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2018/10/18【南極之旅】福克蘭群島和南喬治亞島 25 天 
NT:高級套房 雙人艙    629,800 元/人(現金價) / 642,400 元(刷卡價) 

NT: Triple Classic 三人艙(三人一室) 498,000 元/人 (現金價) / 507,960 元(刷卡價) 

以上報價皆含稅、阿根廷簽證 
 

◎持外國護照、外站參團及 80 歲以上者，保險請自理或再洽詢確認 

 

❈早鳥優惠: 

2018.01.31 前報名繳交訂金，團費便宜 3 萬台幣/每人 

2018.02.28 前報名繳交訂金，團費便宜 2 萬台幣/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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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天前(2018.06.18) 付清剩餘費用 

 

EK 部分商務艙價差: 

** 1/14 前開票之優惠票價每人補 120,000 台幣(現金價)/122,400 台幣(刷卡價) 

** 1/15 後每人補 178,700 台幣(現金價)/182,274 台幣(刷卡價) (無促銷最低票價價差,正確價格要以訂到

之艙等為準) 

活動期間：2018 年 10 月 18 日~11 月 11 日 

船名 Sea Spirit 海精靈 

預估費用 

團費 NT$100,000 元 加上各級船艙費用每人價格 

❈可自費瓦爾德斯半島一日旅遊。 

  定價  特惠價 

1. 三人古典房 Triple Classic $ 13,395 美金 $ 9,995 美金(滿) 

2. 主甲板套房 Main Deck Suite $ 17,995 美金 $ 13,295 美金(滿) 

3. 古典套房 Classic Suite $ 19,195 美金 $ 13,995 美金 

4. 高級套房 Superior Suite $ 19,595 美金 $ 14,295 美金 

5. 豪華套房 Deluxe Suite $ 21,895 美金 $ 15,795 美金 

6.  特級套房 Premium Suite $ 23,495 美金 $ 16,995 美金 

7. 主人套房 Owners Suite $ 31,495 美金 $ 22,495 美金 

（美元部份不會改變，台幣費用可能會因天數調整而有微調） 

船艙訂金為船艙費用的 20% 

***由於明年的機票與其它費用都尚未確定因此這只是預估的費用*** 

費用包含 

❈來回機票，機場稅兵險油稅及阿根廷簽證費 (美金 250 元) 

❈行程表列的住宿與餐食、交通 

❈旅館內早餐(依飯店提供之早餐) 

***持外國護照、外站參團及 80 歲以上者，保險請自理或再洽詢確認*** 



          
 

費用不含 

❈海上急難撤退險每人每天 10 美金(必保) 

❈布宜諾斯艾利斯及烏蘇懷亞所有的午、晚餐及公共交通費用 

❈私人費用如行李超重費、洗衣、電話、酒吧等等 

❈當地飯店床頭、行李小費及遊輪上小費(每天每人約 17 美元，實際費用以船公司

公佈為準) 

行程說明 

❈極為少數的航程深入福克蘭群島與南喬治亞島，在福克蘭群島停留四天三夜，南 

  喬治亞島停留七天六夜，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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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烏蘇懷亞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們的午、晚餐不內含在團費裡的原因是，我們可  

  以自行到當地最有特色的餐廳，並且單點最地方色彩的食物，不會受限於團體餐  

  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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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 Spirit – 海精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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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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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 Classic 三人古典房 景觀: 方窗  甲板第 2 層 間數:  8 

  Main Deck Suite    主甲板套房 景觀: 圓窗  甲板第 1 層  間數:  6 

  Classic Suite 古典套房 景觀: 方窗     甲板第 2 層 間數:  10 

  Superior Suite    高級套房 景觀: 方窗  甲板第 3 層 間數:  15 

  Deluxe Suite 豪華套房 景觀: 陽台  甲板第 4 層 間數:  8 

  Premium Suite 特級套房 景觀: 陽台  甲板第 5 層 間數:  6 

  Owners Suite 主人套房 景觀: 陽台  甲板第 5 層 間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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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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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公共設施配置圖 

 

 

第 1 層 Main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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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層 Ocean Deck 

 
第 3 層 Club Deck 

 

 

 

第 4 層 Sports Deck 

 

第 5 層 Sun Deck 

 

 

公共設施 

  海精靈號讓您能舒適又有型的探索極地區域。配有寬敞的套房及社交區，最多容納 114 位貴賓的海精

靈號，同時兼具小型船的靈活度及悠閒的氛圍。 

 

室內餐廳 Restaurant 

開放式空間請自由入座，一起品嚐才華洋溢的大廚為客人所精心烹煮的

異國美饌。 

樓層: Main Deck 
 

戶外餐廳 Outdoor Bistro 

天氣晴朗時，可以選擇在戶外享用午餐。戶外餐廳提供漢堡、熱湯，意

大利麵、沙拉和甜點等輕食。一邊用餐一邊觀賞極地景色，十分愜意。 

樓層: Sports Deck 
 

休息室/ 

演講大廳 

熱水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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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 Bar 

