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厄瓜多爾、智利、南極探險世紀之旅三十三日遊 

加拉巴哥群島（厄瓜多爾）、復活節島、（智利）、福克蘭群島（阿根廷）、 
南喬治亞島、南雪特蘭島&南極半島 

 
龐 洛 遊 輪 南 冠 號 第 五 級 陽 台 艙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s) 經過兩年審查，於 1999 年選出 50 個真正的旅人此

生必遊之地, 位於地球盡頭的南極洲 Antarctica 即是, 無庸置疑的，這更是每個旅人心靈深處終其一生想

要探索的冰封極地。 

詩人也是作家的羅智成在 1998 年前往南極與北非，並將旅行記憶化作《南方以南,沙中之沙》 書中〈南

方以南〉之部：許久以來，南極神秘地隱居在人類知識與能力的範圍之外，但是在此生長、繁衍迴遊的生

物，卻早以已緊密的地和南極大陸相處了千百萬年。許多在全球各地被人類追獵、殺戮的動物，也只有在

此得到庇護。所以，我們還可以發現快樂悠遊的抹香鯨、座頭鯨、藍鯨、長鬚鯨、殺人鯨、各式海象、海

豹、幾千萬隻各式企鵝、經得起長途跋涉的巨大海鳥，如信天翁、海鷗、賊鷗、和海燕等，以及生機驚人

的少數低等值物。 

    航向這個南方以南的境地，他形容「整個南極之行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就像您探觸到愛人較私秘的地

方，你和地球的關係變得如此親密…」、「南極的大自然，不管是嚴酷的強風、冰凍的氣候、高聳的冰山、

冰原… ，對於久處文明社會的人類而言，是一種祕境、一種充滿想像又無法想像的超現實世界。」 

    冰封的極地，恍若世界盡頭，喜愛旅行的人，更能體會飄泊擺蕩的旅行對身心靈的呼喚與啟發。當您

穿過如冰似夢的浮冰、冰山，在那永晝的日與夜間，將親臨到極地與心靈的呼喚---                           

「我不曾想過天堂的模樣。但是南極的大自然以它豐富的想像力，為我作了一次虛擬實境。而我幾乎就要

相信, 如果有天堂, 它應該和這樣的場景質感最接近….」 

 

【行程特色】:  

南極素有『白色大陸』之稱，其面積約 1424.5萬平方公里，由圍繞南極的大陸、陸緣冰和島嶼組成，

約佔世界陸地總面積的 9.6%。是中國陸地面積的 1.45倍，澳洲陸地面積的兩倍，為世界第五大陸。《國

際南極條約》，凍結了所有國家對南極領土的主權要求，規定南極只用於和平目的，可以說，南極現在

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它屬於全人類。 

＊ 登上南極, 完成一生夢想。置身壯闊橫亙山脈、冰帽、冰棚和冰山等極富自然美景之間, 亦可見各種野

生動物如海豹、鯨魚、海鳥、企鵝等。近距離凝望並頃聽企鵝家族哺育、築巢、成長等活動點點滴滴。 

＊ 暢遊國家地裡旅人雜誌評選出人生五十個必遊之地之一的伊甸園最後要塞『加拉巴哥群島』。達爾文於

此創演化論, 是為生物家的聖地。 島上奇特的動植物如陸龜、象龜、海鬣蜥、陸鬣蜥、軍艦鳥、藍足

鰹鳥等等, 足以讓您詫異和讚嘆不已。 

＊ 位於太平洋上火山岩地形的神祕之地『復活節島』, 島上其奇特的火山地形著實令人驚嘆, 而茅伊雕像

文化更是值得探討。 

 

 

 

 



 



龐洛遊輪南冠號 L’AUSTRAL   

2011 年 5 月首航  

冰級 ICE CLASS：1 C、10700 頓 遊輪載客量： 264 人 (二人一艙) 

遊輪長度：142 公尺 遊輪寬度：18 公尺 甲板樓層：6 層 船員人數：140 人 

吃水深度：4.7 公尺 平均航速：14 節 造船地：義大利 註冊地：法國 

 

 
 

 

 

 

 

 

 



