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利位於南美洲西南部、安第斯山脈西麓。東鄰阿根廷，北界秘魯、玻利維亞，西瀕太平洋，南與南極洲隔海相望。

海岸線長1萬公里。是世上形狀最狹長的國家，南北長4200公里，東西寬96.8 - 362.3公里。北部主要是沙漠氣候；

中部氣候溫和，屬亞熱帶地中海式氣候；南部為多雨的溫帶闊葉林和寒 帶草原氣候。15 - 16世紀初屬於印加帝國。

1535年西班牙殖民者從秘魯侵入智利北部。1541年建立聖地牙哥城後，智 利淪為西班牙殖民地。1810年宣佈自治。

此後在民族英雄貝爾納多•奧希金斯領導下進行武裝鬥爭。1871年2月與阿根廷聯軍擊敗西班牙殖民軍。1818 年2月

12日宣告獨立，成立智利共和國，奧希金特將軍上臺執政。

行程編號 CLSCLSCL10C

$72,299起/每位

不包括來回香港機票

$30,999起/每位

尊享豪華商務客位
二人獨立成團

智利十天經典遊

交通資料：乘坐法國航空(AF) 商務客位往返,而在智利安排智利航空經濟個客位(LA)  (註：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  巴黎 約上午10：50起飛 / 同日下午17：00抵達

巴黎  聖地亞哥 約晚上23：20起飛 / 翌日上午08：45抵達

聖地亞哥  蓬塔阿雷納斯 約早上07：45起飛 / 同日下午11：10抵達

蓬塔阿雷納斯  蒙特港 約下午14：35起飛 / 同日下午16：50抵達

蒙特港  聖地亞哥 約早上11：00起飛 / 同日中午12：45抵達

聖地亞哥  巴黎 約下午17：20起飛 / 翌日上午11：00抵達

巴黎  香港 約下午13：45起飛 / 翌日上午07：20抵達

日程內交通會以7座位私家房車為基準，如超過此人數會改以其他車種及團費亦會有所調整

註 ： 此團不會安排隨團出發領隊服務, 免收旅行團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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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 巴黎 

夜宿於航機上

第二天
巴黎 > 聖地亞哥 > 中央廣場 > 聖地牙哥大教堂 > 總統
府 (外觀) > 聖塔露西亞山崗 

中央廣場 (Plaza de Arma) : 個廣場的四週圍,還保留著西班牙

殖民時代的原味與色彩。在這一地帶的建築物當中，最顯眼的是

一座十八世紀所建築的大教堂(Catedral)及其博物館。

聖地牙哥大教堂（Catedral de Santiago）: 始建於1748年，最

初的主教教堂無鐘樓，1780年，當時的主教向西班牙皇室推薦羅

馬建築師華金·托埃斯卡進行大教堂和小教堂正面的修繕，教堂加

以了新古典主義風格，兩座鐘樓在他去世一年後1800年底完成。 

大教堂內共有三個拱形長廊，每個長廊長度均超過90米，智利歷

任大主教的遺骸均保留在此。教堂裡聖法蘭西斯科•沙烏略的木制

雕像以及重達二十多千克的17世紀的銀制燈具都很值得一看。聖

具放置處的《最後的晚餐》圖也非常值得一看。大教堂的南側是

大教堂博物館，共有三個展廳，展示有聖具、宗教繪畫等。

中央郵局介紹 (Central Post Office) ：中央郵局始建初衷為聖

地牙哥第一居所，即西班牙征服者佩德羅·德·瓦爾蒂維亞的私人

住所，並在殖民時期為歷任總督官邸，自1810年智利獨立至1846

年，為總統官邸；1846年以後政府辦公地點以及總統官邸遷至La 

Moneda宮，即現在的總統府。此後不久，建築失火，然而有幾

面牆劫後餘生，仍巍然屹立。1882年被建築師Ricardo Brown改建

成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樓——中央郵局大樓的前身。1908年，為

迎接智利獨立百年慶典，建築師Ramon Feherman為中央郵局增

加了法式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第三層，並增加了一個穹頂。現該樓

用於中央郵局，在郵局二層設有郵政博物館。

總統府 (Palacio de la Moneda) : 位於智利聖地牙哥憲法廣場

南側的總統府拉莫內達宮莊嚴肅穆，象徵著政府的權威。在智利

19世紀初擺脫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之前,這裡曾是一家造幣工廠,因

此拉莫內達宮還是重要的文物遺址。現為總統府、內政部、總統

府秘書部和第一夫人辦公室所在地。

聖塔露西亞山崗(Cerro Santa Lucia) : 這個都城發展的起源地. 

