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想南极．相遇在世界的尽头

南极半岛奇航 加拉巴哥群岛 复活节岛
南美南部三大国家公园 32天

最快最稳海钻石号南极半岛10天9夜

厄瓜多尔加拉巴哥群岛5天4夜

阿根廷「小瑞士」巴利洛奇
大冰川国家公园艾尔卡拉发提

火地岛国家公园乌苏怀亚

智利百内国家公园

传奇复活节岛



02行程特色 美地、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
遗产的地点――

加拉巴哥群岛，航行5天4夜，登岸欣赏此地域特
殊的特殊种动植物。

T O U R H I G H L I G H T S

01 03玩家特选有「小瑞士」之称的 前往南极半岛（AntarcticaPen-
insula），我们将寻幽访胜，巡
航冰河冰山四处环绕，奇观美景

阿根廷巴利洛奇，特别安排三趟游
艇及四趟巴士，穿越安地斯群峰间

的不同湖泊，秀丽景色令人赞叹不已！ 处处可见的白色大地。

畅游启发达尔文进化论的独特生态



智利百内国家公园帕塔哥尼亚
高原、百内峰；阿根廷大冰川国

家公园壮阔冰河；「世界的尽头」火地岛国家
公园鬼斧神工，令人赞叹不已。

企鹅（ChinstrapPenguin）、长冠企鹅（Macaro
niPenguin）等。

05 07拜访乌苏怀亚（Ushuaia），此港市 传奇复活节岛，探访神秘摩艾像，
一窥岛上鸟人习俗。三面环山，一方傍水，原为南极捕鲸

基地及各探险队出发前的整补跳板。

04 06走访南美南部三大国家公园： 一窥各类野生企鹅的可爱模样：
绅士企鹅（GentooPenguin）、阿德
雷企鹅（AdeliePenguin）、帽带



特选海钻石号
Ocean Diamond

海钻石特别设计倾斜转动的螺旋桨，可修正晃动过大的船身，将船上的晃动感减到最低。

船上随行专业探险队成员，尤其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南极半岛，可用最佳效率为您规划安全

适宜的登岸路线；并会在船上举行生态、历史等丰富讲座，为您的旅程充实知性气息。

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行业协会（IAATO）规定，在同一岛屿上、一次最多只能100人登
陆。因此在挑选前往南极的游轮时，和选择其它路线船只的考虑不同。南极行程采用

的海钻石号最大载客量低于200以下，以便有效循环黄道号小艇使用率，维护贵宾上岸

参观的最大权益。



特色介绍 Fe atures
船宽 16公尺 航速 15.5节

乘客 189位

吨位 8,282吨

船籍 巴哈马Bahamas

冰级 1D

船长 124公尺

船员 144位

船上设施：餐厅、酒吧咖啡厅、图书馆、健身房、医疗中心、景观甲板、登岸橡皮艇。
房内设施：室内空调、2张单人床、私人卫浴设备、衣橱、220V插座、平面电视、DVD播放器。



探险船介绍海钻石号
Ocean Diamond

2012年重新装修的极区冰级探险船「海钻石号」，结合时尚设计的船体和无畏的探险适
航性，将会是您前往南极巡航最理想的船只。最大载客数为189位旅客，船上有专业经验
的探险团队及船上工作人员，提供贵宾贴心的服务，船只并配备完善的旅客服务设施。
抗冰冰极为1D，已足够自如的航行于南极海域；其时速可高达15.5节，能够让贵宾更加
迅速渡过德瑞克海峡，并拥有更多时间在极区游览。

船上客舱面积宽敞，全舱共有101间别致的客舱，所有客舱皆为观景客舱，可观看南极冰
蓝景观。船上的公共空间宽敞舒适，位于顶层甲板有一间绝妙的全景观景厅，旅客可以
在此舒服的欣赏海景。高级剧院式演讲厅，在举办专题演讲及简报活动时可容纳所有
旅客。其它设施还包括宽敞明亮的餐厅、舒适的交谊厅、休闲酒吧、极区船只中最大的
图书馆、电子邮件接收、礼品店、健身房、室外游泳池、桑拿、沙龙、洗衣室、配有专
业医生的医务室等，船上也提供旅客付费按摩及芳香疗法服务。

海钻石号在不同的航次提供多种自费探险活动项目，包括冰区泛舟、极地露营、越野滑
雪及攀登冰山，贵宾可以选择体验挑战极地的独特感受。

黄色区域

主甲板 Main Deck面海外舱房(方窗/17-19平方公尺)
(2人1室)(房号401-410)团体安排皆以此舱房为主。

蓝色区域

主甲板Main Deck面海外舱套房(方窗/37平方公尺)
(2人1室)(房号430-439)每人需另加价 (仅10间)。



甲板平面图
棕色区域

景观甲板Observation Deck景观阳台套房(30平方公尺)
(2人1室)(房号701-710)每人需另加价 (仅10间)。

粉红色区域

下层甲板Lower Deck面海外舱房(圆窗但视野受阻/19平方公尺)
(单人舱房)(房号318-333)每人需另加价 (仅13间)。



至尊选择的六大原因
极地探险船海钻石号专业呈现

1.市场价差破六位数的高档次船只，我们更贵吗？其实不然…
选用的「海钻石号」于南极半岛10天9夜的行程，要价一人约$10,300美金，市场上所选用的布莱梅
号（M/V Bremen）南极三岛19天18夜的行程，价值一人约$9,930美金，跟选用的海钻石平均价差一天有
三千四百元人民币；而市场上另一艘前进号（M/V Fram）价差更大，三岛行程价值一人只有$7,300美金，
平均一天价差高达四千元人民币!至尊旅游了解夸克船队的「海钻石号」能够提供南极行程最专业且最
佳质量的旅游，因此秉持良心，坚持选用高价位、高质量、高专业度的海钻石号，让贵宾能够不带

遗憾地完成这趟圆梦之旅！

2.高价位仍各团爆满的专业极地船队
夸克船队是一家专精于极地探险的公司，不同于一般市场上所选用的船队，夸克专门于经营极地旅游，对
于极地的地域性、安全性皆有相当高的专业度。夸克因为了解极地旅游的变量较多，所以将可以控制的因

素都掌握住，以保障前往极地旅游的各项质量及最大权益。公元1991年八月，夸克出了第一团的极地行
程，而就在七年后的1998年，至尊旅游也出了第一团的南极行程，选用的即是专业细致的夸克船队，在
2015年也针对南极行程企划了多种行程，包含南极半岛搭配南美南部、加拉巴哥群岛、复活节岛的全览行
程、亦有搭船或搭机两种选择前往游览南极三岛。至尊想要提供顾客最高质量的极地探险，因此选用最专

业的船队、最适用于极地的船只，让前往南极的旅人能够毫无遗憾地完成这趟圆梦之旅！



6.登岸观光机会甚至高达百分之百
气候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海钻石号」保证能够于南极半岛进行登岸!专精于南北极服务的夸克船队，对于
南极气候条件、地域熟悉度等皆有着高度的专业，能够精准地判断登岸位置，最多能够上午停一个点、下

午再停靠一个点，让贵宾在南极半岛能够有更多的上岸观光机会。

01 02

01. 交谊厅 02. 船内餐厅

WHY US ?

