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訪地球最神秘的空白之地，走入最美麗的心靈地帶！ 

在世界的盡頭，給自己一個全新生命的跨年之禮！ 

在極境之極，在南方之南-----南極加南美之最，一次給足！....... 

伊瓜蘇瀑布˙福克蘭群島˙南喬治亞島˙南極半島 龐洛郵輪 26 日 

 
南極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記者群特別推薦的”一生中一定要來的地方”！ 

每年前往南極旅遊的最好日期是十月底至隔年的三月初之間。此時節適逢初夏，多種企鵝、信天翁、海

鳥、鯨魚、海豹、海獅…彷彿動物的天堂，數量眾多，讓人感受自然界的神秘與動人力量，讓人一路不

斷歎為觀止的景致。沿途港灣環抱的冰岩、浮冰之景，與沿途島嶼岸邊矗立的壯闊冰棚、冰架之美，讓

人屏息呼吸，彷彿觸及上帝的指環。 

南極的一切就是要挑戰您的感官極限，因為這裡是地球其他地方無法取代的美景之最。 

行程特色： 

★正值夏令時分，各種冰岩、冰河、冰山群、冰棚、永久性冰柵、冰雪等壯觀景色，依然覆蓋在南極半

島的海岸、海洋邊上，此時前往南極旅遊將看到最完整、最豐富的冰海絢麗奇景，當您親臨此地，將會

驚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自此生命如海綿，眼底不斷吸納美景，手中也停不下相機的快門！  



 

★ 除了有南極半島，這個夢幻行程還加入了福克蘭群島與南喬治亞島(這裡可以看到為數眾多的國王企

鵝)，行程更添精彩。  

★搭乘最安全與最豪華的郵輪：本次航程將搭乘『南方號』(2011年隆重登場，2012年展開南極的處女

航)，與 2010 年下水的『北方號』和 2013年的『日麗號』同為姊妹船。龐洛郵輪以大型私人遊艇的旅

遊新概念為主軸，共有 132 間房，百分之九十的房間都附有陽臺，船身防冰撞擊，屬 1D 級(即安全係

數最高級)，排水噸位有 10,922 噸，是目前所有南極旅遊中屬於最新、最安全與設備最豪華的郵輪。 

我們的旅程將安排在第三層~第四層的甲板艙房－尊爵陽臺房 (約 6.8 坪)，讓您享受全新法式的浪漫

風情與舒適優雅的裝潢，每個房間都備有獨立陽臺，隨時可欣賞南極獨有的冰海風光美景，航行的本身

即是絕美的旅程（不再只是透過極小的框架窗來觀景）。  

★在南極旅程加入獨有的行程：造訪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伊瓜蘇瀑布，特別安排從巴西及阿根廷兩國看

伊瓜蘇瀑布，從各種面向欣賞驚心動魄的瀑布奇景，流連在讓人嘆為觀止的自然傑作中。  

 

龐洛郵輪船上設備： 



 

 



 

 



 

 



 

 
參考資料與設施: 
郵輪資料 
總排水量 10992噸 
長度 142公尺 
寬度 18公尺 
平均航行速度 14節 
吃水深度 4.7公尺 
冰級 1C 
級別 法國船級局 
旗幟 法國 
嘉賓甲板 6層 
客房數量 132間 
常規船員規模 140人 
探險橡皮艇遠征團隊 Mark V HD 
製造商 Finecantieri 
餐廳及酒吧              簡介                                可容納人數 甲板 
美食餐廳 提供法式與國際菜餚和精選紅酒 268 2 

主大廳 
下午茶、休息室、現場音樂、舞池與雞
尾酒吧、露天陽台 

艙內110人 
艙外 30人 

3 

燒烤餐廳 早餐、自助午餐與主題晚餐 
艙內150人 
艙外 60人 

6 

露天酒吧 可以俯瞰游泳池 50人 6 
全景休息室 雞尾酒吧、晚間現場表演 - 6 
旅客服務及公共區域      簡介                                可容納人數 甲板 
接待中心 前台接待、岸上觀光服務台、禮賓服務 - 3 
商店 紀念品 - 3 
醫療中心 醫療服務 - 3 
影像與照片服務中心 購買照片、影片 - 5 
網路中心 使用電腦及網路服務 - 6 



 