它緊鄰著聖地牙哥市中心區的東緣。所以到訪的遊客,可以用徒步

的方式登上山頂。這個山崗，就地型地貌而言，它還夠不上是什

麼名山聖境,但它卻是聖地牙哥近代文明的發源地。且這座落聖地

牙哥盆地中的高地,又是緊鄰最繁榮的市中心區,登上它的山頂,可

以欣賞一些西班牙人殖民時代的一些建築, 也可居高臨下,展望聖

地牙哥都城的風華。

入住五星級 W Hotel Santiago
早餐於航機上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三天
聖地亞哥 > 蓬塔阿雷納斯 (機程約3小時20 分鐘) > 拿
大烈士港  (車程3 小時)

蓬塔阿雷納斯 (Punta Arenas) : 西班牙語 "Punta" 一詞，譯成

中文就是 "岬角" 的意思，而 "Arenas" 一詞，則為沙灘，所以義

譯 "Punta" + "Arenas" 則為 "沙之岬"。沙之岬的是區並不大，市中

心也就是那兩三條街，中央廣場及其四周,是沙之岬的市民文化

中心。廣場的中央，建一座 16 世紀西班牙人的航海家- 麥哲倫 

(Magallanes)的銅像，只是這一座銅像的麥哲倫站在一尊巨炮之

上， 這倒是相當吻合智利的軍國主義，中央廣場本身，四周圍的

建築物，都具有殖民時代的色彩。(在此可欣賞麥哲倫海峽風光)

拿大烈士港 (Puerto Natales) : 是一個約有人口兩萬不到的小

鎮，居民主要的經營活動就是觀光事業，只是這裡地處高緯度，

能夠從事觀光旅遊事業活動的季節只有 12，1， 2， 3 三個月的

期間，再此一時期，這個小鎮顯得非常的活力,但過此一季節，

就仿佛是一座荒城,非常的冷清。但是進入百內國家公園的門户城

市。

入住Costaluatralis Hotel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四天
拿大烈士港 > 百內國家公園 > 拿大烈士港

百內國家公園 (Natioanl Park Torres del Paine) : 佔地 

242,242公頃,範圍相當遼闊，是一個相當原始的大自然風景區，

在此一大風景區之內，它有其特色，為其他國家公園所缺的條

件，野生動物 : 在尚未進入國家公園的遠處原野，即可見到處處

都有野生動物的蹤影，其中以米黃色的駝羊群最為多數，鴕鳥也

不少，還有世界稀少性的野生動物 .... ，在這裡，牠們與遊客和

平相處，沒有任何遊客會去驚嚇牠們，就算要拍攝牠們的照片，

大家也都是低身和躡手躡腳的緩慢靠近，就深怕驚嚇到牠們。大

尖山 : 三座高聳的大石尖山，是這一個國家公園最重要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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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國家公園的旅遊路線或觀光旅道，幾乎就是圍繞著這三座

大石尖山而行，事實上這個國家公園，就是取這三座大石尖山而

命名 - Torres Paine.為登山客的最愛，只要是登山族，沒有人會放

棄走一程登山道，到終點親近們，一窺盧山真面目的機會。冰河

位於大石尖山之西的 Grey 冰河最為吸引人，Grey 冰河發源於南

大陸冰原(Campo de Hielo ContinentalSur) 之南，在整個大陸冰原

來說，它只是一條中型規模的冰河而已，但它點綴了百內國家

公園的綺麗，為一般到訪非登山族遊客的第一首選目標。 入住

Costaluatralis Hotel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五天
拿大烈士港 > 蓬塔阿雷納斯 > 蒙特港 (機程約2小時15
分鐘) > 瓦拉斯港

