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 年 11 月 08 日~12 月 03 日 

♦♦南極之旅♦♦南極半島及福克蘭群島和南喬治亞島 26 天 

 

早鳥優惠:2019/10/30 前報名付訂(每人省 NT:15000 元) 

 
每人團費報價： 

房型 樓層 類型 艙房大小 目前所剩船艙數 團費+經濟艙機票 

主甲板套房 2 圓窗 約 7.5 坪 3 台幣 800,000 元/人 

古典套房 3 方窗 約 7 坪 4 台幣 843,000 元/人 

高級套房 4 方窗 約 6-7 坪 3 台幣 855,800 元/人 

豪華套房 5 附陽台 約 8 坪 4 台幣 930,200 元/人 

特級套房 6 附陽台 約 10 坪 2 台幣 986,000 元/人    

◎艙房剩餘間數為參考，實際艙房需依實際訂出為主。 

◎訂金費用/每人: 經濟艙 訂金 20 萬 

                 商務艙 訂金 20 萬+商務艙價差(提供護照依實際訂位為主) 

※120 天前(2020.08.11) 付清剩餘費用※ 

船名 Sea Spirit 海精靈 

費用包含 

❈從台灣來回機票，阿根廷國內機票，機場稅、兵險、油稅。 

❈全程住宿。 

❈阿根廷簽證費 (美金 250 元)。 

❈觀光局規定之500萬旅遊責任險+20萬醫療險+300萬旅遊平安保險(含旅遊不便

及海外急難救助) 

***持外國護照及 80 歲以上者，保險請再洽詢確認*** 

❈海上急難撤退險每人每天約 10 美金(必保)。 

❈布宜諾斯艾利斯及烏蘇懷亞所有的午、晚餐。 

❈全程交通費用。 

❈行李小費。 

❈遊輪上小費(每天每人約 17-20 美元，實際費用以船公司公佈為準)。 

費用不含 ❈私人費用如行李超重費、洗衣、電話、酒吧等等。 

行程說明 

❈極為少數的航程深入福克蘭群島與南喬治亞島，在福克蘭群島停留兩天，南喬

  治亞島停留五天，有充份的時間在南極洋 Southern Ocean 上的兩個生態最豐富

  的島嶼參觀。 

❈所有以下介紹的行程只能供參考，會因天氣變化而有所改變，登岸地點與行程

  完全依船上探險隊長的決定。 

 

 



 

 
 

< 行 程 內 容 > 

第一天 11/08 桃園杜拜  EK367  23:45/05:04+1 
 搭乘阿聯酋航空公司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中途在杜拜轉

機。 

    早餐:  ✘  午餐:  ✘  晚餐:  ✘ 

第二天 11/09 杜拜  布宜諾斯艾利斯  EK247  08:05/20:40 
 於轉機點轉機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出機場後專車前往飯店 Check-in

休息。 

    早餐:  ✘  午餐:  機上  晚餐:  機上 

第三天 11/10 布宜諾斯艾利斯 烏蘇懷亞  AR1864  09:40/14:30 
 早上前往機場搭機到烏蘇懷亞。到達烏蘇懷亞先進旅館休息，之後可

自行在鎮上自由活動。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機上  晚餐:  帝王蟹    

第四天 11/11 烏蘇懷亞  (登船) 
 早餐後前往參觀★火地島國家公園(Tierra Del Fuego National 

Park)，搭乘園內★蒸汽火車，沿途可見接近南極洲的特殊動植物，

公園內地勢崎嶇，山勢陡峭河流縱橫，宛如人間天堂。之後於佔地寬

廣的國家公園遊覽拉帕塔尹阿海灣 Bahia Lapataia Lago 及洛卡湖

Roca 等，四處可見清澈的湖水，青翠的林木及特有植物景觀。並至世

界公路最南點「世界的盡頭」紀念碑。下午前往碼頭登船。 

    早餐:    午餐: 帝王蟹   晚餐:  海精靈號歡迎晚宴 

第五天 11/12 南大西洋 South Atlantic Ocean (海上航行) 
 經過新灣 Golfo Nuevo 穿過南大西洋，向福克蘭群島方向行駛。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六-七天   11/13-14 福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ands 
 登岸或搭小艇遊覽。*當地的旅遊景點門票是沒有包在旅費裡面。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八-九天   11/15-16 南冰洋 Southern Ocean (海上航行) 
 往南喬治亞島航行，穿越南極幅合帶 Antarctic Convergence。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十