運動、健身及娛樂設施   簡介                                可容納人數 甲板 
劇院 會議與夜晚表演娛樂的主展示廳 250 4 

健身與美容區 
健身房:運動設備、跑步機、飛輪 
巴黎思蒂美容中心: 髮型室、按摩室(2
間)、浴療中心、土耳其浴室。 

- 5 

棋牌室 棋類遊戲 - 5 
游泳池 戶外游泳池 - 6 
圖書館 書籍閱讀 - 6 
 
公共區域設施: 
圖書館、健身房、美容沙龍中心、探險團隊、24小時健康/醫療室、付費洗衣
服務、晚間娛樂活動演出、郵輪上會安排主題講座、付費衛星 wifi 服務、遊
戲室(wii、棋類遊戲)、影像與照片服務台、資訊室、露天游泳池。 

 



 

房間內設施: 
室內獨立空調系統、小酒吧、平板衛星電視、配有文具的辦公桌、保險箱、法
國沐浴產品、吹風機、浴袍、市內電話、110/220 伏電源插座、24 小時客房服
務、私人陽台、DVD/CD/IPOD 播放機。 



 

 

 
日程表: 
出發日 目的地 國家/城市 

1 杜拜 杜拜 

2 里約熱內盧 巴西 

3 耶穌像、麵包山 巴西 

4 伊瓜蘇瀑布 巴西 

5 伊瓜蘇瀑布 巴西、阿根廷 

6 伊瓜蘇瀑布、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7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觀光 阿根廷 

8 烏斯懷亞 阿根廷 

9 海上航行 - 

10 新島、森德爾斯島 福克蘭群島 

11 海上航行 - 

12 海上航行 - 

13 索爾斯伯裡平原、福爾圖那灣、史托尼斯 南喬治亞島 

14 聖安德魯斯灣、古利德維肯 南喬治亞島 

15 金港灣、庫柏灣 南喬治亞島 

16 海上航行  

17 海上航行  

18 威德爾海、棕懸崖 南極半島 



 

19 納克港、天堂灣 南極半島 

20 普雷尼島、夏可港、利馬水道、威爾米娜灣、企業島 南極半島 

21 奇幻島、貝利角、捕鯨人灣 南極半島 

22 穿越德雷克海峽  

23 烏斯懷亞 阿根廷 

24 烏斯懷亞、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25 杜拜 杜拜 

26 台灣桃園 台灣 

為確保旅客及船舶航行的安全，船長有權依當時的天氣、冰區狀況及野生動物出沒狀況作行程調整。 
 
行程內容： 

Day01  台北杜拜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杜拜轉機至南美洲巴西。 

 

Day02  杜拜巴西里約熱內盧                             

班機於下午抵達里約熱內盧，隨即安排市區觀光及造訪★「新教堂」，此是當地必賞的經

典地標，當時為了慶祝里約教區成立 300 周年而建立的，其中的彩繪玻璃，由四種不同

的馬賽克拼貼而成，藍色的部份代表的是羅馬的公教－天主教。絢麗燦爛的彩繪玻璃，

讓人流連忘返。  

住宿:里約熱內盧星級飯店 

 

Day03  里約熱內盧 

上午搭乘★觀光小火車穿過堤呼卡叢林，登上柯可巴杜山，瞻仰宏偉的「基督神像」。基



 

督山是巴西慶祝建國 100 週年，委由法國藝術家完成的雕塑巨作，於 1931 年才正式完

工。俯瞰人間的基督神像，伸展如翅膀的雙臂，彷彿敞開胸懷歡迎涉海而來的各地船舶，

雕像與景致融合成氣象萬千的綺麗之景，讓人過目難忘。下午前往造型奇特的★麵包山，

將搭兩段纜車，纜車載著旅人淩空飛躍至山頂，在高度 395 公尺的山頂上，飽覽美麗的

海灣，收攏港口的旖旎風光。巴西擁有全世界最長的海岸線美景，在里約熱內廬天然的

屏障下，形成天然良港，海岸線有著如新月形的優美弧度，與香港、舊金山並稱世界三

大最美麗的濱海港口城市。我們將在此一邊享用晚餐，一邊欣賞頂級華美的著名夜景。  

住宿:里約熱內盧星級飯店 

 

