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欲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之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 去程航班途經阿姆斯特丹，安排入住機場酒店，讓您消除疲勞。 

- 厄瓜多爾首都基多位於以北27公里的赤道線，譽為世界之

半，親身體驗南北半球的奇妙差異！ 

- 2019全新遊輪「名人花神號」八天七夜船旅，造訪達爾文進

化島，群島上的獨特物種和生態環境，成為達爾文提出著名進

化論的靈感來源。 

- 加拉巴哥斯群島1978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第一個

自然遺產，島嶼是由海底火山爆發所形成，距離厄瓜多爾約為

972公里，由於長期與外界隔絕，至今還保留最原始的物種。 

- 嚴選的各式酒店住宿，從國際知名五星級到富地方色彩之

度假式酒店，一應俱全。 

- 名人郵輪「名人花神號」，住宿約100人，專為加拉巴哥斯

群島而設的全新遊輪，於2019年全新投入服務，所有房間

皆為套房，提供露台及觀景，船上設施有餐廳、圖書館及

酒吧等；及加拉巴哥島航行專家有著豐富的大自然生態知

識，為您提供講座和簡報。 

- 品嚐厄瓜多爾龍蝦海鮮料理。 

SP-QSA20-019-0108 

 

17 天南美洲厄瓜多爾(魔鬼的鼻子鐵道)、加拉巴哥斯群島(進化伊甸)  

「名人花神號」遊輪假期  

暢遊：厄瓜多爾 - 基多、加拉巴哥斯群島、昆卡、瓜亞基爾 

                                                                                   QSQCS1 

日期 港口 岸上觀光 

第 1 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尼德蘭)  
第 2 天 阿姆斯特丹 基多(厄瓜多爾)  
第 3 天 基多 巴爾德拉(加拉巴哥斯群島)~登

船 

 

第 4 天 伊加斯港(聖地牙哥島)~維達 

第 5 天 伊麗莎白灣(伊莎貝拉島)~塔古斯灣 

第 6 天 沙利達灣(聖地牙哥島)~巴特羅島 

第 7 天 拉巴夏斯(聖克魯斯島)~北席摩島(加拉

巴哥斯群島) 

第 8 天 巴克里索莫雷諾港(聖克里斯托巴爾

島)~蓬塔皮特(聖克里斯托巴爾島) 

第 9 天 阿約拉港(聖克魯斯島) 

第 10 天 巴爾德拉(加拉巴哥斯群島)~ 

離船 基多 
 

第 11 天 基多~赤道紀念碑  
第 12 天 基多~科多帕希火山國家公園  
第 13 天 里奧班巴~魔鬼的鼻子鐵道~昆卡  
第 14 天 昆卡~巴拿馬帽工廠~瓜亞基爾  
第 15 天 瓜亞基爾 香港  

第 16-17 天 阿姆斯特丹(尼德蘭) 香港  

 

別具匠心 
親身體驗最受鐵道迷們矚目且譽為《魔鬼的鼻子》鐵

道路線！火車經由辛帕貝站駛至阿勞西站這一段坡

度，垂直攀升將近 800 公尺，被譽為是世界上最困難

的工程路段。  

「名人花神號」Celebrity Flora 簡介  
 載客量  ：約 100 人 
 服務人員：約 80 人 
 甲板樓層：8 層 
 建造年份：2019 年 5 月 
 6 艘登岸專用小艇，可一次共載全船乘客，迅速登岸 
 餐廳、酒吧*、觀景廊、健身室、芬蘭浴、演講室、圖

書館、醫務室*  
                                          *徵收費用 

遊輪的設施開放與否，由船公司視乎船上實際情況而定。 

註：  

 捷旅安排獨立岸上觀光  隨領隊漫步市內觀光 

 酒店或當地餐廰享用餐食  住宿酒店 

 自由參加遊輪公司之自費活動  遊輪公司安排登岸活動 

 



 

第1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尼德蘭) 

Hong Kong Amsterdam(The Netherlands)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乘皇家荷蘭航空公司客機途經阿

姆斯特丹轉機飛往厄瓜多爾。由於航機時間接駁關係，是晚

將安排入住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 

阿姆斯特丹(尼德蘭)：住宿Hilton酒店或同級(5星級) 