3.解决您晕船晕到七荤八素的烦恼
拥有「魔鬼西风带」称号的德瑞克海峡，是圆梦旅人前往南极最大的挑战，然而2012年夸克船队（Quark-
Expeditions）推出的新船「海钻石号」便克服了这项难题。海钻石号特别改良尾舵的设计，不同于一般船
只以垂直的构造控制船行方向，海钻石号特别设计倾斜转动的螺旋桨，随船只摆动幅度可协助船身维持稳

定，大幅减少西风带浪高于船身所带来的晃动感。海钻石的平稳特性，正是至尊选用的原因之一，2014年
搭乘此船的团圆，全团皆无人有不舒适的情形发生!

4.最快速度通过西风带抵达南极半岛
市场一般使用的船只须花两天半至三天，而至尊选用的「海钻石号」为航速能高达15.5节的快速游轮，最
快只需用一天半的时间即可抵达南极半岛，整整少掉约24小时的船上颠簸!海钻石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南极半
岛，不浪费时间在船上，让贵宾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游览南极半岛迷人风光。

5.保证全船同时进行登岸巡航行程，不留遗珠之憾
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行业协会（IAATO）规定，在同一岛屿上、一次最多只能100人登陆、另外100人搭乘
小艇巡航。市场上有旅行社选择载客量318人的船只，按照IAATO规定，将会有118人的登岸机率减低，谁想
要当那118个人呢?因此至尊挑选最大载客量低于200以下的「海钻石号」，以便有效循环黄道号小艇使用
率，维护贵宾上岸参观的最大权益。试想，千里迢迢前往南极，却因不专业的安排及选择而不能登岸，是否

觉得白白浪费了这样难得的旅程呢？近代了解这样的疑虑，因此坚持选择海钻石号，不让想圆梦的贵宾

留下任何遗憾。



至尊专业之选
夸克船队高质量极地旅游保障

夸克船队安全保证
除了船只的耐冰性、经验丰富的船长、探险团队及船员，夸克邮轮公司十分重视安全标准、安全训练
和安全设备之规章制度，夸克邮轮公司在各方面都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标准。

‧夸克邮轮公司是唯一获得英国标准BS 8848的探险邮轮公司，该标准认可并鉴定夸克邮轮公司的安全
管理系统合格。

‧在英国标准BS 8848下，夸克邮轮公司的所有轮船每年都会个别检验其管理系统。
‧最高的服务员/乘客比 1：9.5。

‧每艘船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根据其国际、野外、探险的医疗经验由夸克邮轮公司直接雇用。
‧所有探险团队成员皆有CPR心肺复苏术及急救技巧认证。
‧所有探险团队成员均通过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专业领域员工评定，并参加夸克邮轮公司特殊的内

部训练及合格鉴定。

‧夸克邮轮公司定期检视综合事故之处理策略。
‧夸克邮轮公司的救生艇和救生筏座位超过联合国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的规定，救生船座位永远
比船上人数多至少25%以上。

北极探险邮轮业协会
北极探险邮轮业协会是一个为北极探险游轮业及其它对该领域有兴趣之业者所设立的国际组织。该协
会创建于2003年，自此即成为关切北极游轮业的重要组织。北极探险邮轮业协会致力于管理有责任
感、对环境友善、且安全的北极旅游，且努力为此设立高标准且可行的旅游规章。

该协会的地理范围包含北极地区北纬60度内。核心区域为斯瓦尔巴特群岛(挪威)、扬马延岛(挪威)、
格陵兰岛、加拿大北极圈及俄罗斯北极国家公园。



用心为您选择最好的！

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
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AATO)是创立于1991年的成员组织。旨在提倡、推动、实施南极旅游安全及私营部门的环
境责任。自1969年起，南极旅游产业兴起，南极的旅游人数从每年一百人左右成长到三万人。有鉴于旅游人数增加
对环境所造成的潜在影响，七家实行南极旅游的私人旅游业者在1991年共同执行、促进这个世界上遥远、原始又脆
弱的区域安全及旅游环境责任。

近年来，超过一百个南极相关的旅行用品店自愿成为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成员。我们共同建立了许多流程及准
则，以确保南极私营旅游的适当性、安全性及环境保护性，包含：上岸人数的相关规定和限制、船员和游客的比

例、特定上岸点及活动准则、野生动物观赏、参观前、参观后之活动报告、游客、船员和员工简介、提供过往的南

极经验给相关员工、偶发事件及紧急医疗教育计划等等。

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是一个以设立最高且可行之旅游准则以尽全力保护南极洲生态的产业群体。如此用心的环境
责任旅游机制十分特别，世界上其它的地区都没有。目前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成员包括海航业者、陆上业者、轮

船公司、旅行社、行政办公室、租借船或飞机的办事处或旅游公司。

夸克船队得奖事迹
夸克邮轮公司年年荣获各奖，并得到世界各方的认可。此外，我们展现对极地区域保护的承诺和奉献，提供最高品
质的服务给我们尊荣的贵宾。

以下为夸克公司近期获奖事迹：

2013 –世界旅行奖：极地探险队世界领先奖
2013 –阿玛德斯暨世界旅游市场旅游经验奖：Blow the Budget
2013 –旅游麦哲伦周奖：探险船海洋钻石号南极之旅符合炭中和计划之环保奖
2013 –旅游麦哲伦周奖：旅游业广告/营销公司奖
2013 –旅游麦哲伦周奖：旅游业营销影音奖
2013 –2013年50个最热门旅游：经布宜诺斯艾利斯往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南极洲：探险家和大帝之旅
2012 –旅游麦哲伦周奖：旅游业营销影音奖
2011 –国家地理旅人(美国)50个人生必游：3项极地之旅：冰岛、格陵兰岛、斯匹兹卑尔根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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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路线图

南极半岛奇航、加拉巴哥群岛、复活节岛

南美南部三大国家公园32天
注：★表入内参观、◎下车观光、未注明：行车经过

DAY
01
北京 洛杉矶Los Angeles（美国）
参考航班 CI008 2350/1925 (11:35)

X X 机上

Hilton Airport Hotel或同级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california/hilton-los-angeles-airport-LAXAHHH/index.html)

今晚带着行李及期待的心，集合于首都机场。准备展开丰富的梦想南极之旅。近午夜时从北京出发，当地时

间晚间抵达洛杉矶，随即接往饭店，调整时差。



DAY
02
洛杉矶 圣萨尔瓦多ElSalvador 瓜亚基尔Guayaquil（厄瓜多）
参考航班 AV523 1305/2005（5:00）& AV593 2037/0042+1（3:05）

饭店内 机场简餐 机上

ORO VERDE GUAYAQUIL或同级

(http://www.oroverdeguayaquil.com/en/)

中午搭机飞往厄瓜多最大城市和主要海港──瓜亚基尔，因位于瓜亚斯河
西岸而得名，1537年西班牙探险家在现址建镇，临太平洋瓜亚基尔湾。

瓜亚基尔是瓜亚斯省首府，也是厄瓜多的工业和渔业中心，抵达后接往

饭店休息。

01
02

01.02 瓜亚基尔





DAY
03
瓜亚基尔 圣克里斯多福岛San Cristobal（加拉巴哥群岛Galapagos） 彼特角Punta Pitt
参考航班 EQ195 0905/0950（1:45）