四天 
  11/17-21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Islands 

 登岸或搭小艇遊覽。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五-

十六天 
  11/22-23 南冰洋 (海上航行) 

 結束南喬治亞島前往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七- 

二十天 

11/24-2

7 
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s and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登岸或搭小艇遊覽。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二十一- 

二十二天 

11/28-2

9 
德瑞克海 Drake Passage&畢格水道 Beagle Channel (海

上航行) 
 通過德瑞克海峽及畢格水道。返回烏蘇懷亞。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二十三天  11/30  烏蘇懷亞  布宜諾斯艾利斯 AR1879  09:20/12:40 

 伊瓜蘇  AR1732  14:05/15:55 
 清晨回到烏蘇懷亞，用完早餐由船公司安排接送至機場，搭機飛往布

宜諾斯艾利斯轉機到伊瓜蘇。抵達後專車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    午餐:  機場輕食  晚餐:   

  第二十四天  12/01 伊瓜蘇 布宜諾斯艾利斯  AR2727  20:10/22:10 
 今日搭機飛往遊覽世界三大瀑布之一，跨度最大的★伊瓜蘇大瀑布，

它是由 275 個瀑布組成的瀑布群，該瀑布群位於阿根廷和巴西兩國邊

境，198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伊瓜蘇瀑布的

與眾不同之處，在於觀賞點多。可以沿著河邊山間小路，漫步全程景

區，接著進入水上棧橋，置身於氣勢磅薄的瀑布之前，享受天然絕妙

景觀。★安排乘遊艇穿越魔鬼之喉瀑布群探險。晚上前往伊瓜蘇機場

準備搭機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轉機。 

*本日建議您穿著防滑便鞋以及攜帶輕便雨衣以及防水袋*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二十五天  12/02 布宜諾斯艾利斯杜拜  EK248  22:20/23:35 

 

早餐後進行市區觀光，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名意爲「好空氣的地方」，

市區街道美麗優雅又號稱「南美洲的巴黎」。觀光參觀包括建城四百

周年紀念碑、國會議事廳前廣場、歌隆劇院、最高法院、國會議室堂、

五月廣場、聖馬丁廣場、總統府…等。☆佛羅里達街 Florida St.逛

街購物。晚上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台。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二十六天  12/03 杜拜台北  EK366  03:40/15:35 

 
清晨從杜拜機場搭機返台。 

    早餐: 機上   午餐:  機上  晚餐: 甜蜜的家 

** 正確行程以及航班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120 天前取消每人收取 USD1000 取消費用。 

120 天至 91 天前每人收取船費全額的 USD4000 作為取消費用。 

90 天前出發前每人船費全額 100%沒收。 

 (因需與國外聯繫，以上時間需再提前 3 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 

 

 

 

 

 

 

 

 



 

 
 

Sea Spirit – 海精靈號 
旅客: 114 人 / 54 船艙 

工作人員: 72 人 

長度: 90.6 公尺 

寬度:15.3 公尺 

吃水: 4.16 公尺 

冰級: 1D 

總噸數: 4364 噸 

柴油動力: 4720 馬力 

航速:最大 15 節 
 

 
 

海精靈號目前航行於南北極最豪華的船隻之一，房間寬敞舒適，比海鑽石號更精緻比海探險號更

寬大舒服。1991 年建造的船，2008 年重新整修，2010 年首航南極，2016  年全船內裝全部重

新整修，它有最新的船體設計，在通過德瑞克海峽時可以航行更快速，縮短海上航行的時間。機

動性高，也能穿過東格陵蘭島的狹窄峽灣，進入斯匹茲卑爾根島的小海灣。 

 

房型介紹 

 
 

房間照片 

 
 

 
Classic Suite 

 
 

 
 



 

 
 

 

 

 

甲板公共設施配置圖 

 
第 2 層 Main Deck 

第 3 層 Ocean Deck 

第 4 層 Club Deck 

第 5 層 Sports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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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層 Sun Deck 

 
 

公共設施



 

 
 

 
    

 

   自費活動選項 
 
 

                  

           南極半島價格: USD 895 
                           南極洲是一個槳手的天堂。 寧靜的白色大陸擁有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

                           刻的風景，是不可思議的海洋野生動物的家園。滑行獨木舟將越過充

                           滿閃閃發光的冰山和海豚企鵝的水域，周圍環繞著壯麗的冰川和山脈。

 