早餐 
~ 

午餐 
~ 

晚餐 
酒店 

第2天 

阿姆斯特丹 基多(厄瓜多爾) 

Amsterdam Quito(Ecuador) 

早上繼續乘航機前往厄瓜多爾。抵達厄瓜多爾首都基多後，

前往酒店休息和享用晚餐，舒緩因長途飛行帶來的疲憊感。 

基多(厄瓜多爾)：住宿Eurobuilding airport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 

晚餐 
酒店 

第3天                                  下午2:30啟航 

基多 巴爾德拉(加拉巴哥斯群島)~登船全新遊輪「名人花

神號」 

達芙妮島巡航時間：下午5:00岸 · 下午6:00  

Quito Baltra(Galapagois Islands)~Embark Celebirty Flora 

 ~PM Daphne Major  

早餐後，乘內陸航機飛往位於東太平洋上的加拉巴哥斯群

島，展開為期八天七夜的「進化島」探索之旅。抵達群島的

巴爾德拉機場後，登上全新名人郵輪「名人花神號」遊船下

午時份正式啟航，前往鄰近的達芙妮島，正式展開期待的進

化探索之旅！ 

巴爾德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爾德拉作為美國軍事

基地保護巴拿馬運河不受敵人襲擊。 

達芙妮島 是位於聖克魯斯島北部的火山錐。火山底的地區

是藍腳鰹鳥的重要繁殖地。島上的懸崖海岸是海獅，鵜鶘，

藍腳鰹鳥和熱帶鳥類的家園，可以在環島航行期間觀察到。

加拉巴哥斯群島(厄瓜多爾)：住宿「名人花神號」 海景露台套房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遊船上 

晚餐 

遊船上 

第4天 

 伊加斯港(聖地牙哥島)：上午7:00 - 中午12:00 

 維達： 下午3:00 – 晚上7:00 

 Egas Port( Santiago Island) : AM 7:00 – 12:00 

 Rabida Island: PM 3:00 –7:00 

伊加斯港(聖地牙哥島) 是個擁有黑沙灘的海灣，海岸潮汐池

和藍水石窟，並有機會觀賞岸鳥，加拉巴哥斯鷹，海獅，海

洋蜥蜴和加拉巴哥斯海豹。浮潛時經常可以看到海獅，五顏

六色的熱帶魚和海龜。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中級   地形類型：岩石 

活動和時間： 1.5小時步行/ 1小時浮潛 

維達 是聖地亞哥島南面的一個小島，以其紅沙和侵蝕的火

山景觀而聞名。鵜鶘的築巢殖民地在這里居住，還有海獅和

一些海鳥。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容易  地形類型：沙質   

活動和時間：約1.5小時步行 / 約1小時浮潛 / 小艇遊 

加拉巴哥斯群島(厄瓜多爾)：住宿「名人花神號」 海景露台套房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遊船上 

晚餐 

遊船上 

第5天 

 伊麗莎白灣(伊莎貝拉島)：上午7:00 - 中午12:00 

 塔古斯灣：下午3:00 – 晚上7:00 

 Elizabeth Bay: AM 7:00 – 12:00 

 Tagus Cove( Isabela Island): PM 3:00 – 7:00  

伊麗莎白灣 是加拉巴哥斯群島最西端的地區之一。 在這個

避風港內可以觀賞各種各樣的野生動植物和令人驚嘆的紅

樹林生態系統。 

登陸安排：不適用  難度級別：容易  地形類型：紅樹林 

活動和時間：約1小時小艇遊 

塔古斯灣 這讓是昔日海盜和捕鯨船出沒地，可以欣賞到伊

莎貝拉島，火山和壯觀的達爾文湖的景色。沿岸可以找到海

鳥，企鵝，海獅，海龜和忙於築巢而不會飛的鸕鶿。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級別：中等   

地形類型：沙和熔岩 

活動和時間：2小時步行 / 1小時浮潛 / 小艇遊 

加拉巴哥斯群島(厄瓜多爾)：住宿「名人花神號」 海景露台套房或同級 

早餐 

遊船上 

午餐 

遊船上 

晚餐 

遊船上 

 

 

 

 

 

 

 

 