饭店内

游轮舱房

游轮上 游轮上

班机抵达圣克里斯多博岛，随后搭车前往停泊在港口的游轮「圣塔克鲁兹号」（MV Santa Cruz）。巴克里
索莫雷诺港为厄瓜多加拉巴哥省的首都，位在加拉巴哥群岛东部圣克里斯多巴岛的西南部。人口18,640人
（2001年）。上船后前往舱房安置行李并且用午餐，午餐后进行迎宾及急难演习。下午在圣克里斯多博岛的
东北侧、彼特角登岸。我们所搭乘的小艇在此不会完全靠岸，因此在彼特角将需要少许涉水登岸（WetLanding）。
彼特角是个锥形的凝灰岩侵蚀海角。在此地的步行路线由海滩一路上坡，可欣赏海岸线的壮观景色。这里是
加拉巴哥群岛中，唯一有三种鲣鸟（Booby-没说是哪三种，但可能是蓝脚、红脚和橘嘴蓝脸）共生的栖息地，
同时也有两种类的军舰鸟（Frigate），加上群栖的「加拉巴哥光棍海狮」们（BachelorSeaLion），由于加拉
巴哥海狮的领域特性，一只雄海狮可能配上五～二十多只母海狮，这些没能得到后宫的多余单身汉便会群居
在海边。在步行行程后，若状况允许，有机会在海滩游泳。接着返回船上简报与晚餐。

*本行程可能因为加拉巴哥国家公园的规则修正、气候状况、季节状况或安全考虑，

无事先而通知修改，敬请见谅。



Galapagos Islands

加拉巴哥群岛

世界上第一个被列入UNESCO世界遗产的地点

位于东太平洋赤道上，距离厄瓜多约1100公里由火山所形成的加拉巴哥群岛，因其所
拥有的独特地理环境，而造就了丰富的生物种类。1835年，达尔文搭着小猎犬号来到

加拉巴哥群岛，透过对岛上生物的观察，进而有了「演化论」的概念。邻近于群岛的

海域，也因寒流及暖流的通过，造就了许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此海域中孕育了超过

400种的鱼类，其中50种以上更是当地的特有种鱼类。因丰富且独特的自然生态，加

拉巴哥群岛在1978年时成为第一个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群岛。



龟之岛

加拉巴哥群岛 Galapagos Islands，
原文的含义为「龟之岛」，位于南美

洲厄瓜多（Ecuador）西面六百海浬的
太平洋中，由上百座大小岛屿组成，

1535年3月10日，巴拿马主教多马斯培兰
嘉由巴拿马前往秘鲁时，遇到了连续六

天的无风状态而被海流带到这边，而

这次意外的迷航，就是人类了解加拉巴

哥群岛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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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加拉巴哥群岛 02.加拉巴哥象龟 03.黄莺鸟 04.陆鬣蜥

寂寞乔治

岛上最有名的一只乌龟叫做寂寞乔治。寂寞乔治1972年在平塔岛被发现时就已濒临绝种，之后成为园方乌龟保
育计划的一部分。科学家自1993年就不断尝试为寂寞乔治繁殖后代，让牠与另外2只亚种母龟同住，虽曾下蛋
但都没有受精。寂寞乔治据推估虽然活了100多岁，但晚年时同种伙伴都已死光，因此有了「寂寞」之名。
2012年6月，寂寞乔治在厄瓜多死亡后，不但被列为国家文化遗产，还因为又一物种从地球永远消失而受到全
球哀悼。但厄瓜多加拉巴哥国家公园随后发表声明指出，寂寞乔治根本就不寂寞。至少有17只乌龟和寂寞乔治
的基因相似，其中包括部份可能来自和牠相同的基因。



DAY
04
圣塔菲岛Santa Fe Island 南普拉萨岛South Plaza Island

游轮上 游轮上 游轮上 游轮舱房

早餐后，涉水登岸登上圣塔菲岛，位于圣克鲁兹岛东南的太平洋海
域，面积24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高度259米，岛上无人居住。雪
白的沙岸上住有许多海狮后宫群。强壮的雄海狮互相竞争成为「海
滩主宰」，同时较小的雄海狮伪装成雌性，偷偷摸摸地进行交配行
为。加拉巴哥老鹰在此很常见，会栖息在滨藜属的灌木丛顶端，巨
型的多针梨果仙人掌（Prickly-PearCactus）名符其实，枝干长得
和树干一样， 在午后的散步中，可能会见到本岛特有的陆鬣蜥。以
岸边浮潜和游泳圆满结束本岛充实的经验，返船用午餐。
下午我们将在南北普拉萨之间的水道、岛上翘出的一角登岸（Dry
Landing），一上岸，缤纷的景色便映入眼中，水道间蓝绿色的海
水和雪白沙滩、黝黑的火山岩海岸明艳相映，岩石上长有厚厚的绿
色海菜、遍布着亮橘色的红石蟹（Sally Lightfoot’s Crab）。继
续往岸上前进，地面覆满如地毯般的海马齿（Scarlet Sesuvium）
植被，其上生长了透亮着绿色的多针梨果仙人掌。灰黄色的陆鬣
蜥趴在仙人掌丛下、耐心等待仙人掌的果实落下。在海岸边可再
次见到海狮群，军舰鸟和燕尾贼鸥、鹱鸟，在这小而让人惊艳的
小岛，水鸟随着岩岬间的上升气流滑行玩耍。接着返回船上
简报与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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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1. 多针梨果仙人掌 02.橘脸蓝嘴鲣鸟 03.加拉巴哥沙滩







DAY
05
圣塔克鲁兹Santa Cruz

游轮上 游轮上 游轮上 游轮舱房

早上探访达尔文研究中心，以及大陆龟饲育场，探访包括知名的陆
龟明星「孤独乔治」的子孙、巨型多针梨果仙人掌森林、及多种陆
生鸟的家。此处是科学研究总部、保育区和国家公园管理处。在饭
店享用午餐。午餐后探访圣塔克鲁兹岛高地，参观它们令人印象深
刻的森林，和双峰火山「Los Gemelos」。12月～4月如气候允许，
将安排欣赏野生大陆龟。返船后公布次日巡游计划及晚餐。

DAY
06
西班牙岛Española

游轮上 游轮上 游轮上 游轮舱房

上午登上苏阿雷角，将踏着令人兴奋的火山岩及大卵石地势，前往
探访独特的海鸟群，包括加拉巴哥信天翁（4月～12月）、橘脸蓝嘴
鲣鸟（Nazca Booby）、蓝脚鲣鸟、燕尾贼鸥，还有加拉巴哥知名
的景象「喷水孔」。在多种陆鸟中，西班牙岛反舌鸟、和三种类的
达尔文的雀科鸣鸟是常见重点。并有机会见到红绿黑相间的海鬣
蜥。回船午餐。下午涉水登岸登上白珊瑚海岸，在岸边散步，欣赏
海狮、反舌鸟、雀科鸣鸟、享受海滩风光。此处是绝佳的浮潜点，
或可搭乘玻璃底游船赏景。返回船上简报与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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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多针梨果仙人掌 02.海鬃蜥 03. 信天翁



DAY
07
巴特拉岛Baltra Island 瓜亚基尔 利马Lima（秘鲁）
参考航班 EQ192 1230/1520（1:50）& AV7390 1827/2022（1:55）

饭店内 机上 机上

HOTEL COSTA DEL SOL RAMADA或同级
(http://www.costadelsolperu.com/peru/hotels/lima/)

今天在巴特拉岛下船，接往机场搭机。
经瓜亚基尔抵达秘鲁的首都利马，即前往饭店休息。



03

01. 加拉巴哥群岛 02..蓝脚鲣鸟 03.加拉巴哥海狮

DAY
08
利马Lima 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阿根廷）
参考航班 AV967 1035/1705（4:30）

饭店内 机上 当地风味餐

HOLIDAY INN BUENOS AIRES EZEIZA AIRPORT 或同级

(http://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buenos-aires/bueez/hoteldetail)

今早睡到自然醒，悠闲前往搭机飞至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您可好好放松、
洗刷飞行的疲惫，准备展开行程的第二段壮游──南美南部三大国家公园之旅。