SEA KAYAK CLUB 海洋獨木舟 



 

 
 

 

 

 

 

 

 

 

 

 

 



 

 
 

南極半島的登岸地點完全取決於天氣，浪況、風力、浮冰，是由探險隊長與船長在前一天做決定，以下

是主要登岸點的簡介： 

福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ands 

福克蘭的西班牙文名稱是馬文納島 Malvinas，是源自於來自法國聖

馬洛的航海家，他稱這島嶼為 Les Malouines，1522 年的葡萄牙海

圖就有標示出這個島嶼，但目前的官方說法是英國的船渴望號 HMS 

Desire 在公元 1592 年 8 月 14 日發現福克蘭群島。 

位於南大西洋的福克蘭群島，距離南美本土只有 490 公里，我們對

福克蘭群島的印象最深的莫過於 1982 年英國與阿根廷的福克蘭戰爭，

2010年兩國又為了主權有所爭議，這次主要的為了探鑽石油的問題，

可是當你到了福克蘭之後，會發現他們對台灣並不陌生，台灣遠洋

漁船會向福克蘭漁民購買捕魚配額，主要是魷釣船。 

福克蘭群島包括兩個主要的島嶼和七百多個小島，總面積有 12173 平方公里，大約是台灣的 1/3，最高

峰是烏斯朋山 Mt. Usborne，海拔 705 公尺，它的氣候十分溫和，冬天很少低於零度，夏天很少高於 24

度，這裡沒有原生的樹木，主要是草原。 

在這裡可以看五種企鵝，國王企鵝、馬克羅尼企鵝、跳岩企鵝、

巴布亞企鵝(尖圖企鵝)、麥哲倫企鵝，鳥類生態極為豐富特別是

信天翁數量相當驚人，和南喬治亞一樣，來此殖民的人引進了畜

牧業主要是飼養羊，生態大受影響加上過去對海豹、鯨與魚的過

度獵殺與捕撈，跟著船上岸的老鼠也是目前生態上的挑戰。為了

避免外來物種對原生動植物的傷害，登岸前都有詳細檢查。 

福克蘭的首府是史坦利，有近 3000 人口，還有一些英國軍隊，島

上有四百公里的道路，沒有紅綠燈。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Islands 

南喬治亞島是一個新月型的島，約有 170 公里長，寬度從 2 公里

到 40 公里，面積約 2755 平方公里，大約有一半的面積被冰所覆

蓋。距離南美最南端哈恩角 Cape Horn 約 2050 公里，距福克蘭群

島的首府史丹利 Stanley 約 1450 公里。風景秀麗的南喬治亞島是

南極野生動物的天堂，據說這些島嶼有總數 1 億多隻的海鳥，包

含不同種類的信天翁、企鵝、海鹱、海燕和燕鷗。 

沙利斯伯力平原Salisbury Plain,、

聖安德魯斯灣 St Andrews Bay 和黃

金灣 Gold Harbour 不僅是南喬治亞

三大國王企鵝棲息地，也是世上三大南象鼻海豹繁育海灘。一年只有這段

時間是它們繁殖週期的高峰。觀看令人不可思議的景象像是重達 4 頓的海

豹會持續守夜，偶爾為了爭奪有數十名母海豹的地盤而打架，大多數的母

海豹不是生育完就是正要生產。整個海灘都被這些巨大的海豹佔據了! 南

喬治群島周圍的豐富的水域也有越來越多的鯨魚前來棲息。格里維根

Grytviken 捕鯨站，在那裡國王企鵝大搖大擺走在街頭，海豹反客為主成

當地公民。我們在此會去參觀捕鯨歷史博物館還有去附近的謝克頓

Shackleton 墓地悼念這位偉大的探險先鋒。 



 

 
 