 

 

第6天 

 沙利達灣(聖地牙哥島) : 上午7:00 - 中午12:00 

 巴特羅島 : 下午1:00 – 晚上7:00 

 Sullivan Bay (Santiago Island) : AM 7:00 – 12:00 

 Bartolome Island: PM 1:00 – 7:00 

沙利達灣(聖地牙哥島) 在20世紀初的火山爆發期間，這地區

被熔岩所覆蓋。今天，黑色岩石的硬化區域創造了一個地質

仙境。在清晨的較低溫度的環境來觀賞扭曲硬化的熔岩流，

坍塌的隕石坑。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級別：中級  類型的地形：熔岩 

時間：2 小時步行 

巴特羅島 擁有該地區最常拍攝的景觀和壯觀的地質環境。

其荒蕪像月亮般的火山景觀，也是加拉巴哥斯企鵝的家園，

同時皮也是浮潛的熱點。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級別：中級    

類型的地形：岩石 / 梯級 

活動和時間：約1小時步行 / 約1小時浮潛 / 海灘游泳 

加拉巴哥斯群島(厄瓜多爾)：住宿「名人花神號」 海景露台套房或同級 

早餐 

遊船上 

午餐 

遊船上 

晚餐 

遊船上 

QSQCS1 



第7天 

 拉巴夏斯(聖克魯斯島) : 上午7:00 - 中午12:00 

 北席摩島(加拉巴哥斯群島) : 下午1:00 – 晚上9:30 

 Las Bachas( Santa Cruz Island) : AM 7:00 – 12:00 

 North Seymour Island: PM 1:00 – 9:30 

拉巴夏斯(聖克魯斯島) 美麗的白色沙子海灘。這也是加拉巴

哥斯群島太平洋綠海龜的最大築巢區之一。海灘步行帶您到

池塘尋找火烈鳥和其他鳥類。在海灘上散步或暢泳，和練習

浮潛的好地區。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級別：中級  類型的地形：岩石 

活動和時間：2小時步行 / 深水浮潛 

北席摩島(加拉巴哥斯群島) 是加拉巴哥斯群島最大的軍艦

鳥的家園。如幸運的，有機會遇到島上雄性的軍艦鳥用充氣

的紅色頸袋來吸引雌性的軍艦鳥，同時也有機會看到藍腳鰹

鳥在永恆的求愛儀式中跳舞。海獅和大型陸地蜥蜴也在這片

岩石地形上漫遊。遊覽選項包括岩石步道步行，或是沿著海

岸觀賞風景和野生動物。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級別：中級   

類型的地形：岩石 

活動和時間：約1小時步行 / 約1小時深水浮潛 

加拉巴哥斯群島(厄瓜多爾)：住宿「名人花神號」 海景露台套房或同級 

早餐 
遊船上 

午餐 
遊船上 

晚餐 
遊船上 

 

 

 

 

 

 

 

 

 

 

 

 

 

 

 

 

 