01 02





DAY
09
布宜诺斯艾利斯 巴利洛奇Bariloche
参考航班 AR1692 0700/0920（2:20）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当地风味餐

EDELWEISS HOTEL或同级(http://www.edelweiss.com.ar/)

一早飞往前往小瑞士—巴利洛奇，搭乘★缆椅一览巴利洛奇全
景，欣赏此地绝美的湖滨景致，在20世纪30年代，巴利洛奇的
中心地带筑起了一个以木材和石块为主要建材的阿尔卑斯山风
格小镇，并命名为小瑞士，在往后的数年里发展成为一个观光
景点。夜宿巴利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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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01.02.03. 巴利洛奇 03. 安地斯山脉



DAY
10
巴利洛奇 普吐蒙特Puerto Montt（智利）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中华料理

HOTEL PATAGÓNICO或同级
(http://www.hotelpatagonico.cl/)

今日别出心裁的为您安排水陆交通工具交替使用，由东向西跨越安地斯
山。【特别安排】换乘三趟★游艇及四趟巴士，穿越安地斯群峰间的不
同湖泊一纳辉华佩湖、夫利亚斯湖、诸圣湖、兰奇辉湖。湖内或呈蓝色
泛蓝或碧绿……等不同颜色，傍着白雪皑皑的安地斯连峰，衬托在蔚蓝
之天空下一幕幕诗如画的景色将令您目不暇给永难忘怀。随后抵达普吐
蒙特，夜宿于此。



03
02 04
0501

01.05. 巴利洛奇 02.03.04. 普吐蒙特摊贩

DAY
11
普吐蒙特 亚瑞纳斯角Punta Arenas 纳塔雷斯港

248km(4时45分)
参考航班 H2011 1505/1715（2:10）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当地风味餐

NATALINO HOTEL PATAGONIA或同级
(http://www.hotelnatalino.com/us/)

本日搭机飞往亚瑞纳斯角，随后前往纳塔雷斯港，途经巴塔哥尼亚
的乡村地带，沿着风景优美的麦哲伦海峡，幸运的话您可欣赏到成
群的南美鸵鸟在草原上活动。



DAY
12
纳塔雷斯港
Puerto Natales

百内国家公园
TorresdelPaine NationalPark95km(2时)

当地风味餐饭店内 饭店内套餐

HOTEL RÍO SERRANO或同级
（http://www.hotelrioserrano.cl/）

【特别安排】3天2夜的帕塔哥尼亚「悠美」风情
今日以悠闲缓慢的脚步抵达百内国家公园，过去

前往百内国家公园的行程，通常仅在公园内逗留

一晚便离开。然而这样的安排存在着缺憾：行车

经过帕塔哥尼亚高原需时较长，且离开时会越过

国界、通关时间可长可短难以预估，若只有安排

两天一夜，东扣西扣，又剩下多少时间可玩呢？

特别远走地球另一端，却无法尽览百内国家公园

充满高原、山峦、冰河、瀑布、特色动植物之美，

未免可惜。因此近代领先市场，于2015首创百内
国家公园安排3天2夜的乐活深游。您可彻底融入
震摄人心的大自然造物之中，结合「悠闲」情绪

并且亲见「美景」。实际于现场体验所获得的感

动，远远超越笔墨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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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1.栗色羊驼 02.大瀑布

03.前往格雷冰河





DAY
13
百内国家公园Torres del Paine National Park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饭店内套餐

HOTEL RÍO SERRANO或同级
（http://www.hotelrioserrano.cl/）

今天我们将悠闲体验智利最有名的百内国家公园，

参观◎北中南百内峰、◎格雷冰河（Grey Lagoon）、

◎若丹湖（Nordenskjold）、◎大瀑布、★米罗东大

洞穴（Cueva Del Milodon），景色优美宜人，欣赏

真正自然景观的美丽。总共3天2夜的行程，拥有更

充分的时间于国家公园内细细品味其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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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01.若丹湖 02.美洲鸵鸟 03.百内国家公园 04.米罗东大洞穴





DAY
14
百内国家公园 艾尔卡拉发提ElCalafate（阿根廷）

360km(5时30分)

精致餐盒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HOTEL KAU YATÚN或同级（http://www.kauyatun.com/）

早餐后离开百内国家公园，沿途路旁长满了各式各样撩人的花朵，辽阔的
原野，蓊蓊郁郁的森林，若是幸运的话，即可看见可爱的栗色羊驼，牠们
和南美其它地方的骆马不一样，并不怎么怕人，所以若您幸运地看见牠，
千万不要忘记要留下牠们可爱的特写镜头哦！置身于世上最偏远原始的荒
野中，那种全身解放的感觉，的确令人依恋不舍。随后驱车前往艾尔卡拉
发提，「冰河的首都」，参观★观景台，从正面眺望世界最大的流动冰河
一摩瑞诺（MorenoGlacier），感受摄魄迷人的美，而岸边特有的植
被，如地衣、桂柏及火灌木等令人感受生命的伟大，经年累月之后，造成
一世界最大的流动冰河。夜宿艾尔卡拉发提。

*贴心小提醒: 今日拉车时间较长，敬请跟随领队指示进行行程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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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1.02. 栗色羊驼

03. 摩瑞诺



DAY
15
艾尔卡拉发提ElCalafate（阿根廷）

饭店内 船上享用精致餐盒 当地风味餐

HOTEL KAU YATÚN或同级
（http://www.kauyatun.com/）

今日前往游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1年宣布为人
类共同资产的★大冰川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 Las
Glaciares（UNESCO 1981）。安地斯山脉的积雪，
经年累月形成巍然耸立冰河，其缓慢流动所造成的冰
壁碎裂巨响，显示出造物者的伟大及奥妙。今日我们
将【特别安排】★搭乘「冰河快艇」，展开全日冰河
探索，欣赏世界著名的冰河群，航程中您将有机会见
到 三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冰 河 ： 首 先 是 「 乌 普 莎
拉
（Upsala Glacier）」湖面漂流着庞大浮冰有各种形
状，在阳光照射下展现出不可思议的透蓝色泽，其中
尤以状似钟乳石形状的冰壁最为壮观，彷佛奇幻小说
中的地貌。

再来是「欧涅利（Onelli Glacier）」，特点是从冰壁
上所崩落、各种大小的冰块散落于湖面，和南极半岛

彼特曼岛的「浮冰广场」（Iceburg Plaza）有异曲
同工之妙。还有另一个是「斯贝嘉基尼（Spegazzini
Glacier）」，这万年冰河从山谷瀑泻而下，面积约
595平方公里，正面的约70公尺高，宽度则约长达6
公里，是在此区域气势最为磅礡的冰河。透过乘船行
程，我们可近距离欣赏这浑然天成的艺术巨作，也将
有机会听闻罕见的「冰崩」声响。

领队贴心小提醒：本日为全日行程，并且将穿梭于
冰川间，请务必穿着极度保暖的冬季衣物，包括帽
子、手套、围巾等配件。冰河快艇的巡游路线，当
地冰河快艇公司依当日气候状况，可能有所调整，
以现场为准，敬请见谅。