Day04  里約熱內盧巴西伊瓜蘇瀑布境 Iguassu  

上午搭機至巴西伊瓜蘇瀑布境，午餐後的遊程將一路讓您驚嘆連連，在巴西部份沿著 2.6

公里的生態步道，漫步遊覽此境的瀑布區景觀，視野一路隨著旅程變化，上上下下、蜿

蜒曲折，走賞各式各樣的瀑布與自然野趣，在不同路段所各具的特色中體會生態的多樣

性之美。瀑布區本身即是一座天然的野生動物園，沿途還能見到許多有趣又獨特的動物，



 

欣賞到豐饒多樣的鳥類，以及數十種不同的蝴蝶品種，步道上的盡頭即是著名的「魔鬼

咽喉 Devil’s Throat」。讓人屏息的美景霎時現前，旅人將目睹河水奔騰宣洩而下，大

水激起了濃烈的水氣，伴隨著轟隆的巨響，彷彿是來自外太空的巨魔，瞬間將週遭的一

切吞沒後所發出的神祕巨響，如天籟神諭。當地的印地安人且把它形容成「入地獄之海」。

當陽光嵌入，瀑布如虹彩協奏曲，變化多端的大自然瀑布水簾有如寬螢幕電影。  

*安排搭乘直升機俯瞰伊瓜蘇瀑布。(費用已包含在團費內) 

住宿:Wish Resort Golf Convention Foz do Iguaçu 或同等級飯店 

 
Day05  巴西伊瓜蘇瀑布境 Iguassu-阿根廷伊瓜蘇瀑布境 Iguassu 

今日將前往阿根廷境內的伊瓜蘇瀑布區。沿著瀑布步道漫步而下，一路欣賞瀑布側景，

開啟視覺與聽覺的最深處，瀏賞風情萬種的瀑布水量變化，壯觀無比的魔鬼咽喉從風景

圖片走出，躍至眼前，讓人不禁讚嘆上帝造物之神奇，臣服大自然的奧妙絕美。伊瓜蘇

瀑布國家公園位於巴西、巴拉圭、阿根廷三國的交界處，因大面積地質斷層落差而形成

萬馬奔騰的大小瀑布群，氣勢磅礡有如千錘百鍊的巨大水牆，浩瀚河水澎湃落下，水聲

之大有如魔鬼所發出的陣陣怒吼，震懾人心！這一組瀑布群，是由 275 股大小瀑布或急

http://www.booking.com/hotel/br/iguassu-resort.zh-tw.html?aid=376396;label=booking-name-kdA%2A%2AQvoj_QoLR%2AzTmL6tAS119385041416%3Apl%3Ata%3Ap1%3Ap2%3Aac%3Aap1t1%3Aneg%3Afi%3Atikwd-65526620%3Alp1012825%3Ali%3Adec%3Adm;sid=7dabf8e20a010c0f089174b72603c863;checkin=2016-11-06;checkout=2016-11-07;ucfs=1;highlighted_blocks=17441401_91825206_2_1_0;all_sr_blocks=17441401_91825206_2_1_0;room1=A,A;hpos=1;dest_type=city;dest_id=-643720;srfid=ac9ff06c0aed3646ff1848b9c7d906afe64c4f49X1;highlight_room=


 

流組成，總寬度 4 公里，比尼加拉瀑布寬 4 倍，落差由平均 60 公尺至最高 82 公尺。

午後時分則在自然公園享受蟲鳴鳥叫、自然野趣。  

*安排搭乘快艇衝瀑布。(費用已包含在團費內) 

住宿:Mercure Iguazu Hotel Iru 或同等級飯店 

 

Day06  阿根廷伊瓜蘇瀑布境 Iguassu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預計下午飛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南半球第二大的港口和城市之一。剛獨立時

它還只是一座小城，但自從 Sarmiento 實行歐洲化、現代化的政策之後，吸引歐洲如義

大利與西班牙人等國的移民至此，從此小城一躍成為中南美洲最歐化的大城市。晚上將

特別安排欣賞阿根廷國粹「探戈舞」，品嚐阿根廷著名的「極品美味牛排及葡萄酒」。最

能代表阿根廷精神的探戈舞，傳說是當年海員與碼頭酒女所發生的愛戀綺情的一種舞蹈

藝術，將故事透過腳步複雜的勾搭，傳送流轉在曖昧之間的男女之情韻，因此跳探戈舞

最能看出舞者彼此之間的默契，故難度極高，因而發展至今已成為國際知名的社交舞，

深具激情與魅惑。讓您見到最正宗的阿根廷探戈舞，在此魅惑之夜，卸下風霜，沉醉美

食與舞踏的饗宴。 

住宿:布宜諾斯艾利斯星級飯店 

 