第8天 

 巴克里索莫雷諾港(聖克里斯托巴爾島) : 上午7:00 - 中

午12:00 

 蓬塔皮特(聖克里斯托巴爾島) : 下午3:30 – 下午6:00 

 Puerto Baquerizo Moreno(San Cristobal Island) : AM 7:00 – 

12:00 

 Punta Pitt(San Cristobal Island): PM3:30 – 6:00 

巴克里索莫雷諾港(聖克里斯托巴爾島) 遊覽島上行政首府

巴克里索莫雷諾港小鎮。 

登陸安排：乾著陸  難度：容易  地形類型：沙質 

活動和時間：步行 1 小時 / 海灘時間 

蓬塔皮特 位於聖克里斯托瓦爾島的東北端。在登陸小綠海

灘後，將徒步前往高原，在那裡景觀和景觀如此壯觀。一條

陡峭的溝壑通向懸崖，成為三種鰹鳥的繁殖地：紅腳，藍腳 

和納斯卡。這是加拉巴哥斯群島少數幾個可以看到所有三種

物種築巢的地方之一。 

登陸安排：濕著陸   難度：中級 / 困難    

地形類型：岩石 

活動和時間：約1小時步行 

加拉巴哥斯群島(厄瓜多爾)：住宿「名人花神號」海景露台套房或同級 
早餐 

酒店遊船上 

午餐 

遊船上 

晚餐 

遊船上 

第9天 

 阿約拉港(聖克魯斯島) : 上午7:00 – 晚上7:00 

 Puerto Ayora( Santa Cruz Island): AM7:00 – PM7:00 

阿約拉港(聖克魯斯島) 島上主要的聚居處，也是國家公園的

龜類繁殖中心和查爾斯達爾文研究站。將親睹加拉巴哥斯巨

龜的生活，及參加菁英遊輪獨有的植林計劃，為保育加拉巴

哥斯群島出一分力。 

登陸安排：乾著陸   難度級別：容易至中級   

類型的地形：岩石 

活動和時間：約2小時步行 

加拉巴哥斯群島(厄瓜多爾)：住宿「名人花神號」海景露台套房或同級 

早餐 

遊船上 

午餐 

遊船上 

晚餐 

遊船上 

第10天                                 上午7:00抵達 

巴爾德拉(加拉巴哥斯群島)~離船 基多 

Baltra(Galapagois Islands)~Disembark Quito  

早餐後，辦理離船手續後，前往機場乘內陸航機返回首都基

多，正式結束加拉巴哥斯群島的探索之旅。 

基多 仍保存許多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建築風貌，亦是全世界

第一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 

基多(厄瓜多爾)：住宿Casa Gangotena或JW Marriott酒店或同級(5星級) 

早餐 

遊船上 

午餐 

航機上(輕膳) 

晚餐 

龍蝦餐 

中國餐館 

第11天 

基多~ 赤道紀念碑~ 太陽博物館~ 基多歷史中心

~ 基多獨立廣場~ 聖多明各廣場 

Quito~Equatorial Monument~Intiñan Solar Museum~Quito Historic 

Centre Quito~Independence Square~Santo Domingo convent 

早餐後，展開觀光節目認識世界第二高首都基多。 

赤道紀念碑 厄瓜多爾橫跨南北半球赤道上，為全世界唯一

以赤道來命名的國家，其國名Ecuador西班牙文譯為赤道。

紀念碑碑身四周標註有東西南北的標準方位，您腳底下是被

譽為「地球之半」的赤道線，在這您能親自體驗一腳橫跨在

南北半球的快感。 

太陽博物館 赤道穿過的地方，博物館內介紹了厄瓜多爾的

地理和人文，還有小實驗來證明這裡是地球的中心。 

基多歷史中心 基多是世界的第一個城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以表彰其建築和藝術價值聲明。 

基多獨立廣場 基多市的中心地帶，在廣場四周，聳立著一

座座富有意大利文藝復興後期藝術特色的建築。 

聖多明各廣場 廣場中央豎立著蘇克雷將軍的雕像，東端聳

立著以收藏豐富的木雕聞名的聖多明各教堂和修道院。 

基多(厄瓜多爾)：住宿Casa Gangotena或JW Marriott酒店或同級(5星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中國餐館 



第12天 

基多~ 科多帕希火山(科多帕希火山國家公園)~ 里皮

歐普歐湖~里奧班巴 

Quito~Parque Nacional Cotopaxi ~Laguna Limpiopungo~ 

Volcán Cotopaxi~Riobamba 

厄瓜多爾享有南美洲火山之國的美稱，是日展開火山之旅。 

科多帕希火山國家公園 始建於1957年的佔地近3萬多公頃

的重要自然生態保護區，將可以欣賞到火山的自然美景。 

科多帕希火山 海拔5,897米，為世界最高的活火山之一，因

其獨特的圓錐形火山口和雪峰美景，使其成為登山愛好者的

必訪之地。 

里皮歐普歐湖 湖面海拔3892米，湖邊有木板步道和休息

亭，天晴的時候，湖邊是欣賞“雪山倒影映藍天”的最好的

地方。 

里奧班巴(厄瓜多爾)：住宿Hosteria La Andaluza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 