DAY
16
艾尔卡拉发提 乌苏怀亚Ushuaia
参考航班 AR1870 1405/1520（1:15）

机上 机场简餐 当地风味餐

船公司安排

本日搭机飞往阿根廷火地岛省的首府-乌苏怀亚。乌苏怀亚位于
南纬55度左右，阿根廷火地岛省的首府，位于火地岛南岸，座
落在群山环抱之中，远眺毕哥水道（Beagle channel），被认
为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全城的居民约为60,000人。一条以阿
根廷国父沙马丁为名的石板路，贯穿乌苏怀亚市中心，街道两
旁有很多专做观光客生意的礼品店、百货店、餐厅和贩卖当地
加工区生产的免税电器商品店。抵达后专车前往享用晚餐，
随后前往饭店休息，为明日的南行之路而准备。



01 02 03

01. 乌苏怀亚 02.毕哥水道 03.世界的尽头火车

DAY
17
乌苏怀亚Ushuaia

机上 当地风味餐 当地风味餐

船公司安排

乌苏怀亚号称世界最南端的城市，因此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Findel
Mundo」的告示牌，宣示它是世界的尽头。我们在美洲3号公路的终
点 处 也 看 到 从 阿 拉 斯 加 到 乌 苏 怀 亚 共 1 7 , 8 4 8 公 里 的
告 示
牌，此处也是自行车爱好者从地球最北端骑到最南端的朝圣地。早餐
后，我们驱车来到★火地岛国家公园（Tierra Zdel Fuego National
Park），火地岛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南端的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南部的
一个自然保护区，雪峰、湖泊、山脉、森林点缀其间，极地风光无
限，景色迷人，到处充满着奇妙色彩。火地岛国家公园里，还保有
小火车和火车站，是过去犯人伐木时运输用的，现在成了世界最南端
的观光火车站了。【特别安排】搭乘★世界的尽头火车（Tren Del Fin
Del Mun do），循着百年前同样的轨道，展开历史与景观飨宴之旅，
途经◎玛卡莲娜瀑布（MacarenaWaterfalls）。





DAY
18
[ 下午登船 傍晚离岸 ]
乌苏怀亚Ushuaia

饭店内 当地风味餐 船上餐厅 海钻石号

今早安排自由活动，中午返回饭店集合后，我们将前往
港边，搭上等待着贵宾的海钻石号。探险船于傍晚时分
迎着夕阳，缓缓航经美丽壮观的毕哥水道（Beagle
Channel）展开南极奇航之旅。

DAY
19-20
德瑞克海峡巡航
Drake Passage

南雪特兰岛
South Shetland Island

船上餐厅 船上餐厅 船上餐厅 海钻石号

今日乘风破浪，朝南航行。通过位于南美洲大陆及南极半
岛间著名水道德瑞克海峡（Drake Passage）。南航约六
百海浬，将逐渐发现浮冰、冰山及海鸟、鲸鱼。德瑞克海
峡海洋生物资源丰富，船上特聘专家学者们也分别举办讲
座，介绍南极的生态环境，包括各种生长在南极奇特的鸟
类、海洋生物等等。接近南极幅合带附近时，冷热水在此
交汇，形成一片水雾，空气中也逐渐嗅出一股具有南极特
有的清新冷空气味道，每一个人都精神一 振，并期盼着
即将看到的南极特殊景观。

*贴心提醒：横渡德瑞克海峡为著名西风带，气候多变、
风浪较大，请准备晕船药提前服用（药品类请洽询家
庭医师自行购买，近代恕不提供，敬请见谅。）

01
02 03

01. 海钻石号 02.03. 南极海上



穿越德瑞克海峡！

克服前往南极最大的挑战

对于大多数来圆梦的旅人来说，真正的南极之旅都是
从西风带开始的，没经过西风带的人，没资格说自己
不会晕船的。西风带环绕着南极大陆，是前往南极的
必经之地。大约从南纬40度以南到南纬60度，终年盛
行5~6级的西向风和4~5公尺高的涌浪。特别是在南
纬45度~58度的纬带上，在这里，太平洋、大西洋、
印度洋三洋交会，由于没有大陆的阻隔，它们共同形
成 了 环 绕 南 极 的 南 大 洋 。 又 由 于 地 球 自
转
的结果，这一区域便刮起西风，西风顺着地球绕了一
圈而没有任何障碍，于是愈刮愈快，愈吹愈烈。

同时，南印度洋的暖气流洋流遇到南极的冷气流洋
流，加剧风浪的旋转，极易形成气旋，所以常常是
一个气旋未完，另一个气旋又起，综合作用下，这

01 02

01.海钻石号 02.德雷克海峡里就形成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大风浪区了。每个月
平均都可达7~10天的七级以上大风天气，因此有
「咆啸西风带」、「魔鬼西风带」的称号。

快速、平稳，是南极之旅的舒适关键――特选海钻石的理由

正因来回德瑞克海峡的路途如此艰辛，几乎没有旅客能够不吃晕船药而平静度过这部分，「船速」
也是挑选南极船只的重要考虑之一。「海钻石号」即是航速能高达15.5节的快速游轮之一，大部分
的船只单程穿越德瑞克海峡需花上不少于两天，但海钻石号最快只需用到一天半，少掉约12小时的
船上颠簸，只要曾经造访南极的旅客皆知道其差异。若是去程就已经晕船晕得七荤八素，接下来几
天恐怕也很难开开心心玩下去了。另外海钻石的尾舵（Rudder）设计也跟一般船只不同，普通船
只的尾舵就像一般的鱼尾，偏向垂直的构造用以控制船行方向，在风浪较大时对船身平衡帮助不
大；然而海钻石号的尾舵就像鲸鱼或海豚的尾巴一样、由两片倾斜的水平舵片构成，随船只摆动幅
度可协助船身维持稳定，让船上旅客少忍受许多晃动之苦。



名作家马克吐温，曾以幽默但犀利的口调形容德瑞克海峡：

开始，晕船实在太难受了，你害怕你会死掉。
后来，晕船实在太难受了，你害怕你死不了。

Drake Pa ssage



南雪特兰群岛
在1819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Smith）发现此一岛群，他在航海日志中叙述此地为覆盖在冰雪
之下的一片荒地。到处有大群海豹。岛群中「半月岛」或「活石岛」，岛上有企鹅筑巢群栖，包括帽带企鹅

（Chinstrap Penguin），绅士企鹅（Gentoo Penguin，又称金图）及比较罕见的长冠企鹅（Macaroni Penguin）。此
外还有巨海燕、蓝眼鸬鴜、海鸥…等，在海空中盘悬飞翔它们并多在悬崖峭壁上筑巢。南极唯有的二种植物
苔藓、地衣类，也在岛上利用短暂的夏季期间茂盛地成长。

图雷特角Turret Point
奇幻岛-捕鲸人湾的佛斯特港Port Forster, Whalers Bay, Deception Island
此地为南极洲的心脏地带，形状酷似马蹄，为一火山岛屿，最近一次爆发在1969年，迫使英国及智利科研站
关闭，目前仍然遗留部份遗迹，包括二十世纪初期时用以提炼鲸油的锅炉。此岛在1930年代还是主要捕鲸基地，
遗留许多当时的捕鲸工厂设备。最新奇的是地热温泉，激起许多在南极冰泳的爱好者齐叹奇妙无比！可在冷冽的空

气中嗅到温泉的味道。在此我们将计划搭乘黄道号，从海上直接驶进火山湖风大而狭窄的入口──别称「海神的风
箱」（Neptune ’sBellows），随船的地质专家会再次大显身手，为您解说此区域独特的火山地貌，而历史专家
也会详述奇幻岛的捕鲸历史。

洋基港Yankee Harbour
位在格林威治岛（Greenwich）西南端，可见大量金图企鹅栖息。这里可见到被废弃的阿根廷籍避难小屋、以及大
片冰河沿着东岸到北岸延展，被废置的捕猎海豹工具让人不禁神游至过去、人们来到此地企图致富的年代。

