輪是拉丁美洲第一個摩天輪，高88米。乘坐摩天輪遠眺，里約熱內盧的壯麗景色盡收眼底！您可

以欣賞到著名的旅遊景點，如糖麵包山、基督像、瓜納巴拉灣、明日博物館等等！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地道公斤自助餐 

    

晚上  晚餐 

中餐         

 

    

晚上   

酒店：Arena Leme Hotel 或 同級 

    

    

Day 8 里約熱內盧 - 飛機 - 家園 

上午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早餐後我們將前往里約熱內盧聖塞巴斯蒂安大教堂，該教堂建築風格獨特，極富藝術特色。之後打卡頗具南美

風情的藝術長廊塞勒隆階梯，走在塞勒隆階梯，處處是等待你發現的小驚喜。最後前往當地的大型商場自由購

物，盡情享受買買買的樂趣。午餐後，結束愉快的巴西之行，搭乘飛機返回居住地。 

  

行程安排： 

里約熱內盧聖塞巴斯蒂安大教堂（30分鐘）→ 塞勒隆階梯（30分鐘）→ 商場自由購物（含午餐時間2小時） 

 

    

上午   

里約熱內盧聖塞巴斯蒂安大教堂 Catedral Metropolitana de São Sebastião do Rio de Janeiro 

里約熱內盧聖塞巴斯蒂安大教堂，又稱里約熱內盧大都會大教堂，教堂建築風格獨特，呈圓錐形，直徑 106 

米，外高 75 米，內高 64 米，可容納 2萬人站立，天主教羅馬教皇約翰 ▪ 



保羅二世曾先後到訪兩次並主持莊嚴的彌撒。 

 

塞勒隆階梯 Escadaria Selarón 

塞勒隆階梯是一個色彩繽紛的瓷磚樓梯，由智利的旅行藝術家喬治▪塞勒隆創作。 1990 

年，他開始用廢棄的瓷磚改造家門口的階梯，隨後從其中找到了創作靈感。在之後的 20 

年裡，依靠自己的精心收集和各地朋友的熱心捐獻，塞勒隆用來自世界各地的 2000 多塊瓷磚，將家門前那段 

250 

個臺階變成了一道藝術長廊。臺階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幅畫，兩側的臺階背景為紅色，當中用其他不同顏

色的瓷磚拼出各種圖案。走在塞勒隆階梯，處處是等待你發現的小驚喜。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當地餐 

    

晚上  晚餐 

自理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六晚常規四星酒店； 

  

2. 酒店內豐富早餐； 

   

3. 全程共安排13頓正餐，詳見行程； 

 

4. 專業中文導遊； 

  

5. 行程中用車以實際參團人數為准：5座小車/15座賓士或雷諾旅遊車/18座賓士或雷諾旅遊車； 

  



6. 司機導遊服務費； 

  

7. 每人每天 1 瓶 500ML 礦泉水； 

   

8.門票包含：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伊瓜蘇鳥園（逢週一關閉）、伊泰普水電站（逢週二關閉，假期除外）、

科爾科瓦多山小火車、馬拉卡納足球場、科帕卡巴納堡壘軍隊歷史博物館（逢週一關閉）、糖麵包山登山纜車

、裡約之星摩天輪。 

 

 

費用不含 

1. 往返巴西的國際機票、聖保羅-伊瓜蘇以及伊瓜蘇-里約熱內盧的內陸段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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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伊瓜蘇4*4吉普車+沖瀑艇 Iguaçu 4*4 

Jeep + Waterfall Boat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80.00

； 
所需時間：約2小時 

伊瓜蘇直升飛機 Iguaçu Helicopte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15.00

； 

所需時間：約10分鐘（等

候時間視人流而定） 

 

   

 

出行提示 

乘坐國際航班抵達的旅客，必須在登機前向負責航班的航空公司提供以葡萄牙語、英語或西班牙語列印或電子

形式的疫苗接種證明。 



  

疫苗接種證明不適用於： 

任何健康狀況禁止接種疫苗的旅行者，只要有醫療報告證明即可； 

根據衛生部規定的標準，因年齡限制而沒有資格接種疫苗的任何旅行者； 

除上述例外情況外，旅客必須向負責航班的航空公司提供登機前24小時以葡萄牙語、英語或西班牙語進行的陰

性RT-PCR檢測。 

  

中轉航班和中途停留：如果旅客在非限制區過境超過24小時，必須提供新的RT-PCR檢測。 

  

入境巴西參考網址（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 

入境政策是以該國政府官方發佈的政策為准，但是執行方是航空公司工作人員，最終請以和航空公司確認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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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 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 

Si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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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P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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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等）關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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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visitbrasil.com/en/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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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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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海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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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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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