欺疑島 Deception Island 

幾乎是所有南極船一定會停靠的地方，也是南極相片經常出現的畫面：這裡因為有地熱，可能有一些比

海水更高溫的溫泉。欺疑島是個大大的火山口，極為安全的內灣，至今仍有地熱，冬雪融得特別快，內

灣平靜極了，只要入口水道沒有被冰山封住，船隻都可以進到欺疑島。通常是從鯨魚灣登島，大多數的

人會往東走到 Naptunes Window，岸邊很多海冰，一路上有些鯨骨和少數的木船和一些建築遺跡，可以

沿著雪坡往上走到最高點，這是一個 U 型山坳可遠望外海與山壁。接著往舊的鯨魚處理中心參觀，儲存

鯨油的圓型油槽、圓柱型的燃油槽、已被冰雪破壞的住宿木屋、遠處的研究中心、一個小小的墓園，這

些都是人類在南極大陸生活的足跡。 

洛克伊港 Port Lockroy 

洛克伊港在 1899 年就被發現了，但一直未被命名，法國探險家夏科 1904

年二月到南極時又發現此地，並且以當時贊助他南極探險的法國政治家

為名。它地理位置十分良好，四周都是山，形成一個很好的內灣，經常

是風平浪靜，一個無線電發射台，兩三棟房子，房子下或岩石上，只要

沒有被雪覆蓋的地方都是企鵝，企鵝和牠的排洩物發出的味道可不像企

鵝那麼的可愛。幾乎到南極半島的船都會停留在這裡，因為這裡是南極

少數可以寄名信片的地方，而且是不折不扣的英國郵政，這裡也是南極少數可以購物的地方，當然所有

的紀念品沒有一個是南極製造，大多是中國製造的，可是，這裡是南極，大家都會想帶點東西，我們不

知一年一萬六千多的參觀人次裡有多少消費，但是，至少多數人會寄張名信片。一直到 1931 年前，捕

鯨船都利用這個寧靜的港口進行鯨魚處理的作業，最多曾經有十一艘鯨魚處理船在這裡處理捕獲鯨魚，

想到這裡曾是殺戮戰場，相對於如今的美麗真是不勝唏噓。由於這裡的夏天食物豐富，曾是鯨魚很多的

地區，但經過長時間過度濫捕獵補之後，如今要在這裡看到鯨魚已很困難，鯨魚只是曾經有過的記錄。 

由於每次登島人次有限制，所以通常會把參加的人分成兩組，一組到洛克港一組到朱格拉點看企鵝和一

些鯨魚的骨頭，這裡和欺疑島一樣，曾經是英國和阿根廷在南極主權上的爭執點之一，1943 年阿根廷宣

布，所有在西經 25 度到 68 度 34 分之間，在南緯 60 度以南的土地都是阿根廷的。而英國的海軍秘密行

動，把阿根廷放在洛克伊港的地標消除掉，一直到 1962 年前英國都有海軍 4-9 人駐紮此地，最長的一

次得駐紮兩年半，想起來那樣的日子真會令人頭皮發麻，1962 年之後就荒廢了。 

1996 年英國的南極探險協會把洛克伊港重建，舊的房舍成為博物館，並且把過去留下來的物品全部保留

好，讓人了解早期人們在此生活的狀況。如今洛克伊港在夏季時通常有三位工作人員提供郵件與出售紀

念品的服務，並且維持博物館內的物品，2006 年有一萬六千多人到訪，郵寄的名信片超過一百個國家，

為了避免過多人產生的生態破壞，洛克伊港一天限制 350 人，每次登岸時不能超過六十人。 

島上工作人員生活非常單調，最開心的時候可能是遊客上岸時，很小很小的島其應該說是一個大礁石，

為確保工作人員安全，島上不得有船隻，也就是工作人員只能在這塊石上活動，連近在咫尺的對岸小島

都不能上去，食物只有乾糧和罐頭食物，只有極少數的時間有電力和暖氣。至於企鵝，通常就在他們的

房子下築巢。 

 

彼德曼島 Peterman Island 

位於南緯 65 度 11 分，西經 64 度 8 分，通常這裡是南極十二天行程能夠

航行的最南的地方，也是我們此行最南的點。彼德曼島大約呈三角形，最

長的一側約有兩公里，有一個小山峰，海拔 133 公尺，是島上最高點，德

國人達曼Dallmann在 1873-1874的南極探險中，第一次記錄到這個島嶼，

並且以德國地理學家彼德曼為名。1909 年二月起，法國探險家 Charcot 和

他的船（船名：為何不?Pourquoi-pas?）在此過冬（試想那個年代在南極

過冬是如何重大的探險事件）到達彼德曼島之前要經過利馬水道，船開得

很慢很慢，船長必須很小心的避開水道中的浮冰，水道又很狹窄，剛進入利馬水道時，速度慢到水中的

倒影都沒被破壞。彼德曼島上有一個小屋是阿根廷人建立的避難小屋，提供科學人員避難與棲身之用，

如果研究人員多，會看到幾頂黃色的帳篷。科學家說這個島的巴布亞企鵝(尖圖企鵝)有增加而阿德雷企



 