企鹅岛Penguin Island
南极有两种开花植物：南极发草（Deschampsiaantarctica）和南极漆姑草（Colobanthusquitensis），在企鹅岛上
便能发现这两种植物的芳踪。帽带企鹅、皮毛海豹、南象海豹会来到这岛上交配。

摆锤拱Pendulum Cove
在1829年由英国籍探险者命名。沿着海岸线，可发现地热泉的踪迹，因为滚烫的热水，可以会见到黄色海藻和煮熟
的磷虾（Krill）浮在水面！

特莱丰湾Telefon Bay
在奇幻岛上大部分的近期火山活动都在此区域发生！



DAY
21-24
南雪特兰岛 南极半岛巡航
South Shetland Island Antarctic Peninsula

船上餐厅 船上餐厅 船上餐厅 海钻石号

接连的4-5天左右，我们将寻幽访胜，巡航于这一海生物繁
盛，冰河冰山四处环绕，人文历史史迹充裕及奇观美景处
处可见的白色大地。我们将在南极欢渡。船上将准备大餐
及庆祝活动。根据当地的天候状况，我们预定由以下区域
中挑选出最适当地区前往，以下为可能造访之精采景点：

汉纳角Hannah Point
位在李文斯顿岛的南岸，长冠企鹅

（Macaroni）、帽带企鹅和金图企
鹅在此栖息。由于此地在企鹅筑巢

时是个较封闭的区域，仅能在约

一月上、中旬之后造访。

爱秋群岛Aitcho Island
由一组小型岛屿组成，部分依然无名，位在英吉利海峡（English
Strait）的北端。这里有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尤以帽带企鹅和金图
企鹅建立了庞大的领地。南象海豹和毛皮海豹也群居于此。

图雷特角Turret Point
座落于乔治王岛的南岸，栖息着帽带企鹅、阿德雷企鹅，海岸

边也可发现威德尔海豹（WeddellSeal）及象海豹（Elephant
Seal）。

贝利角Baily Head
又称兰秋角（Rancho Point）。
位于奇幻岛的东南岸，拥有崎岖的

岩石地形。帽带企鹅大量群居在坡

地上，提供绝佳的拍照素材！

半月岛Half Moon Island
半月岛是介于李文斯顿岛（Livingston）及格林威治岛（Green-
wich）的一个岛屿，位于月湾（MoonBay）中，全岛2公里长，形
状似新月而得名，此岛为多达3,300对的帽带企鹅（Chinstrap）
的栖息地；另外您亦可在此观赏到南极燕鸥（AntarcticaTerns）、
藻鸥（Kelpgulls）、威尔森海燕（Wilson’sStorm-Petrels）及蓝
眼鸬鹚。海狗有时会在岸边休憩，有时跟随在其身边的为威德尔海

豹（WeddellSeal）及象海豹（ElephantSeal）。

罗伯角Robert Point
这里是绝佳的黄道号小艇巡航之处，

远溯至1820，这里以猎海豹闻名。
现在则是帽带企鹅、黑背鸥和南美鸭

嘴鲶（Pintado）的繁殖地。当黄道
号小艇巡航时，或可窥见鲸群出没！



Antarctic Peninsula

南极半岛

尼克港Neko Harbour 彼特曼岛Petermann Island
位于南极半岛入口的尼克港，映入眼中的是在一片莹白

色冰雪世界中出现的黑色火山岩海滩、巨型冰川边缘，

强烈对比令人惊艳不已。这里过去曾是捕鲸基地，

被遗下的鲸鱼骨架，现已成为金图企鹅躲避风雪的庇

护所！

以德国极地探险家奥古斯‧彼德曼（AugustPeter-
Mann）命名，首次被发现于1873-1874年间的彼德
曼岛，拥有丰富特殊的地理特征。在这里拥有特殊的

冰川磨片（GlacialPolish）和冰蚀凹槽（Glacial-
Groove）地质奇景。登岸的时候，可见到群栖的阿

德利企鹅、金图企鹅和蓝眼鸬鹚。在1909年著名探
险家查寇特（Jean Baptiate Charcot）搭乘朴坤巴斯
号在此岛上过冬。附近有一宽阔水面，因风向、洋流

关系，常聚集了数百座的浮冰，大小、形状各异，十

分壮观，我们称此为浮冰广场（Iceberg Plaza）。

塔巴林半岛-
布朗海崖Brown Bluff, Tabarin Peninsula
高约745公尺、由冰雪覆盖的赭红色火山岩、平坦的
顶端、陡峭的崖壁，布朗海崖的明显特征令人一眼难

忘。海崖附近是阿德利企鹅、金图企鹅繁殖地，在这

一带也能眺望飞舞的雪海燕（All-White Snow Petrel）
和贼鸥（Skuas）。威氏海豹（Weddell seal）在此慵
懒享受日光浴。运气好的话，可能会见到阿德利企鹅

纵身跃入浪中的姿态。

企业岛Enterprise Island
位于以荷兰皇后命名的威米娜湾（Wilhelmina Bay）
也曾用以捕鲸。可搭乘黄道号绕航、经过搁浅的捕鲸

船遗迹。

丹柯岛Danco Island 美尔基尔群岛Melchior Islands
这是一组座落在达尔曼湾（Dallmann Bay）的群岛，
在此可见雄性毛皮海豹（FurSeal）在繁殖季节聚集在
海滩上、为了争夺领导权互相争斗！

这个仅1.6km长的小岛是金图企鹅的家，我们可探访
前英国科研站留下来的小屋，欣赏白鞘嘴鸥、黑背鸥

或蓝眼鸬鹚等海鸟。

01 02 03 04

01. 威德尔海豹 02. 阿德利企鹅 03. 帽带企鹅 04. 绅士企
鹅



保莱特岛Paulet Island 高迪尔岛-
还没登上保莱特岛，遍布全岛的阿德利企鹅景象之壮

观，已令人惊叹连连！大约有8~9万只阿德利企鹅在
此生活及繁殖，可说是惊人庞大的企鹅族群。在附近

的小丘上则住着另一大群「居民」──蓝眼鸬鹚（
Blue-EyedShag）。其它常见鸟类包括黑背鸥（Kelp
Gull）、会偷小企鹅的食物甚至偷吃企鹅蛋的白鞘嘴
鸥（snowy sheathbill）、足长海燕等。您的随船专家
将为您讲述瑞典极地探险家、奥图‧诺登社尔德（Otto
Nordenskjord）和他的团队于1912年在岛上过冬的故
事，他们当时住的小屋遗迹仍然留在岛上。如时间允

许，黄道号将带着您前往参观罕见的蓝色冰山、火山

湖、还有在浮冰上安适筑巢的阿德利企鹅群。

洛克瑞港Port Lockroy, Goudier Island
洛克瑞港是英国研究站的旧址，目前已改装成博物

馆，登陆后远远即可听见金图企鹅和白鞘嘴鸥的招牌

叫声迎接您，您更可由世界最南端的邮局寄张明信片

给亲友、或寄回家给自己当作独一无二的纪念。乘坐

黄道号的途中，或可瞥见一两条鲸鱼的踪影。高迪尔

是个多岩石的半岛，有着崎岖不平的山隅与沙滩。绅

士企鹅、海鸥、蓝眼鸬鹚在此大大小小砾石所环绕之

处栖息。威德尔海豹（WeddellSeal）有时会在艾利
斯湾（AliceCreek）的岸边休憩，旁还有着散落的鲸
鱼骨喔！

南极半岛-
天堂岛Paradise Island, Antarctica peninsula
由于壮丽的山景、冰河和冰山而得名，在尚未登岸

前，便可从游轮上见到阿根廷属的布朗研究站，在此

您正式踏上南极半岛的土地。由随船专家带领、搭乘

黄道号的途中可能会和在浮冰上小歇的锯齿海豹

（CrabeaterSeal）擦身而过。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再
次见到小须鲸！