Day07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早餐後，參觀具有歐洲小巴黎風情之美的市區建築群★歌劇院 Theatro Colon、★國會

廣場、★市政廳、★使館區、紀念阿根廷獨立的★七月九日大道路寬 140 公尺，是世界

最寬馬路。挺立於路中央的方尖石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建城★四百年紀念碑。★五月

廣場周圍皆為歐式建築風格，標誌著阿根廷與西班牙之間的關係淵源，粉紅色的★總統

府代表著政黨的妥協之意。★La Boca 舊港口區一帶的鐵皮屋擁有的色彩最為喧嘩，在

此喧嘩的色彩中，就此誕生了動人的阿根廷探戈舞。在布宜諾艾利斯附近的★第格里 

Tigre 老虎三角洲，沿岸可欣賞高級住宅區與錯落河邊的秀麗風光。  

住宿:布宜諾斯艾利斯星級飯店。 

 

Day08  布宜諾斯艾利斯烏斯懷亞  登上龐洛郵輪 

(船公司安排包機正確航班號碼與時間出發一個月前告知) 

上午飛往阿根廷最南面的海港★烏斯懷亞 Ushuaia—南極探險的起點，將從烏斯懷亞開

始。烏斯懷亞是地球最南端的城市，來到地球盡頭的小城，踏上南境之南，體驗殘酷邊

境的生活所開發出的人類文明。海港三面環山，原為南極捕鯨基地及各探險隊出發前之

補給站。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聚首於此地，由此據點，開始向南極的白色大陸前進。 

午餐後，參觀★火地島國家公園(Tierra del Fuego National Park)生態旅遊，感受這

個奧妙世界的大自然與生態之美，大自然的愛好者將欣賞到火地島國家公園豐富的森林



 

覆蓋在安第斯山脈的山坡上，白雪皚皚的山峰如糖霜覆蓋，一路上這獨特又令人難忘的

奇景隨時在側。預計下午 17:00隨旅行團隊登上龐洛郵輪，於傍晚時分迎向夕陽，緩緩

航行海面，經比格爾海道，開始南極大旅行，展開十七天亞南極、南極半島的極地遊蹤。  

 
Day09  海上航行 (At Sea) 

福克蘭群島：以曲折的海岸線和複雜的地形著稱，島上可以近距離親密接觸五種不同品

種的壯觀企鵝群，尤其是在西島，這裡是信天翁和跳岩企鵝的故鄉。 

 

Day10  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 

福克蘭群島位於南緯 51°40′—53°00′、西經 57°40′—62°00′,由 346個島礁組成，

總面積有 12173平方公里，其中長年有人居住的有 15個島嶼，首府為史坦萊港，位於大



 

西洋南部，鄰近阿根廷。阿根廷人將它稱為馬爾維納斯群島(Islas Malvinas)。此地氣

候溫和舒適，冬天很少低於零度，夏天很少高於 24度，此地沒有豐饒的樹木群，主要的

景觀為草原；並可在此看到五種不同品種的企鵝：包括麥哲倫企鵝、跳岩企鵝、麥可羅

尼企鵝、尖凸企鵝、國王企鵝。 

1982年的4月2日，英國和阿根廷為爭奪福克蘭群島主權，爆發了戰爭，歷經70多天的戰

爭，最終英國獲勝。現今它是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交通要道。  

新島（New Island） 

新島坐落在群島西部的偉德爾島，有著令人驚歎不已的風景，非常適合觀看鳥、海豚、

企鵝、海獅和海狗。整座島嶼是一個自然保護區，有超過 40多個品種的鳥類在此繁殖。 

森德爾斯島 (Saunders Island) 

是福克蘭群島北部的一個島嶼，位於西福克蘭島西北方，為該群島第 4大島。該島面積

131.6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 106.8公里。島上最高點理查茲山海拔 457米。國際鳥盟自