 
 

鵝減少了，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暖化，使喜歡寒冷阿德雷企鵝往南遷徙。 

天堂港 Paradise Harbour 

對早期捕鯨人而言，這裡的確是一個天堂般的內灣，平靜的水域加

上這個區域天氣總是比別的地方有更多的陽光，內灣裡冰河的倒影

美得令人目不睱給，小艇穿梭期間，時光彷彿停駐。 

在這裡通常船上分成兩組在天堂灣活動，一組登岸，一組搭小艇進

入內灣。搭著小艇出航時，我們沿著海岸前行，岸上智利工作站上

橘色的房子十分顯目，海岸很多巴布亞企鵝(尖圖企鵝)，有些在岸

上有些在冰上，有些人往很陡的山坡移動，而我們進入像鏡子一樣

平的天堂灣，山壁上有很多藍眼鸕鶿 Blue eye Shag，這時大多的

鳥都在孵蛋，大大鳥巢就在岩壁上，有些鳥還叨著石頭繼續築巢。灣內倒影和冰山與寧靜，即使是小艇

的引擎聲都不會破壞這份寧靜，我們在冰山之間緩緩前行，到了灣裡巨大的冰河流入大海，那個裂縫與

冰洞美加上倒影，美得令人摒息，小艇可以開得好近好近，好像可以摸到冰河。 

登島之後開始往上走，有些地方雪深及膝，而且非常陡，慢慢走上去，但天氣好景色很美，不時回望天

堂灣的風光，到了山頂還真令人擔心會不會掉到山崖，山頂只能容納一人。 

 

庫佛維島與內可灣  Cuverville Island and Neko Bay 

當我們從大船更換小船前往庫維爾島時，小心翼翼的經過許多浮冰與冰山，如果浮冰再多一些或冰山再

擁擠一點，小艇根本無法登岸，能登岸就是幸運。接近庫佛維島時，山坡上有好幾條從積雪中開出來的

路徑，有些企鵝就從路徑走下前往海邊或走上前往自己的巢，心想，在台灣我們的山上有獸徑，很多動

物都有相當固定的路徑，即使在肯亞很多草食性動物遷徙時，也有相當固定的路線，原來企鵝也有，登

島時，導遊簡單的指著路徑說，那是企鵝高速公路，企鵝有優先權而且一定要距離企鵝五公尺以上。 

據估算，這個島共有約八千到一萬隻巴布亞企鵝(尖圖企鵝)（一般計算企鵝是用幾對而不是幾隻，企鵝

在交配時才會在岸上），這個島是南極巴布亞企鵝(尖圖企鵝)最多的地方。科學家對這些企鵝在很高的

岩石上築巢很有興趣，為什麼不在距海岸近一點的地方呢？這樣才不會那麼辛苦的走企鵝高速公路往返，

可能的原因是，這裡企鵝數量多，十一月初靠海的地方都還是厚厚的雪，不是築巢的好地方，所以只好

往高處岩石比較裸露的地方築巢。下船之後，看到那麼多的企鵝實在很開心，我很想拍企鵝從雪地跳到

沙岸的畫面，可是角度不對就是拍不到在空中那一剎那，但這裡的企鵝很近而且很多正好要下海去覓食，

或在水中遊玩，因此動作很多，喜歡拍照的人拍到手軟都還覺得不過癮，而且海上的冰山和浮冰又是絕

佳背景和企鵝活動的地方，也可以通過企鵝高速公路，再前往附近的區域走一趟，雪地裡的黑白點都是

企鵝，算是令人感動的畫面。內可灣可能是整個旅程中最後一次登岸地點，船上的工作人員說，我們要

到內可灣傾聽冰河的聲音，本來我只是想在船上看看冰河而已。我所了解的冰河有兩種聲音，一是冰崩

時產生的，另一個是冰河流動擠壓產生的。我們搭著小艇登陸，很自然的往山上走，這時已經是下午光

線有點斜了，冰河有一點光影，拍起來的白色有層次，天空藍

得好美，我們沿著冰河側邊的雪坡上走到一個山頂，沿路不斷

回頭看著遠處的景色，那是令人感動的景色，好像少按一次快

門就會損失很多一樣。南極好像用最美的一面和我們道別。到

了小山頭，大家像是在做日光浴，看著冰河，看著遠景，我們

也聽到三次冰河的聲音，那是冰崩所產生的，看著冰崩蹋下來，

在海中形成白色的碎冰，波浪往外不斷延伸。這裡是南極，我

不認為它是夢幻的世界，而認為它的一切都是絕對的純淨。 

 