达莫角Damoy Point
如果从北边进入洛克瑞港，就有机会经过此处。

埃雷拉海峡-
库佛维尔岛Cuverville Island, Errera Channel
库佛维尔岛仅一平方公里大，是个无人岛，大型的裸

岩地形提供金图企鹅绝佳的栖息地。可瞥见雪海燕及

花斑鹱（PintadoPetrel）芳踪，足长海燕（Wilson’s
Storm Petrel，又称风暴海燕）则栖息在较高的碎石坡
地。小艇航行时有机会看见威氏海豹和皮毛海豹。

利马水道Lemaire Channel
驶经著名狭窄（仅11km）的利马水道，二岸几乎像是

紧靠着船身滑过，除景色壮观美丽

之外，还可以在附近浮冰上看

到许多海狗栖息于冰上。

小艇角Waterboat Point
这是个独特的地点──当退潮时，它会连接到南极大陆
本土。涨潮时，黄道号小艇才能探索此区域，有两位

研究企鹅的生物学家在1921-22年间，曾在此地驻
营、住在小艇上。他们的旧营地被留下作为南极历史

纪念景点。



达人领队

南极经验分享
至尊专属的南极达人领队，对南极行程赞
不绝口！我们可由她亲述的旅游见闻中，
窥见南极鲜活风景一二。

喜欢享受南极日光浴的--
【食蟹海豹】Crabeater Seal（又称锯齿海豹）

第一次在南极看到海豹，总是让人心生畏惧；眼露凶
光的杀气，与张大嘴巴的尖牙利齿，让我们不敢靠
近，即使牠们总是庸懒地躺在雪地上，远远看过去像
是一颗石头。但专家说，不要以为食蟹海豹在陆上看
似笨拙，在冰上，牠们可以高达时速25公里滑动；当
然，到了海里更是水中蛟龙挥洒自如了。
不过，能在南极看到各种海豹的行踪，还是非常令人
兴奋的。搭着橡皮艇在布满浮冰的海域巡游，探险队
员远远地看到一只食蟹海豹，于是放慢速度、降低音
量、试图靠近，总是喜欢单独行动的食蟹海豹就恣意
地躺在一愧浮冰上，大剌剌地享受起南极的日光浴，
看了我们好羡慕。我想，也只有牠那厚厚的脂肪毛皮
才有办法独享这般奢华享受！

虽然叫做食蟹海豹，但其实牠不吃螃蟹、主食是磷虾哦！

01
02
03
01. 船上通行证 02.海钻石号房卡 03.来自南极的明信片



原来在南极的另一项活动是「赏鸟」。南极的鸟完全
不怕人，或许是因为牠们很少有机会看到人类，而且
也没有猎人拿枪射杀，经验法则告诉牠们，这些长得
跟牠们不一样的生物，完全没有威胁性，也因为这
样，使得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牠们；所以在南极赏
鸟，完全不需要配带高倍数望远镜，就连我们站在牠
们旁边，牠们依旧视若无睹，也不飞走。
第一次看到「蓝眼鸬鴜」，牠巨大的身体，着实让我
吓了一跳，或许是因为太近的关系，想不到南极的鸟
这么大一只。弹珠大小的眼睛四周有一圈蓝色羽毛，
因此取名「蓝眼」鸬鴜；牠们有油脂保护的防水羽
毛，让牠们像鱼鹰一样，能潜水25-50米的深处
抓鱼。返岸后，最喜欢在岸边的石头利用阳光晒干羽
毛，牠们亦会俩俩互相为对方整理羽毛，逗趣可爱的
模样，让我们谋杀不少内存，喀喳喀喳闪光灯
四起，像足了星光大道的大明星。

收到南极的【英国科学站】
Port Lockroy来的明信片!不期而遇【蓝眼鸬 鴜】Blue-Eyed Shag

住在英国科学站里的两位女性研究员突然上船为我们
介绍该科学站，着实让我们都吓了一跳，这里天寒地
冻，除了冷冽的南极风与覆盖满冰雪的小岛外，只剩
下企鹅陪伴，竟然真的有人住在这小屋，让我们不得
不佩服他们对保护地球研究、奉献青春时光、远离家
人忍受寂寞的伟大精神致敬。简单的科学站小屋，却
一应具全，重要的是，它拥有南极唯一的商店，里面
纪念商品淋廊满目，满足我们唯一一次「可以花钱」
的购物乐趣；在这里还可以寄一张来自南极的明信
片，为这一趟南极之旅留下永恒的美好回忆！

由于每日停靠点会因当时的海象而定，停点及顺序仅
供参考，敬请理解。

01 02 03

01. 食蟹海豹 02.蓝眼鸬鴜 03.英国科学站



井井有条的雪地交通

企鹅公路

在南极游览时，您可能有机会见到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景观，叫做企鹅公路（Penguin
Highway）。这可不是由人力造成的保育景观，而是源于企鹅的奇妙天性。当牠们成群

在雪地行走时，并非成群结队到处趴趴乱走，反而会一只接着一只、摇摇摆摆地沿着同

样的路径前进，在皎白雪原上形成明显的步道。后来跟上的企鹅们也不会脱队，就这样

乖乖跟着前「鹅」开出的路线前进，偶尔才有一两只调皮企鹅另辟新道。若有不只一条

公路可供选择，企鹅们还会在十字路口考虑一下，然后选择其中一条继续走。这特别的

行为模式总是令观者大呼可爱。根据近代过去前往南极的经验，若是有人类不识相

（不小心）挡在牠们的公路中间，还会被牠们嘎嘎地教训呢！



最佳南极旅游时间

前往南极最理想的月份，为每年的11月~3月，也就是南极的
夏季。因为温度相对较高，海面的冰层部分融化而较薄，利于
船只航行。

另外这段时间，也是欣赏企鹅生态最理想的季节。

11月-12月初：企鹅交配生蛋季。此季节的企鹅会在岸上筑巢，需
前往滨海地区捕食再回巢，此时积雪尚未完全融化，企鹅来回行
走后便在雪地上留下痕迹，动物的天性让牠们跟随前面的步伐行
走，因此形成天然的道路，人们将此奇景称之为「企鹅公路」。

12月-2月：企鹅孵化季。十二月中后，小企鹅陆续破壳而出，
企鹅父母忙着喂食，爸妈带小企鹅的温馨画面随处可见。

2月中-3月：企鹅换毛季。二月中后小企鹅长大开始离开父母
前往海上觅食，也是一年一度的换毛期，可在岸边目睹成群的
企鹅们。三月中后，新毛逐渐长齐，南极也准备进入冬季，企
鹅们陆续离开陆地前往大海中。



DAY
25-26
德瑞克海峡巡航

船上餐厅 船上餐厅 船上餐厅 海钻石号

今日开始返北航行，经德瑞克海峡，缓缓向乌苏怀亚推进，
每个人收拾行李，满载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返航。



01. 乌苏怀亚 02. 海钻石巡航

DAY
27
乌苏怀亚 布宜诺斯艾利斯 圣地亚哥Santiago（智利）
参考航班 AR1853 1405/1733（4:50） & LA442 2015/2240（2:25）