然保護區：福克蘭短翅鴨(250對)、赤頭鵝、巴布亞企鵝(6700對)、南方跳岩企鵝 (6900

對)麥可羅尼企鵝 (4200對)、黑眉信天翁(11,000 對)。在這座自然生態的寶庫裡，旅人

可能巧遇麥哲倫企鵝、黑白海豚、國王企鵝、白眉雀。  

 

Day11-12  海上航行 



 

南喬治亞島：南喬治亞島是眾多南極動物的避風港，高聳的山地和深邃的峽灣是島上一

道美麗的風景，而成群的國王企鵝則是探險家們最喜歡的島上主人，企鵝行走之路，錯

落在島上，形成獨特路道。 

 

Day13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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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麥可羅尼企鵝、巴布亞企鵝等，最著名的就是棲息著數量龐大的國王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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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爾斯伯裡平原 Salisbury Plain 54°3′S/ 37°21′W   

索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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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當年沙克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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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企鵝群落，企鵝

數量超過25萬隻。 

史托尼斯（Stromness） 

位於南喬治亞島北部海岸的史托尼斯捕鯨站，這裡有個動人的故事：在 1916 年探險家

謝克頓歷經三十六個小時徒步翻越南喬治亞山脈，前往此捕鯨站尋求幫助，拯救被困的

同船夥伴。這裡還保留一處過去作為大型捕鯨人的基地。  

 

Day14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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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紀念冒險家沙克爾頓的墓碑。 

 

Day15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Island) 

金港灣（Gold Harbour） 

除了企鵝，在這裡旅人可以見到大片的海豹慵懶躺在沙灘的壯觀景色。這一天我們將乘

坐橡皮艇，穿越在這座冰川與冰山之間，兩側的冰川極地絕美景致讓人永生難忘。位於

南喬治亞島東端，處於夏洛特角西南面 8 公里，該海灣是巴布亞企鵝和象海豹 Elephant 

Seal 的棲息地。 

庫柏灣（Cooper Bay） 

庫柏灣西部有燈塔灣和奧拉夫王子港，寬 2.4 公里，此灣是由英國的研究隊繪入地圖，

屬英國海外管轄的領土。庫柏灣的西南端可以看到眾多的麥克羅尼企鵝以及帽帶企鵝遍

布的南極半島：我們將乘坐郵輪特製的衝鋒艇登上半島，親密目睹可愛企鵝和各種您從

未見過的神奇景象。 

 



 

Day16-17  海上航行 

南極半島：如天氣允許，每天還可在此進行多種極地活動，比如雪山徒步、遊艇巡遊等

等；在探險專家帶領下，探訪企鵝聚集地，拜訪南極文明之巔的獨特科學研究站；在航

海專家和自然學專家的陪同下，登上皮划艇，體驗穿梭重重冰山間的近距離震撼。安全

卻又能近距離體驗的南極之美，親身聆聽最動人的科學家生命故事，坐擁一生最獨有的

完美奇幻之旅。 

 

Day18  威德爾海 (Weddell Sea) /棕懸崖 Brown Bluff（南極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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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19  南極半島 Antarctica Peninsula 

納克港（Neko Harbour） 

納克港是少數幾個能登上南極大陸的地點之一，此地是尖凸企鵝的聚集地，該地設有阿

根廷研究站。寧靜平躺於眾山環抱的安沃爾灣(Andvord Bay)與雄偉壯觀的冰川，形成港

灣的天然屏障，沿著海岸線，欣賞巍峨的安沃爾灣和南極半島的壯麗景致。  

天堂灣(Paradise Bay) 

正如其名，天堂灣美的讓旅人心醉不已，它彷彿就是旅人抵達世界盡頭將不斷魂牽夢縈

之地，任何言語都成了多餘的裝飾，任何言語都無法描摹的天地之美。莊子說天地有大

美，只能海綿之心去吸納，用眼盡情感受。當 Zodiac 沿著水道慢慢行進時，整個世界

一片寂靜，心頓時和美景打成一片。世界靜下來了，心靜下來了，耳畔響起的僅僅是冰

山融化時的微響，聆聽著成千上萬小氣泡冒出水面所發出的細碎天籟，以及搭乘的小艇

拍擊海面浮冰所發出的喃喃低語。此時如果太陽恰好露臉，陽光與冰海共舞的炫目綺麗，

將讓旅人深深屏息在這天地的壯美之中。 



 