結束一整天的探險後，最適合待在酒吧放鬆。專業的調酒師會調配各式

調酒或是軟式飲料，陪客人閒話家常。或是與船上其他客人交換探險心

得，暢快共飲。 

樓層: Club Deck 
 

 

 

 

演講大廳 Presentation Lounge 

演講大廳配置最先進的設備，所有講座，簡報和社交聚會都在這裡舉行。

除了船上不定時舉辦知識講座，探險隊員分享，並且隨時有機會和各國

友人交流，還可以欣賞享受大廳窗外的美麗風景。 

樓層: Ocean Deck 

   

 

 

俱樂部休息室 Club Lounge 

俱樂部休息室有寬敞舒適的休息空間，景色一覽無遺的巨大的觀景窗，

以及 24 小時自助咖啡吧。是跟遊客社交互動及觀景放鬆的絕佳地點。 

樓層: Club Deck 
 

 

 

 

圖書室 Library 

安靜舒適的環境讓遊客可以在此享受閱讀樂趣。圖書室提供遊客極地相

關資料、書籍、DVD 和報紙雜誌閱覽。 

樓層: Club Deck 
 

 

 

 

駕駛室 Bridge 

駕駛室歡迎所有的貴賓前往，可以與船長及船員閒聊，從駕駛室的視角

觀察航向，修改您探險地圖上的正確位置。 

樓層: Sports Deck 
 

 

 

 

健身房 Gym 

設備齊全的健身房讓貴賓在海上航行時可以繼續運動的好習慣。健身設

備有多台健身車、跑步機和多功能訓練機。 

樓層: Sports Deck 
 

 

 

 

接待處 Reception 

只要旅途中有問題或是需要任何服務，只要造訪接待處，我們的專家都

會提供客人專業的諮詢，無價的服務品質。 

樓層: Ocean Deck 

Bar 

Presentation Lounge 

Club Lounge 

Library 

Bridge 

G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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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表 

班機 出發地 出發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EK 367 桃    園 23:35 杜   拜 04:15 08 小時 40 分 

EK 247 杜    拜 07:10 布宜諾斯艾利斯 19:45 17 小時 50 分 

AR2868 布宜諾斯艾利斯 12:15 翠   琉 14:15 02 小時 00 分 

AR1889 烏蘇懷亞 16:40 布宜諾斯艾利斯 20:00 03 小時 20 分 

EK248 布宜諾斯艾利斯 21:30 杜   拜 22:45 16 小時 30 分 

EK 366 杜    拜 04:45 桃   園 16:50 08 小時 05 分 

 

< 瓦 爾 德 斯 半 島 內 容 > 

今日驅車前往瓦爾德斯半島 Peninsula Valdes(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半島)。從皮拉米德斯港

Piramides 出發搭乘遊覽船。在這個地區最值得注意的是南露脊鯨 Southern Right whales，我們也可

能發現一些虎鯨 Orcas。 

回到岸邊後，我們前往埃斯坦西亞聖洛倫索區 Estancia San Lorenzo，這裡是該地區的一個傳統羊牧

場。除了在此品嘗美味的阿根廷典型烤羊肉午餐外，還將參觀此區的麥哲倫企鵝 Magellan penguin

保護區。接著前往北角 Punta Norte，這裡是海獅和海象的一個重要棲息地。我們在日落時回到馬德

林港，並帶著冒險的精神登上海精靈號前往南喬治亞和福克蘭群島的航行之旅。 

行程內容 

第一天 10/18 桃園  杜拜   EK367  23:35/04:15 (飛行時間:8 小時 40 分) 

  搭乘阿酋航空公司前往阿根廷首都宜諾斯艾利斯，中途需要在外站轉機。 

    早餐:  ✘   午餐:  ✘   晚餐:  ✘  

第二天 10/19 
杜拜  布宜諾斯艾利斯(EZE)   

EK247 07:10/19:45 (飛行時間:17 小時 50 分) 

  於杜拜以及巴西里約熱內盧轉機後，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出機場後自行

搭乘計程車前往飯店 Check-in 休息。 

    早餐:  機上  午餐:  機上  晚餐:  機上 

第三天 10/20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AEP) 翠 琉 機 場 Trelew (REL) 馬 德 林 港 Puerto 

Madryn(61km/45mins)  

AR2868 12:15/14:15(飛行時間:2 小時 00 分) 

 BD1 早上前往機場，搭機到馬德林港，此地是遊客參觀瓦爾德斯半島和海岸的

自然景觀的重要中心。到達馬德林港之後，先進旅館休息之後，可自行在

鎮上自由活動。馬德林港(Puerto Madryn)也屬於阿根廷巴塔哥尼亞高原的

一部分，是 Chubut 省的首都，這裡以其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聞名整個南

部高原。由兩大半島 Península Valdés 及 Punta Ninfas 環繞行程的新灣

Golfo Nuevo 不僅常年定居者大量的海獅海豹海鳥，每年的特定時間，還會

有鯨魚，企鵝，海豚前往這一帶“觀光旅遊”。其中，瓦爾德斯(Valdés)