Deck 5﹕ 

五樓船首甲板處是艦橋（Bridge），其後方是 26 間的 Prestige 陽台房，其中的 22 間可以合併為 11 間 Prestige   

套房（兩間相連的 Prestige 陽台房合併為一間 Prestige 套房）。 

 不同於其它遊輪，Ponant 遊輪上客艙內的廁所是與浴室分開。 

 還有，浴室朝向床鋪的那一面採落地玻璃，為您的遊輪假期增添不少情趣。 

Ponant 遊輪上提供清潔用品為法國名牌~歐舒丹 L'OCCITANE 的產品。 

插座有 240Volt 歐規與 110Volt 美規兩種。 

五樓船後半部分別為﹕娛樂區 Espace de loisirs、Ponant Yacht Spa、健身房 Fitness，以及船尾甲板休憩區。 

Ponant Yacht Spa 

娛樂區 Espace de loisirs 

艦橋 Passerelle 

 

出團日期：11 月 01 日  

          

第 01 天  台北洛杉磯 LOS ANGELES利馬 LIMA 

          TPE/LAX、LA 601 2130/0750 (飛行時間：12：25、08：20 時) 

      搭機飛往美國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磯，因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日晚上抵達，並於機場候機

前往位於南美洲的祕魯首都－利馬。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宿】：機上 

          

第 02 天  利馬基多 QUITO (厄瓜多爾) 

         LA 1450 1205/1429 (飛行時間：02：24 時） 

     上午抵達秘魯首都利馬轉機飛往”赤道國”－厄瓜多爾。踏上這以安地斯山的『香格里拉』或

『美洲的佛羅倫斯』著稱的基多，感受這位於海拔 2800 公尺高度且由覆蓋白雪的火山所環繞的

首都城市的氣息。基多整座城像一巨大露天博物館崁在安地斯山山谷中，是第一個被 UNESCO

宣稱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因其歷史、建築和藝術價值。抵達後接往酒店休息。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 

        【宿】：HOTEL DANN CARLTON 或 JW MARRIOTTHOTEL QUITO 或 MERCURE ALAMADA H 

           

第 03 天  基多－赤道紀念碑－Teleferico 高山纜車   

         早餐後我們搭車前往市區北方的★赤道紀念碑參觀。位於 0 度 0 分 0 秒的紀念碑有地 

      球的中心之稱“La Mitaldel Mundo：the Middle of the World”，體驗站在地球中心的        

         特殊意義。接著參觀★赤道博物館，陳列厄瓜多各族各式樣的衣服、風情與民俗，並 

         了解赤道在地球科學上的各種意義。然後前往基多★Teleferico 高山纜車站，此纜車於 

         2005 年初開始運作，提供城市和周圍群山的壯觀全景。共有八輛車，每輛車可容納 6 

         人。2950 米到 4050 米的高度，上升需要 8 到 10 分鐘，如果天氣很好，您可以看到安 

         第斯山脈的一些主要海拔高度超過 5~6000 公尺的高山。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HOTEL DANN CARLTON 或 JW MARRIOTTHOTEL QUITO 或 MERCURE ALAMADA H 

          



第 04 天  基多巴爾德拉 BALTRA(加拉巴哥群島) ─巴托洛梅島 Batolome island 

          

今日搭機飛往加拉巴哥群島的機場─巴爾德拉，展開加拉巴哥群島遊船之旅。下午前往巴托洛

梅島，面積 1.2 平方公里，最高點海拔高度 114 米，在此參觀火山熔岩地形，可尋找海蜥蜴、陸

蜥蜴與藍腳尖鳥的蹤跡，也可在此浮潛，有機會看到加拉巴哥企鵝、海龜、許多種類的彩色魚

類。 

早餐：旅館內簡餐或餐盒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宿】：GALAPAGOS LEGEND 小套房兩人一室面海艙 

          