第13天 

里奧班巴~魔鬼的鼻子鐵道(搭乘路段：阿勞西 辛帕

貝)~ 印加皮爾卡~昆卡  

Riobamba~The Devil’s Nose railway(Alausi

Sibambe)~Ingapirca~ Cuenca  

魔鬼的鼻子鐵道 厄瓜多爾於政府耗資近3億美元整修完成

的經典火車路線，這條有近百年歷史的鐵道工程，途經山嶺

風景，鐵路由東太平洋沿岸商業城市瓜亞基爾直至南美第二

高首都基多。 

印加皮爾卡 厄瓜多爾保存最完善的古印加遺址，相傳印加

皮爾卡是繼秘魯的馬丘比丘後最重要的古印加遺址！這裡

可親眼目睹印加典型的大型石頭建築工程和用來防禦的圓

形堡壘。 

昆卡(厄瓜多爾)：住宿 Mansion de Alcazar 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 

 

 

 

 

 

 

 
 

第14天 

昆卡~昆卡市內觀光( 卡爾德隆廣場~ 聖巴斯蒂安廣場

~ 伊瑪古拉達教堂)~ 巴拿馬帽工廠~瓜亞基爾 

Cuenca~Cuenca city tour (Plaza Abdón Calderón~Plaza San 

Sebastian ~Catedral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Panama Hat 

Factory~ Guayaquil 

昆卡 安地斯山脈環抱中的城鎮，城鎮據說是依據西班牙國

王親自草擬的垂直城市規劃原則所建造而成，亦成為當時西

班牙美洲殖民城市建設中的最佳典範，至今仍保留著相當完

整的殖民時期建築風格，且於199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昆卡市內觀光 厄瓜多爾的第三大城鎮，漫步於街道上看到

不少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教堂、廣場。包括卡爾德隆廣場、聖

巴斯蒂安廣場及伊瑪古拉達教堂，是整個昆卡最具有標誌性

的建築。 

巴拿馬帽工廠 您知道瓜亞基爾是享譽全球巴拿馬帽的產地

嗎?歐洲皇室和名人愛不釋手的手工巴拿馬帽，造訪昆卡城

內的帽子工廠就是最佳的朝聖地！但為何命名為巴拿馬帽

而不是厄瓜多爾帽呢? 

瓜亞基爾(厄瓜多爾)：住宿 El Parque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中國餐館 

第15天 

瓜亞基爾~ 拉斯佩尼亞斯區~ 聖安娜山~ 蜥蜴公園 

香港 

Guayaquil~Las Peñas~Cerro Santa Ana~Parque de las Iguanas 

Hong Kong 

早餐後，由當地導遊陪同下展開觀光節目。遊畢後前往機場

並在當地導遊協助下辦理登機手續，自行乘坐荷蘭皇家航空

客機途經阿姆斯特丹轉機返港。 

瓜亞基爾 厄瓜多爾的第一大城市及港口，這裡也是南美洲

太平洋沿岸的主要港口之一，被譽為「太平洋的濱海明珠」。 

拉斯佩尼亞斯區 瓜亞基爾最吸引遊客的地方之一。坐落在

該區的聖多明各教堂建於1548年，是全城的第一座教堂。 

聖安娜山 山上陳設著兩尊古炮，炮口指向前面的河。當年

人民使用這幾門大炮猛烈轟擊溯河而上的海盜。 

蜥蜴公園 厄瓜多爾一個獨具特色的景點，這裡有著散養的

蜥蜴，蜥蜴習性比較親民，沒有攻擊性，是公園的獨特之處。 

早餐 

酒店 

午餐 

西式海鮮餐 

晚餐 

~ 

第16-17天 

阿姆斯特丹(尼德蘭) 香港   

Amsterdam(The Netherlands) Hong Kong  

第16天航機途經阿姆斯特丹轉機返香港，航機於第17天安抵

香港。 

 

註 入內參觀 外觀拍照 車上途經 自費活動 自由購物 

• 以上行程之先後次序，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 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將另

作安排。 

• 另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 單張或行程書內的酒店星級，均以單張或行程書印刷日期當時其官方網

頁資料說明為準。 

•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 黃熱病預防疫苗，衛生署的旅遊健康中心建議各前往黃熱病流行地區，
包括中南美洲的旅客都應接種。詳情請向衛生署 旅遊健康服務查詢。 

• 報名前必須先參閱中南美 ‧ 南極2019-20行程書背頁重要責任及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