半島在 1999 年被聯合國列為人類自然遺產。 

    早餐:     午餐:  ✘   晚餐:  ✘     



          
 

第四天 10/21 馬德林港 Puerto Madryn  (登船) 

 BD2 早餐後您可自費參加到瓦爾德斯半島 Peninsula Valdes (費用約美金 315

元)，或是自由活動。下午前往港口登船，開始期待已久的南極探險。前往

福克蘭群島途中，會經過新灣 Golfo Nuevo，在我們航向大海的同時有很大

的機會看到新灣著名的南露脊鯨。 

    早餐:     午餐:  ✘   晚餐:  ✘     

第五天 

︳ 

第六天 

10/22 

︳ 

10/23 
南大西洋 South Atlantic Ocean (海上航行)  

 BD3-4 從新灣 Golfo Nuevo 穿過南大西洋，向福克蘭群島方向行駛。航行時有機

會看到海豚和鯨魚出沒。專家會安排各式研討會及剪報讓遊客更了解南

極，像是南極旅遊注意事項、括南極公約和南極旅遊協會的介紹。船上的

娛樂設施提供您海上的航行時間的消遣。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七天 

︳ 

第八天 

10/24 

︳ 

10/25 
福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ands 

 BD5-6 福克蘭的西班牙文名稱是馬文納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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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遠人煙稀少的福克蘭群島是一個鳥兒的天堂。我們預計登陸外圍的小

島，那裡是大批企鵝和信天翁棲息地。此外這裡也是觀察海洋哺乳動物的

好地方，沙灘上就可以看到海狗和象海豹，而群島周圍的水域則有各種鯨

魚和海豚出沒。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九天 

︳ 

第十天 

10/26 

︳ 

10/27 
南冰洋 Southern Ocean (海上航行) 

 BD7-8 往南喬治亞群島航行，途中會經過被海鳥佔據偏遠的沙格岩 Shag Rocks，

還會穿越南極幅合帶 Antarctic Convergence，南太平洋上的生態邊界，此

處溫度將僅僅在幾小時內的時間間隔大幅下降。水裡的其他生物(如南極磷

蝦)被相互衝擊碰撞的水柱帶到海面，吸引眾多海鳥像是信天翁、海鷗、海

燕、鯨鳥和賊鷗在船邊盤旋。上、下午各會安排有關南極的講座，包括企

鵝生態，海洋動物，探險歷史，捕鯨歷史，極地生活等。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一天 

︳ 

第十三天 

10/28 

︳ 

10/30 
南喬治亞群島 South Georgia Islands 



          
 

 BD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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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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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四天 

︳ 

第十五天 

10/31 

︳ 

11/01 
南冰洋 Southern Ocean (海上航行) 

 BD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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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天 

︳ 

第十九天 

11/02 

︳ 

11/05 

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s and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BD14-17 登岸或搭小艇遊覽。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二十天 

第二十一天 

11/06 

︳ 

11/07 
德瑞克海 Drake Passage&畢格水道 Beagle Channel (海上航行) 

 BD18-19 通過德瑞克海峽及畢格水道。返回烏蘇懷亞。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二十二天 11/08  烏蘇懷亞(USH)  布宜諾斯艾利斯(AEP)   

AR2895 15:55/19:15 或 AR1889 16:40/20:00 (3 小時 20 分) 

 BD19 清晨抵達烏蘇懷亞，用完早餐後跟船上來

自各國的團員互相告別，接著由船公司安

排接送至機場，搭機飛往布宜諾斯艾利

斯。接著我們前往首都最有名的牛排餐

廳，位於新港旁，非常值得體驗。 

    早餐:    午餐:  ✘   晚餐:  ✘  



          
 

第二十三天 11/09 布宜諾斯艾利斯  杜拜 EK248 21:30/22:45 (飛行時間:16 小時 30 分) 

  早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自由活動 傍晚前往機場搭機。 

    早餐:    午餐:  ✘    晚餐:  ✘  

第二十三天 11/10 杜拜  桃園  EK366 04:45/16:50 (飛行時間:8 小時 5 分) 

  抵達轉機點，稍作休息轉搭飛機回桃園。 

    早餐:  ✘   午餐:  ✘    晚餐:  ✘  

第二十四天 11/11  桃園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難忘旅程滿載美好回憶而歸。 

    早餐: ✘    午餐: ✘   晚餐: ✘  

** 正確行程以及航班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自費活動選項 

 

 

 

                     南極半島價格: USD 795 福克蘭及南喬治亞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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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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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EIDON EXPEDITION 取消相關規則: 
120 天前(2018.06.18)取消每人收取 USD850 取消費用。 

90 天前 (2018.07.18)出發前每人船費全額 100%沒收，本公司收 USD100 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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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林港行程以及布宜諾斯艾利斯

的行程，會另外包裝另外報價) 

  

 

 

SEA KAYAK CLUB 海洋獨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