Day20  南極半島 Antarctica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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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é

n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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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米納灣（Whilelmina Bay）/ 企業島(Enterprise Island) 

威爾米納灣是南極洲的海灣，位於葛拉漢地西部，處於雷克呂半島和安納岬之間，寬 24

公里，在 1897 至 1899 年間由比利時的探險隊繪入地圖，以荷蘭的皇后命名。企業島

位於葛拉漢地西岸的丹科海岸，長 1.5 英里，處於南森島東北面的威爾米納灣，現在是

由南極條約體系所管理。  

旅人將在此度過難得又難忘的人生時間奇點：航行南極的夢幻跨年之夜。 

 

Day21 南極半島 Antarctica Peninsula /南設得蘭群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s) 

是南極海的一組系列群島，位於南極半島以北約 120千米。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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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設德蘭群島

位於南緯 61°00‘至 63° 37’、西經 53° 83‘至 62° 83’的範圍之內，馬爾維納斯群島

以南的 1,200千米，距離南極大陸約 150千米。群島由 11個大島和一些小島組成，總陸



 

地面積為 3,687平方千米，約 80至 90%的土地終年被冰川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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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鯨人灣 (Whalers Bay) 

Whalers Bay 捕鯨人灣位於南設得蘭群島的迪塞普遜島，地處於福斯特港東部的菲爾德

斯角和奔富角之間，由法國的探險隊加以命名。以前捕鯨人設站煉油的地方，這裡仍可

看到捕鯨人過往的生活遺跡：被廢棄的鍋爐、儲油槽等。 

 

Day22  穿越德雷克海峽 (Drake Passage) 

朝北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峽。如果您錯過了來時的海峽奇景，回程還有機會再次探訪“魔

鬼的峽灣”。學養豐富的講師及生態學家仍會一同在甲板上陪同旅人一起搜尋海鳥飛翔

和鯨魚跳躍的蹤影，享受南極神秘犒賞的最後幾堂自然講座。抓緊機會按下快門，與同

行的遊伴們在船上用相片留下難得的此生之旅，分享旅途的動人時刻，收納彼此人生最



 

為寶貴的旅程記憶。這一天，旅客可以盡情交換照片與分享心得，讓彼此成為南極旅行

的珍貴身影，將心海駐足的萍水相逢化為動人故事。進入身心放鬆的愉悅行程，旅人不

妨多加把握南極倒數的時光，交換令人驚歎的生命密語與攝影之美，航行續往烏斯懷亞

的方向前進。 

 

Day23  德雷克海峽 (Drake Passage)/烏斯懷亞 (Ushuaia) 

Day24  烏斯懷亞布宜諾斯艾利斯杜拜               

預計今天抵達烏斯懷亞 Ushuaia，告別船隊，辦理登岸手續後，乘車前往機場搭機飛往

布宜諾斯艾利斯，傍晚前往機場，準備搭機前往杜拜。 

 

Day25  杜拜                                        

今日晚間抵達杜拜機場轉機，預定搭乘隔天凌晨的航班返回台灣。 

 

Day26  杜拜台北                                       

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台灣。 

**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阿根廷簽證必備資料： 
1.護照正本(有效期一年以上) +身份證影本+基本資料表 
2.六個月內兩吋彩色照片 4張(不可以戴眼鏡及修圖) 
3.一個月內之英文存款証明美金 4500元以上 
4.英文在職證明，蓋公司大小章，負責人或主管簽名（含職稱和全名） 
5.若是學生請附學生證影本 
6.未滿 21歲，請附英文戶籍謄本 
 
巴西簽證必備資料： 
1. 護照正本(有效期六個月以上)，兩張以上的空白頁數。*備註頁不得用於簽證目的 
2. 一張近 6個月內拍攝 2吋彩色白底近照。不接受低畫質照片。 
3. 身份證影本+基本資料表 
4. 英文存款證明(建議 30萬以上)。如使用配偶或父母財力需附財力共用聲明書和財

力提供者的身份證明及關係證明。 
5. 英文在職證明，蓋公司大小章，負責人或主管簽名（含職稱和全名） 
6. 曾去過巴西者，需附上巴西簽證的舊通行證或舊護照(如遺失需到警察局補遺失報

案證明正本) 
 

---南極半島 龐洛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