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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亞馬遜自然保護區專家作為您的導遊

進入帕卡亞薩米利亞國家自然保護區(Pacaya-Samiria Reserve)，親身體驗世界最大、物種
最豐富的原始生態區域

深入雨林區，追尋眾多的奇特野生鳥類、動物及植物

參觀當地土著居民家庭

拜訪當地部落薩滿祭司

體驗垂釣食人魚活動

當 地 團 價 格
出發日期:27/10,10/11,15/12,22/12,29/12

Main Deck Twin Cabin : HK$17,839/每人佔半房

Upper Deck Superior Cabin : HK$19,239/每人佔半房

行程安排
 收起全部

Day 1 : 到達利馬Lima

膳食：晚餐 住宿：San Agustin Exclusive Hotel 或同級

抵達利馬機場後，乘坐專車前往酒店休息。

Day 9 : 利馬Lima 伊基托斯Iquitos > 瑪拉儂河Rio Maranon

膳食：早、午、晚餐  住宿：河船上

清晨乘坐內陸航機飛至伊基托斯，抵達後在市內觀光，之後前往參觀海牛救援中心。傍晚送
往碼頭登上Amatista 亞馬遜河船。

亞馬遜河最常見的野生動物種類：(物種繁多未能盡錄) 

黑凱門鱷：又名黑鱷，分佈于南美洲北部，棲居在各式各樣的濕地。黑凱門鱷是現存最大的
爬行動物之一，也是在亞馬遜河流域的最大的食肉動物。有個別個長到5.5米，成年個體很容
易識別，背是全黑，未成年的是黑色體色帶點黃。 

二趾樹懶：大半輩子都懸吊在樹上生活的哺乳動物，無論進食、睡眠、交配、育兒都在樹上
進行。被認為是世界上活動速度最慢的生物。全身長棕灰色毛髮，並由腹部開始向背部生
長，這與許多哺乳動物不同。 

亞馬遜河豚：又作亞馬遜淡水豚、亞馬遜江豚或粉紅河豚、粉紅淡水豚，是亞馬遜河及奧裡
諾科河流域特有的物種，是體形最大的淡水豚。 

亞馬遜海牛：是現存3種海牛中，體型最小的一種。其分布侷限在亞馬遜河流域的主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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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支流與湖泊。在漲水期，亞馬遜海牛會進入淹水的森林，而在較乾燥的季節裡，牠們則
會退回深潭或大湖中。由於牠們害羞的天性與昏暗的棲息水域，人們對牠們的社會行為了解
不多。 

金剛鸚鵡：是大型彩色的美洲鸚鵡，是鸚鵡科中體型及翼展最大的鸚鵡，但不能飛行的鴞鸚
鵡則比金剛鸚鵡重。每隻腳有4隻腳趾～2前、2後。大部分的野生金剛鸚鵡正瀕臨絕種，一
般可活30-40年。 

松鼠猴：是捲尾猴科下的一屬，也常常專門被列為松鼠猴亞科，包括松鼠猴等五種新世界
猴，生活中美和南美的熱帶雨林地區。體毛較短，多為黃褐色。是日行動物，樹棲性。尾巴
主要用於平衡，在樹枝閒跳躍。 

樹蛙：在與世隔絕的亞馬遜流域，有一種神奇的綠色樹蛙，個頭差不多有拳頭那麼大，它們
被當地的印第安人作為一種神物。因為它會分泌一種體液，致幻程度比嗎啡高30倍。

Day 3 : 瑪拉儂河Rio Maranon/烏卡亞利河Rio Ucayali

膳食：早、午、晚餐  住宿：河船上

南美洲亞馬遜河全長6,400公里，堪稱世界第一大河，亦是世界最大熱帶雨林區，擁有地球
上超過三分一物種，存在於世至少5,500萬年。秘魯國土近六成屬於亞馬遜河流域，並在亞
馬遜河上游，有兩大原住族群居於此，包括Ucayali和Maranon，最佳遊覽方法當然是乘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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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Amatista Amazon，由生物和植物學家帶路，沿水路進發窺探河岸景色、追尋動物和探訪
原住民等。