第 05 天  南廣場島 SOUTH PLAZA ISLET─北西摩島 NORTH SEYMOUR ISLAND 

早上來到群島中最小的廣場島探索。這裡有特別的仙人掌林和海鬣蜥。來到島上最高處，尋找

藍足鰹鳥、燕尾鷗的蹤跡。這裡也有一大群小型陸鬣蜥，牠們吃各種植物，但在乾季僅以仙人

掌花和果實果腹。牠們跟海鬣蜥是近親，是世上唯一能找到的加拉巴哥混種鬣蜥。下午前往北

西摩島，此島嶼地形是由水底下火山爆發形成海底岩漿沈積層組成。大約行走兩小時行程，將

有機會看到築巢的藍腳尖鳥、華麗壯碩的軍艦鳥、燕尾鷗與哺育中的海鳥與海獅，當然也會有

可能看到陸蜥蜴，幸運的話也有機會碰到當地特有的加拉巴哥蛇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宿】：GALAPAGOS LEGEND 小套房兩人一室面海艙 

 

第 06 天  皮特角 PITT POINT(聖克里斯多博島 San Cristobal Island)─托瓦爾 Cerro Brujo(San Cristobal Island) 

          今日前往皮特角，一個突出海平面約 90 公分的礁石。走一段較高難度的途徑後，來到約 90 公

尺長的沙灘，前往最高點火山凝灰岩上欣賞周圍壯麗的風景。這裡是群島中唯一一處您可找到 3

種不同的鰹鳥，還可看到 2 種不同的軍艦鳥和海獅家族。這裡也是浮潛的好地方。午餐之後前

往聖克里斯多福島南部的托瓦爾，這邊地形是由侵蝕凝灰岩組成，並且有美麗的砂質海灘，可

以浮潛與做日光浴。也有瀉湖可以觀看遷徙的海鳥如美洲的黑頸高蹺鴴、翻石鹬、杓鷂與其他

的鷸類鳥類與白臉針尾鴨等等。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宿】：GALAPAGOS LEGEND 小套房兩人一室面海艙 

  

 

第 07 天  科羅拉多山龜類保留區─克里斯多博 奎亞基爾 GUAYAQUIL 

 

早晨參觀聖克里斯多博巨龜哺育中心，瞭解國家公園生態保育系統。時間若充裕，有機會參觀

港邊的小村落，採買紀念品。續搭機飛往厄瓜多爾第一大城奎爾基，臨太平洋瓜亞基爾灣，是

厄瓜多爾工業和漁業中心。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當地餐           

       【宿】：HAMPTON INN HOTEL 或 ORO VERDE HOTEL 或 WYNDHAM HOTEL 

 

 

 

 



第 08 天  奎爾基─魔鬼鼻子火車(BEST IN TRAVEL 2013 強力推薦)─奎爾基 

         清晨前往里爾班巴搭乘★『魔鬼鼻子』火車，此段路程號稱全世界最刺激的火車之旅，讓您歷

經山區的不同地勢景觀和氣候並置身在厄瓜多爾中央山脈間美麗的景致中。火車蜿蜒而行，行

經呈 45 度斜角的知名"魔鬼鼻子"山即是此程的重點，火車來到阿勞烏西後，再搭車返回奎爾基。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HAMPTON INN HOTEL 或 ORO VERDE HOTEL 或 WYNDHAM HOTEL 

          

第 09 天  奎爾基聖地牙哥 SANTIAGO (智利) 

    LA 1447 1704/2359（飛行時間 04：55 時） 

           早餐後前往▲百年紀念公園，此公園是為了紀念瓜亞基爾的獨立而設立許多雕碩作品在此，後 

         前         往▲馬萊昂 2000 (Malecón2000)是瓜亞基爾俯瞰瓜亞斯河的沿著河畔的木板路，參觀▲摩爾鐘 

         樓後繼續前往▲解放者西蒙波里維亞和聖馬丁的紀念碑，隨後繼續前往擁有 4 百多年的歷史與 

         奎爾基的第一個街區的▲佩里亞斯，▲歷史公園遺址重現了當時瓜亞基爾的建築傳統城鄉生活 

        ，結合一個美麗的自然公園，形成的不同的自然和野生動植物區域，          ★中央銀行考古博物館，這 

         裡無疑是最具吸引力的景點之一。午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世界最狹長、有「絲帶國」之稱的國 