 

 

 

 

 

 



 

 
 

半月島  Half Moon Island 

半月島大約有 0.51 平方公里，是很普遍的登岸點，可以看到附

近的島嶼景色十分美麗，此外，這是一個企鵝的重要棲息地，

企鵝需要裸露的岩石來築巢，因此有些企鵝必須從高達一百多

公尺的山上到海邊覓食，島上有一個阿根廷的研究站，登岸點

有一艘廢棄的木船，島上主要有頰帶企鵝和賊鷗，偶爾可見到

海豹。 對於其他島來說半月島是個小島，但該島已被（IBA）

由國際鳥盟確定為重點鳥區，因為這裡有約 100 對的灰賊鷗。

以及其他鳥類築巢在島上，包括南極頰帶企鵝 2000 對，南極燕

鷗 125 對，海帶鷗 40 對，威爾遜海燕和黑腹海燕，海角海燕，棕賊鷗，白鞘嘴鷗和國王鸕鶿。在海岸

邊散步也能看到鯨魚的蹤跡，南極遊輪時常停靠於此，高峰期通常在１１－３月。主要在此島南部的步

行道可以觀賞南極頰帶企鵝和賊鷗，以及附近的利文斯頓和格林威治群島周圍的山區風景。這條路徑開

始於門古安特灣南側，向西沿著海灘卡馬拉基地行徑，然後轉向北沿門古安特灣頭，並最終向東北到齊

尼亞山的頂部。  

 

企鵝傳奇： 

前往南極，企鵝當然是最重要的野生動物之一，我很仔細的觀察企

鵝行動，再和書對照一下，更讓我對企鵝讚佩不已。企鵝是鳥類，

但不會飛，是潛水高手，潛下海中一百公尺對多數的企鵝是輕鬆愉

快的，南極的企鵝生活區域，主要是在海上或浮冰，只有在交配時，

大約每年十月起（每種企鵝生態又不大一樣），會回到陸地找尋一

個裸露的岩石，在岩石上用小石頭築巢（如果是在次南極如南喬治

亞島和福克蘭群島，也會用草和樹枝），交配產卵後，公母企鵝輪

流孵蛋，由於南極是屬於冰天雪地的地區，要找到岩石能夠築巢的

地方實在很少，大多是在較高的山上，未必是在靠海的地區，因此，

企鵝的巢大多非常擁擠，比鄰而居。由於每對企鵝都要把自己的巢築得特別好，在南極，唯一築巢的原

料是小石塊，企鵝通常要走很遠的路到海邊咬一顆小石塊去築巢，所以我就看到一隻頰帶企鵝咬了一顆

石頭，可能路途太遠，每走一段時間就吐出來，休息一下再咬起來繼續行走。 

偷石頭也是企鵝在孵蛋期間很重要的工作，由於孵蛋期間企鵝不能離開牠的巢，而另一半大多去覓食，

準備好體力接手孵蛋，我就看到一隻正坐著孵蛋的企鵝必須面對前後兩隻偷石頭的企鵝，牠又不能起身

趕，只能身體前後轉來轉去張嘴欲咬，忙得不可開交，但石頭一樣一顆一顆的被咬走。企鵝經常要走很

遠的路到海上捕食，孵蛋期間，因為大多數時間在泥土岩石融雪中，加上排泄物，上岸看企鵝得忍受不

舒服的味道，企鵝在沒有孵蛋任務時會下海去覓食同時把身體洗得乾乾淨淨，依我看到的情況是，企鵝

下水之後似乎要先把身體弄乾淨，就如同很多鳥類會去小水塘洗澡一樣，然後在水中的活動就是嬉遊或

覓食。在南極常可看到不是很乾淨的企鵝，牠們通常在巢附近，或是往水邊途中。剛上岸的黑白分明十

分美麗。企鵝的身體結構很有趣，翅膀退化有點像手，在陸地上是平衡功能與輔助功能，像在雪地上走

多了，牠們會用滑或划的前行，從水上要回到冰上或岩石上，要用腳跳的再用胸部的力量爬上來，試想

岩石和冰是多銳利呀！如要從冰棚下到海邊是用雙腳垂直跳下，從冰上則是滑下或像跳水一般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