在亞馬遜河及一些支流上划船觀光探索，欣賞雨林的奇觀。午餐後，在亞馬遜河面聆聽景點
解說，然後沿著烏卡亞利河畔步行參觀。

Day 4 : 烏卡亞利河Rio Ucayali/薩米莉亞自然保護區Pacaya-Samiria National Reserve

膳食：早、午、晚餐  住宿：河船上

早上前往薩米莉亞國家自然保護區飽覽眾多的野生景觀。下午則前往一小村落拜訪當地一名
薩滿祭司，了解巫師靈性治療的神秘世界。

Day 5 : 薩米莉亞國家自然保護區Pacaya-Samiria Reserve Excursion

膳食：早、午、晚餐  住宿：河船上

這一天我們將走下船，前往拜訪一家當地居民，在那裡享受家庭烹飪美餐，了解他們的當地
文化。晚上則乘坐遊船前往探索黃昏彼活躍的野生動物。

Day 6 : 薩米莉亞國家自然保護區Pacaya-Samiria Reserve Excursion

膳食：早、午、晚餐  住宿：河船上

前往探索洛亞丘，垂釣食人魚，承租獨木小舟探索紅樹林。您還可以選擇在亞馬遜河游泳。
晚上進行另一次晚間野生動物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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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 薩米莉亞國家自然保護區Pacaya-Samiria National Reserve Excursion/伊基托斯 Iqitos

膳食：早、午、晚餐  住宿：河船上

返回伊基托斯，沿途在沙比河和瑙塔河口城鎮停留。

Day 8 : 伊基托斯Iqitos 利馬Lima

膳食：早餐  住宿：住宿於San Aqustin Exclusive Hotel酒店或同級

在伊基托斯上岸。乘車至機場搭乘內陸機返回利馬。下午自由探索秘魯首府城市。

Day 9 : 離開利馬Lima

膳食：早餐

離開利馬Lima

＊秘魯亞馬遜河船9天探索之旅行程完滿結束＊

**因安全考慮，所有登岸觀光須依當時實際情況由船公司安排，登岸時間及地點以實際情況作準。

免責聲明: 由於安全考慮，所有登岸觀光需依當時天氣情況由船公司決定，登岸時間及地點皆按實際情況安排。 

還有其他天數行程未能盡錄，請致電2737 8347 查詢。







河 船 資 料 Amatista Amazon

船上設備：

設有7間上層船艙及8間主層船艙(雙人床或大床房)，每房都有窗口及私人衛浴

設備。

酒吧、閱讀室、餐廳、觀景台

船員：15位工作人員+2位自然保護專家導遊

Main Deck Twin Cabin Upper Deck Superior Cabin

Reading Lounge Observation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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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須 知
團費包括項目：

1. 利馬至庫斯科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2. 利馬至伊基托斯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3. 亞馬遜河船雙人船艙(佔半艙)；

4. 船公司安排搭乘小艇深入支流巡航及登陸活動；

5. 利馬2晚酒店(佔半房)；

6. 行程中列明之膳食(部分膳食因應航班或行程自理)；

7. 行程中交通安排；

8. 旅遊業議會之0.15%印花稅；

團費不包括項目：

1. 行程表上沒有列明之項目及變更行程所需之費用；

2. 一切個人消費：如船上拍賣活動捐獻費用、洗衣費、宵夜、長途電話費、酒店服務員服務費、簽證費、行

李過重附加費等。

3. 單人房附加費

旺角 2390 0421 (tel:+85223900421) 尖沙咀 2730 3269 (tel:+85227303269)

銅鑼灣 2833 9909 (tel:+85228339909) 元朗 2473 1100 (tel:+85224731100)

網上服務 2730 2800 (tel:+85227302800) 獨立包團 2730 0888 (tel:+85227300888)

個人遊及特色旅遊專門店 2730 0888 (tel:+85227300888)

商務客戶 2737 8314 (tel:+85227378314) 澳門 853 2831 1100 (tel:+85228311100)

廣州 86 20-83311171 (tel:+862083311171) 深圳 86 755-82938899 (tel:+8675582938899)

繳費方式 (/other/paymod.asp) | 集團簡介 (http://group.hkst.com/Home/about/chairman.html) | 分行位置及電話
(http://group.hkst.com/home/about/contact) | 聯絡我們 (http://group.hkst.com/home/about/contact_email) | 人才招聘
(http://group.hkst.com/home/job) | 會員登錄 (/user/login.asp) | 網站使用條款 (/other/web_clause.asp) | 超連結政策
(/other/hyperlink_policy.asp) | 私隱政策聲明 (/other/eprivacy_hkst.pdf) |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other/collection_statement_hk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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