         家－智利，抵達最具歐洲傳統風格的首都－聖地牙哥。抵達後接往酒店休息。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機上              晚餐：酒店內 

        【宿】：HOLIDAY INN AIRPORT 或同級 

          

第 10 天  聖地牙哥復活島 EASTER ISLAND 

    LA 841 0930/1255（飛行時間：05：25 時） 

        今日搭機飛往距離智利海岸 4000 公里以外地南太平洋上充滿巨石雕像之神秘小島─復活節島。

抵達後參觀這個只有 117 平方公里的神秘島嶼，前往參觀▲PUNA PAU 火山口。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用餐 

        【宿】：IORANA HOTEL 或 MANAVAI HOTEL 或 MANAVAI HOTEL 或 MANUTARA HOTEL 

          

 

第 11 天  復活島 EASTER ISLAND 

    今日參觀唯一面向海的▲七個茅伊雕像的阿基威墓台、、▲塔艾墓台 AHU  

   TAHAI 此地石雕竟是大小形狀各不相同，令人不解。▲拉諾拉拉庫火山口是「茅伊」雕像的發  

         源地，於此火山口山坡可見巨大的茅伊雕像豎立其間。再到▲瑙瑙墓台 AHUNAUNAU，此地的

茅伊雕像有著紅色火山岩的頭飾，迥異奇趣。▲AHU TONGARIKI，有十五座茅伊面對著採石場，

是日本人幫忙維修過的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餐盒               晚餐：旅館內用餐 

【宿】：IORANA HOTEL 或 MANAVAI HOTEL 或 MANAVAI HOTEL 或 MANUTARA HOTEL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Guayaquil&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48,15700253&usg=ALkJrhhWGz8xpdcTDlYx7oG2Rv6wFciOdA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Guayas_River&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48,15700253&usg=ALkJrhhgd6EWfZgF9JLKOjoCV55YtkTTRw


第 12 天  復活島 EASTER ISLAND 

        今日又是一個神秘之旅包括：美麗的▲安娜基納海灘、▲鐵筆投庫拉慕台、▲圖悟達喜墓台、

▲威納寶墓台、▲威湖墓台及古村落▲歐倫哥 ORONGO 廢墟岩石上可見昔日「鳥人」故事雕刻。

隨後參觀★人類學博物館使您更了解島上的歷史，再前往拉諾高火山口－奇特的地形、層疊的

顏色，更有燦爛色彩的湖泊點綴其間。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餐盒               晚餐：旅館內用餐 

【宿】：IORANA HOTEL 或 MANAVAI HOTEL 或 MANAVAI HOTEL 或 MANUTARA HOTEL  

          

第 13 天  復活島聖地牙哥 

    LA 844 1155/1840（飛行時間：04：45 時） 

再前往機場搭機飛往聖地牙哥。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誤餐費             晚餐：機上 

     【宿】：HOLIDAY INN AIRPORT 或同級 

          

第 14 天  聖地牙哥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 

LA 455 0850/1045 (飛行時間：01：55 時） 

         上午搭機飛往搭機飛往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她有南美巴黎的美麗城市，處處充滿歐洲色彩的 

         市容。參觀世界三大歌劇院之一的★科隆歌劇院和▲波卡拉區 －此為十九世紀義大利碼頭工人 

         定居之處，屋子漆上不同的鮮艷的色彩，別有一番風情。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中式餐   

        【宿】：AMERIAN PARK BUENOS AIRES 或 PULITZER HOTEL 

          

第 15 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烏蘇懷亞(火地島國家公園之旅)  南冠號遊輪（18：00 開航）   