蒙特港 (Puerto Montt) : 夢港 她位於智利 5 號國道的大陸本土

的終端，人口約 160 千，  為智利南部 Patagonia 最大的一個旅遊

城市，其旅遊線幅員最大，除了市區觀光之外，它的旅遊路線，

西南延伸到奇落葉島 (Isla Chilore) ; 東南旅遊線可以沿著東南海

灣， 一直到 Caleta La Arena 的地方，至於東北到 PuertoVaras 更

延伸到 Llanquihue 湖，諸聖湖(Lago Todo Los Santos) ，並越嶺一

直到阿根廷的 Bariloche。

瓦拉斯港 (Puerto Varas) : 它是位於 Llanquihue 湖的西南端的一個

人口三萬不到的小鎮. 旅遊事業是這一個小鎮，最主要的經濟活

動，湖岸一帶的市中心區，建有許多家 Hotel 及餐館之類，也有

賭場，Llanquihue 湖岸的公園地，是遊客小憩之地。

入住五星級Grancolonos Hotel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六天
瓦拉斯港 ＞奇落葉島 >企鵝島 >卡斯特羅 >瓦拉斯港

奇落葉島 (Isla Chiloe) : 南美大陸西海岸，到了夢之港的地方，

陸層中斷，西南部形成一道車溝海峽 (Canal de Chacao)，南面陷

落成安固海灣 (Golfo de Ancud) 區隔在其西南方約 60 公里處，越

過海峽的一個大島 。

企鵝島 (Islotes de Punihuil) : 這些所謂的企鵝島，事實上只是

幾個岩礁嶼在這一帶棲息著 Magallanes 種族的企鵝，比較其他地

方的企鵝島，它的數量並不大,但牠們生活在這一帶海域，已經是

很難能可貴了，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估計這一些岩礁島嶼上,

應該有為數 2 到 3 萬企鵝數。

卡斯特羅 (Castro) : 位於  Chiloe 島中部的東海岸，人口約 

30,000人，比較具有人文特色的地方，那就是水上柱屋的建築 

(Palafito - 見右照片)，其中左邊照片是商場用建築，而右砭照片

則是住家屋，這種建築物,是 Castro 的特有的。

入住五星級 Grancolonos Hotel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七天
瓦拉斯港 > 蒙特港 > 聖地亞哥 > 華巴拿索 > 偉拿地瑪 
> 聖地亞哥

華巴拿索 (Valparais) : 此乃智利第二大城市，於1536年被西班

牙探險隊所發現，城市設計如三藩市。這裡由一個美麗的海灣及

海後延伸的山丘所組成。從港口處向上望，可盡覽山丘上彩色繽

紛的住宅；而從山上極目遠望，可見灣畔的景色如畫。

偉拿地瑪 (Vinadelmar) : 此地有"海洋葡萄園"及"花園城"之美

譽。因其面臨太平洋沿岸及市內有許多面積廣大的花園而得名。

參觀的景點，包括位於市中心的中央廣場和華巴拿索街等。

入住五星級 W Hotel Santiago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詳細資料，請瀏覽www.leisurelytours.com

注意事項：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
小童不佔床為標準。如單人報名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女之情況，旅
客須補回單人房差額。

2. 免收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團費已包括十萬元之平安保險，但不
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費及飛機燃油附加費；遊輪港口服務費、碼頭
稅及遊輪燃油附加費。另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
徵費的服務費每位港幣30元。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
而導致成本上升，本社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
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
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社可將訂位作廢，已繳之所有款項(包括團費
及各項額外費用)將不發還及不會撥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
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為
準。而各項價目及細則，期間如有更改則以報名為準，恕不另行通
知。

4.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
險。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自備綜合旅遊保險。若旅客於
出發前14天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本社將會取
消客人之訂位及可能扣除旅客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此條款只適用於旅
行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條款」
及「旅客須知」。旅客可於新歷遊網站 (www.leisurelytours.com) 下載
或向本社職員索取。

LT-CLSCLSCL10C-121009

第八天
聖地亞哥 > 幹露酒廠 > 巴黎

幹露酒廠（Vina Concha y Toro）: 在智利恐怕無人不知曉露

酒廠一直致力於用先進的栽培技術和釀造工藝，致使每一款酒都

能銷往世界各地，在1994年10月，幹露酒廠成為紐約股票交易所

第一家上市的智利酒廠。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於航機上

第九天
巴黎 > 香港 

夜宿於航機上。

第十天
香港

航機於是日早上抵達香港，行程到此完畢

  早，午及 晚餐：於航機上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