         BUE/USH  (飛行時間：03：35 時） 

         上午搭機飛往世界的盡頭、地球上最南邊的城市—烏蘇懷亞。烏蘇懷亞在 20 世紀前半葉， 

         此處一直是阿根廷重刑犯的流放地。而火地島於 1881 年，智利與阿根廷在此地劃定邊界，其中 

         東部歸屬於阿根廷，首府為烏蘇懷亞；而西部則屬於智利，首府為蓬塔阿雷納斯。今日火地島 

         之旅，參觀★火地島國家公園（TIERRA DEL FUEGO NATIONAL PARK），公園內地勢崎嶇，山 

勢陡峭，寧靜的湖泊 LAGO FAGNANO 像寶石般鑲嵌於火紅的群山之中，山谷內河流縱橫，夏 

季開滿了五頻六色花朵，野生動物漫步其間，悠然祥和的景象，宛如人間天堂。午後登上南冠 

號遊輪，此遊輪也是目前航行於南極海域冰級最高的遊輪之一，就此展開一趟科學家及探險家 

最想征服的淨土之旅。船長和船上工作人員歡迎各位貴賓登船並陸續介紹接下來幾天的行程節 

目及告知船上各項安全措施。船上的自然學者與科學家團隊會適時地介紹此區的生態，讓您旅 

遊不再只是玩樂，而是獲得世界頂尖專家的知識。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註 1：今日航班及路上行程由船公司安排，依航班狀況若有更動由船公司決定。 

  註 2：海上遊輪行程會因當時天候和海象而有所更動。一切由船長決定。 

 

 

 



第 16 天  海上航行  (航向福克蘭群島) 

            航向福克蘭群島途中，福克蘭屬於英國的領域。英國人於 1592 年發現該島，後於 1690 年登陸並

將兩島之間的海峽命名為「福克蘭海峽」，英國便稱此群島為福克蘭群島。1765 年英國聲稱該島

歸屬英王。1820 年，獨立後的阿根廷宣布行該島歸屬阿根廷。1982 年，英阿因為福克蘭群島歸

屬問題爆發了福克蘭群島戰爭，阿根廷戰敗，英國保住了對福克蘭群島的管轄權至今。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17 天 福克蘭群島－新島 New Island／墳灣 Grave Cove 

         福克蘭群島由大大小小約七百四十個島組成，有些島上沒有人居住、有些島在漲潮時便被淹沒 

         了。新島(New Island)這是福克蘭群島中最西邊的島嶼。新島早期是捕鯨船和捕海豹船的避難之 

         地。現在全島為私人所有。由兩家人各自擁有一半。他們都已把自己的那一半列為自然保護地。 

         島上棲息著大群的跳岩企鵝，尖凸企鵝，黑眉信天翁，藍眼鸕鶿，以及一些其他的海鳥。墳灣 

         墳灣是位於西福克蘭島西北部，毗鄰於西點島，有著巴布亞企鵝的大棲息地，以及其 

         他一些有趣的鳥類包括黃頭鵝 Ruddy-headed Geese，斑點鴨 Speckled Teal 和鳳頭鴨 

         Crested Ducks。海獅 Sea lions 經常出沒的地區。擁有美麗亞南極島嶼原野的景色。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18-19 天 海上航行  (航向南喬治亞島) 

         航向南喬治亞島途中，它被稱為『南冰洋中的塞倫堤加』。航行途中，英國知名南極探險家 

         雪克頓的冒險故事會被娓娓道來；此地捕鯨站對整個鯨魚業的重要意義也會從講座中讓您了 

         解。又是個讓您有機會獲知更多島上的歷史和壯觀的野生動物生態的時刻了。。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0 天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莎莉斯伯裡平原 Salisbury Plain / 福爾圖那灣（Fortuna Bay） 

         南喬治亞島是一個新月形之島，位於在南緯 54°15′-54°55′、西經 36°45′-38°05′之間，面積 

         約 2755 平方公里。南喬治亞島被譽為地球最美麗的地方，這裡擁有超過 7000 英尺的高山與 

         壯闊的冰河山川，同時富有深綠色的草地與深邃的峽灣和海灘併存的美景。亦蘊含讓人讚嘆的 

         多樣生態，種類繁多且數量驚人。大約有 25 萬對的各種企鵝棲息在此，最著名的就是棲息著 

量龐大的國王企鵝，其它還有麥可羅尼企鵝、巴布亞企鵝等。南喬治亞島與南桑威奇群島現 

為英國海外領土之一，但阿根廷聲稱擁有主權。南喬治亞島面積約 3592 平方公里；而南桑威 

奇群島則距離南喬治亞島東南約 750 公里，面積約 311 平方公里。莎莉斯伯裡平原位於南喬治 

亞島北岸，處於格魯斯冰川和盧卡斯冰川之間，是個擁有五十萬隻國王企鵝聚集在此的震撼之 

地，遍滿各地的企鵝群，數量之龐大甚至遮住了沙灘與冰山之景。 

         福爾圖那灣（Fortuna Bay） 

         這裡是當年謝克頓橫穿南喬治亞島求救的途經之地。塞利斯伯瑞平原的海灘成為了國王企鵝哺        

         育後代的場所。塞利斯伯瑞平原上生活著南喬治亞島第二大國王企鵝群落，企鵝數量超過 25 

         萬隻。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 1 天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 聖.安德魯斯灣（St Andrews Bay） / 古利德維肯（Grytviken） 

         聖.安德魯斯灣（St Andrews Bay）讓人驚訝的國王企鵝聚集地與上萬隻的巨大象海豹傭懶地躺在 

         海灘上，您將可以鏡頭捕攝到懾人之景：壯觀的國王企鵝穿梭于巨石群之中(象海豹)。聖安德 

         魯斯灣位於南喬治亞島北岸，處於斯基特勒山以南，寬 3.2 公里，於 1775 年由英國探險家詹姆 

         斯·庫克的探險隊發現。 

         古利德維肯（Grytviken）1904 年 11 月 16 日設立為採取鯨油的基地。全盛時期島上有 300 名 

         的男性工作人員，之後的 60 年間，因該地漸漸無法再捕捉到鯨魚而開始撤退。在 1982 年 4 月 

         上旬發生福克蘭戰爭時，該島被阿根廷軍給佔領，3 週之後，此地被英國軍隊奪回。當地設有 

         古利德維肯捕鯨博物館和教會，以及紀念冒險家謝克頓的墓碑。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2 天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 黃金港灣（Gold Harbour） 

         黃金港灣（Gold Harbour）在威戴爾冰川(Weddell Glacier)和黃金港灣(Gold Harbour)之間是最大的 

         國王企鵝的家園。除了企鵝，在這裡，你可以見到大片的海豹慵懶地躺在沙灘上曬太陽。我          

         們將乘坐橡皮艇穿越在這兩座冰川之間，兩側的景像是永生難忘的。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3-24 天 海上航行 （航向威德爾海(Weddell Sea)) 

   船上的自然學者與科學家團隊會適時地介紹迷人的白色大陸及此區的生態，讓您旅遊不再只     

  是玩樂，而是獲得世界頂尖專家的知識。南極條約限制了南極的軍事活動也規定的此區的各    

種活動。船公司遵循條約中的規則確保此脆弱的環境不被破壞干擾。船上的說明介紹中即有助    

於為此奇特的探險經驗做好準備，讓您在南極探險之旅中盡可能得到最大的受益。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5 天  南雪特蘭島、南極半島--威德爾海(Weddell Sea)) 

              氣候、風和冰主宰著此地的生命，同時也主宰著我們的航行路線。安全是最首要的條件，當我 

              們來到南極半島時，船長將依氣候、風力與浮冰的變化而做出最後的航行計畫與安排並決定登

陸的地點。遊輪就如研究船般會穿越浮冰向更南處推進，預計行經的地方和可能登陸的點有：（視

氣候狀況而定） 

南極半島東北的象島—雪克頓探險隊於此受困 128 天；島上可見象海豹、皮裘海豹和企鵝。 

南雪克蘭島上的迷幻島—是個崩塌火山島，黑色火山灰的海灘與冰雪交織，奇特景觀是也。 

天堂灣—幾公尺高的冰河壁；紐邁爾海峽。 

蕾玫爾海峽—11 公里長 1600 公尺寬。行經此海峽，兩旁覆蓋白雪的山慢慢逼近有如觸手可及般，

令人屏息的美景永生難忘。 

         威德爾海 (Weddell Sea)威得爾海是南極洲最大的邊緣海，大西洋最南端的屬海，地貌深入南極 

         大陸海岸，所形成凹入的大海灣。它位於南極半島同科茨地之間。海中有著豐富的磷蝦、企鵝、 

         威德爾海豹、海燕等。 

         棕懸崖（Brown Bluff）棕懸崖是阿德里企鵝、巴布亞企鵝、黑背鷗和岬海燕繁衍下一代的天然 

         聖地，威德爾海豹更是此地的常客。這裡擁有欣賞阿德里企鵝的最好角度，在此安靜觀看自然  

         風景的各種變化，欣賞可愛又滑稽的企鵝細部表情，就是再剛硬的心也都為之瞬間融化了。  

         普雷尼島(Pléneau Island) / 夏可港(Port Charcot) 

         普雷尼島位於利馬水道的南端，南緯 65 度 6 分、西經 64 度 4 分，島長 1.2 公里，分隔了  

         Hovgaard 島和南極半島。海灣的西北端，Hovgaard 島和 Booth 島中有條水道可以靠近普雷尼島 

         群。1903-05 Charcot 的法國南極探險隊首次將它畫入地圖中（不過卻被錯誤地歸類為 Hovgaard  

         島的一個半島），並由 Charcot 用該隊攝影師 Paul Pléneau 的名字為它命名，直到 1957 年在阿 

         根廷政府的地圖中，才首度將它單獨當作一個島來表示。該島嶼是南極洲半島上最大的巴布亞 

         企鵝 Gentoo Penguins 棲息地。此島嶼周圍的淺水區經常導致浮冰擱淺，形成壯觀的冰山，四周 

         冰雪一片。實際上普雷尼島本身是一個黑色的岩石島，海水沖刷的岸緣可以看到黑色的礁石。 

         冰山群、浮冰、冰雪景觀皆集中在此港灣，巴布亞企鵝在這裡的活動身影就在山壁之間。  

         利馬水道(Lemaire Channel) 於陽台、甲板上欣賞 

         欣賞水道之美，獨特山景與雪景彼此交錯的倒影，恍如織成一道夢幻海峽，這裡可以說是南極 

         洲最美麗的航道之一。利馬水道北起雷納岬 Cape Renard，南至克魯斯岬 Cape Cloos，靠南極大 

         陸的這一側為克魯斯山 Mount Cloos，另一側則是 Booth 島的萬得峰 Wandel Peak，全長 11 公 

         里，寬 1.6 公里，最狹窄處不到 800 公尺，頂上有超過 300 公尺的高峰連綿聳立。也是南極 

         半島風景最優美的水道之一。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6 天  南極半島 Antarctica Peninsula～南雪特蘭島(South Shetland Islands - Antarctica)      

極地、海鳥、海豹、鯨魚、火山呀!〝南極到了〞! 每天的活動行程將視當地的風速、冰區和氣 

候狀況、及動物生態狀況而定。船長及工作人員將仔細研究每日情況，彈性安排每日活動。包 

括搭乘登陸小艇登陸，探訪野生動植物群棲處所，造訪各國科研站或具有歷史性背景的遺跡。 

當遊客們搭乘登陸小艇前往企鵝棲息地探訪時，成群吱吱喳喳的企鵝，早已在岸邊列隊歡迎。 

若天氣狀況許可，也會安排小艇巡戈及乘登陸小艇登岸。南設得蘭群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s -  

Antarctica)，是南極海的一組群島，位於南極半島以北 120 公里。1959 年簽訂的《南極條約》

該群島的主權不被締約國承認或爭議，而開放予各國作非軍事用途。阿根廷自 1943 年起宣稱對

南設得蘭群島擁有主權，智利和英國分別在 1940 年和 1908 年起對其擁有主權，1962 年南設得

蘭群島成為英屬南極領地的一部分。現有多個國家在群島設有科學考察站。南設得蘭群島位於

南緯 61° 00'至 63° 37'、西經 53° 83'至 62° 83'的範圍之內，群島由 11 個大島和一些小島組成，

總陸地面積為 3,687 平方公里，約 80 至 90%的土地終年被冰川覆蓋。群島的最高點是位於史密

斯島上的福斯特山，海拔高為 2,105 公尺。 

威廉敏娜灣(Wilhelmina Bay)周圍南極半島上巍峨的群山和深邃的冰川使人不由得感慨冰和水的

神奇與魅力。 威廉敏娜灣(Wilhelmina Bay)曾經是捕鯨人經常光顧的地方，因為這裡是鯨魚和海 

豹進餐的場所。如果天氣和浮冰的情況允許，我們可以搭乘極地船近距離觀看廢舊的捕鯨船。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7 天  南極半島～南雪特蘭島--  奇幻島 Deception Island / 半月島 Half Moon Island   

         奇幻島（Deception Island）/ 貝利角(Baily Head)又名欺騙島，是一座形狀如馬蹄形的島嶼，是南 

         極洲的活火山島。在 1921 年之後的十年間，這裡也是捕鯨工業的基地，在鯨魚灣可以看見一個 

         個的巨桶，這是過去用來盛放鯨魚油的歷史之景。鯨魚灣也是享受極地游泳的最佳地點，因為 

         此地水面平穩，又是活火山所以水溫較高些。貝利角位於南設得蘭群島的迪塞普遜島最東端， 

         被國際鳥盟列為重點鳥區，這裡也是南極最大的帽帶企鵝(Chinstrap Penguins)孵育地。                

         半月島 Half Moon Island 半月島位在南極半島北方約 120 公里處，李文斯敦島東側，是座亞南極 

         小島，有 2 公里長。在此登陸是南極最宜人的體驗之一，它是觀賞週遭群山壯觀景色的絕佳地   

         點，有著月牙形的礫石海灘，大規模的頷帶企鵝繁殖地，在此築巢的南極燕鷗、南方巨海燕、 

         賊鷗和海帶鷗，海岸常可發現鯨魚巡遊，沿海的短程健行則可看見瀑布般的冰川和壯麗的山峰。 

         夏季有個阿根廷科學站 Teniente Camara 會在此進行短期的研究工作。若運氣好盼能攝到虎鯨。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28-29 天 德瑞克海峽 DRAKE PASSAGE 

          今日航經以十六世紀英國航海探險家聖法蘭西斯‧德瑞克而命名的德瑞克海峽，它是位在是南     

          美洲智利合恩角與南極洲南雪特蘭群島之間的海峽，是南冰洋的一部分，也是大西洋與太平洋 

          交會之處。它最窄處寬 645 公里，是南極洲與其他大陸最短的距離。途中有阿房鳥、小海燕及 

          其他海鳥們將伴隨著我們越過這美麗的海峽，也讓我們一起搜尋鯨魚、海豚的身影。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南冠號遊輪         晚餐：南冠號遊輪 

         【宿】：南冠號遊輪 5 級陽台艙 

 

第 30 天   烏蘇懷亞布宜諾斯愛麗斯 

          LA （飛行時間：03：30 時） 

清晨時分，緩緩航行經美麗壯觀的畢哥水道，抵達世界的盡頭—烏蘇懷亞 Ushuaia。早餐後告別

船隊，辦理登岸手續後，完成旅程登岸，乘車往機場，搭機飛往布宜諾斯艾利。抵達後接往酒

店休息。 

早餐：船上早餐          午餐：船上或西式餐        晚餐：中式餐 

         【宿】：AMERIAN PARK BUENOS AIRES 或 PULITZER HOTEL 

 

第 31 天  布宜諾斯愛麗斯利馬洛杉磯 

    LA 2428/600 0750/1045、1220/1800 (飛行時間：04：55、08：40 時) 

     上午搭機經利馬飛往美國西岸第一大城洛杉磯，抵達後接往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餐盒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中式餐 

         【宿】：HOLIDAY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第 3 2天  洛杉磯台北 

         LAX/TPE(飛行時間：14：45時) 

上午前往洛杉磯國際機場，搭機飛回台北。夜宿機上。 

         早餐：西式早餐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機上 

 

第 3 3天  台北 

         旅行，是為了回到溫暖而甜蜜的家，和摯愛親友共享回憶。 

【特別說明】： 

本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 UNESCO 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航班及飯店僅供參考，確定行程及住宿交通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9 個月以上之效期。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六個月內之二吋彩色照片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旅客基本資料（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工作天：15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