船上餐厅 机场简餐 机场简餐

HOLIDAY INN EXPRESS SANTIAGO或同级

（http://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tiago/sclex/hoteldetail）

缓缓航经美丽壮观的毕哥水道（Beagle Channel），预计在上午时分
返抵乌苏怀亚，早餐后下船，随即专车接往机场搭机经布宜诺斯艾利
斯转机后，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抵达后安排机场饭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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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8
圣地亚哥 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
参考航班 LA841 1030/1405（5:35）

饭店内 机上 饭店内

IORANA HOTEL或同级

（http://www.ioranahotel.com/）

【特别安排】「仰望星空」寻秘

本日飞往智利外海的复活节岛，展开岛上精彩的摩艾像寻秘之旅。
复活节岛在西班牙语的拼法为Isla De Pascua，和英文的Easter Island
同义，当地语则为「RAPANUI」。传说在复活节岛文化的Moai（摩
艾时期），岛上的玻里尼西亚后裔对宇宙产生了兴趣。这半日的行程
中，将由专人为您介绍岛民的宇宙观，参观重要的「Ahu」（祭坛）
和「Moai」（雕像）如何提供巨石阵的证明、以及在星象学上的
呈现。我们将前往复活节岛中部的三大遗迹：由学者威廉莫洛伊（Dr.
WilliamMulloy）主导整修过的最后的祭坛之一 ◎ Ahu Huri A Uren
ga，据信此祭坛就像英国巨石阵一样，是依照日照的位置排列；知名
的 ◎ 七勇士Ahu Akivi，据说于公元前1460年代便已存在；还有◎ Ahu
VaiTeka，同样从公元前就存在，除了祭坛之外，在此处也发现洞穴与
水源，被相信古代曾有原住民在此生活。另外前往参观◎Puna
Pau，富含铁质的质地使这些火山岩有别于岛上其它的火山岩，呈现
出赭红的色彩，质地较轻，岛民能轻易运用这种石材做雕塑、成为
摩艾像头上的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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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03. 摩艾像



DAY
29
复活节岛 圣地亚哥

参考航班 LA842 1540/2225（4:45）

饭店内 当地野餐 机上

HOLIDAY INN EXPRESS SANTIAGO或同级

（http://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santiago/sclex/hoteldetail）

【特别安排】「鸟人寻奇」之旅

我们进行的是复活节岛的传奇「鸟人」文化寻奇。根据历史纪录，
在古老的摩艾时代结束、祭坛信仰丧失之后，另一波新的传承崛
起，即是一年一度的「鸟人竞赛」，以及因此而推举出的统治者制
度。参加竞赛的统治者候补，是由祭司透过预知梦选出，然后这位
候补会指名一位岛上勇士「Hopu」进行任务，勇士必须游至离岛
Motu Nui去取得当季的第一颗乌领燕鸥蛋（Sooty Tern，当地称为
ManuTara），再游回本岛、攀上RanoKau火山并返回壁崖上的
Orongo村落。这是一场仰赖体能与意志的危险比赛，勇士途中可能
会遭鲨鱼吞噬、海中灭顶、或者摔落悬崖，可说是步步惊心，非常
人可胜任，因此也考验候补者择人善用的判断力。成功带回鸟蛋的
勇士，会将蛋献给赞助他的统治者候补，而这位候补将可获得岛上
一年的统治权。这项传统在基督教约1860年代传入岛上后受到压
抑，如今已失轶。我们将会走访壮观的Rano Kau火山，这是复活节
岛上最主要的火山，有三个主火山口、和70多个次要喷火口，生成
时间约为2千5百万年前，高310公尺、火山口湖直径有1.6公里，水
深达11公尺，内侧坡地种植着葡萄、香蕉、「Totora」芦苇，土壤
相当肥沃。探访过去举行仪式的Orongo村落遗迹，座落在火山绝壁
上，由专人为您解说鸟人文化、并欣赏村中残留的石刻。另外前往
Ana Kai Tangata海滨石洞，壁面上岩画使用岛上的矿物性颜料，绘
制了关于乌领燕鸥的岩画，也是鸟人文化的另一个见证。午后飞返
圣地亚哥，于晚间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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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0-32
圣地亚哥 利马 洛杉矶（美国） 北京

参考航班 LA634 0915/1105（3:50） & LA2604 1240/1840（9:00）

CI007 2305/0550+2（14:45）

饭店内

机上

机上 机上

一早前往机场搭机，经秘鲁首都-利马、随即转机飞返美国-洛杉矶，抵达洛杉
矶后稍作休息，于午夜前飞往北京，因时差关系，在穿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后，于后
日清晨抵达温暖的家，带着满满回忆，结束此趟南极半岛、加拉巴哥群岛、南
美三大国家公园及复活节岛的豪华奇航之旅。

※ 效期六个月以上护照正本

※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份
※ 六个月内拍摄二吋白底彩色照片2张或电子文件
※ 近一个月内英文财力证明1份（20万元以上）
※ 订金 80,000（若选择搭乘商务舱，须另加收差额）
※ 住家住址、电话

※ 有无特殊餐食、房型、座位要求

※ 以上航程为预订计划，各种数据仅供参考。

船长及探险领队有权视天候及冰区状况做必要调整，

以确保旅客及船舶航行安全。

※ 所有旅客及人员，同意应依照本公司规定及按船方订位条款参加此

行程活动。

中文翻译数据仅供参考方便，所有详细数据应以船方公布的为准。

【在参观内容不变原则下，本公司可依实际订房及机位情况，在先后

顺序上有调整，请以说明会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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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阿德利企鹅 02.加拉巴哥群岛 03. 摩艾像

参团应备资料





南极旅游须知
为了保护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游轮公司呼吁所有前往南极旅游的贵宾，请务必认知自身的环境维护责任。
需特别注意事项列举如下：

总论

1.
2.
3.
4.
5.

请勿移动或带走当地任何东西──请不要顺手带回「天然土产」。
请勿为了嬉戏堆栈石块、或者制造类似的人工结构。
请勿在岸上或水中留下任何东西。
请将垃圾丢弃于指定处。
请尊重同行的旅客，勿遮蔽他人视线、或占据良好观景点。交谈时请放轻音量，
享受大自然的声响，声音，也是赏景经验重要的一环。

6. 请以身作则，共同经营良好的南极旅游经验，以及自然生态。

观赏野生动物时

1.
2.
3.

请使用望远镜，从远处观赏。
若野生动物看起来受到惊扰，请离开现场。
若野生动物靠近您，请慢慢退后，维持安全距离（一公尺或以上）。

*如遇具攻击性野生动物靠近（如海豹）则不在此限，正确处理的详细方式，请询问船上生物专家。
4.
5.
6.
7.
8.
9.

请勿喂食。
请勿触摸。
请勿骚扰逗弄。
请勿置身在成兽和牠们的幼兽之间。
请勿包围动物，请留有让牠们离开现场的空间。
遵循专业导览人员指引的游览路线。

10. 请跟着导览人员成群行动。

大自然方面

1.
2.
当您见到某个自然景观时它是什么样子，就请让它维持那个样子。
请留在已为游客设计好的参观路径上，请勿自辟参观路线。

文化方面

1.
2.
3.
4.
5.
6.
7.
8.

请动眼不动手──不要触碰任何古物。
请尊重当地人和原住民的习惯和意愿──请记得我们只是游客。
建议学习一些基本的当地语言，像是你好、请、谢谢。
如果没有取得对方同意，请勿闯入私人区域。
如果想送礼物，请先和随行的导览专员讨论。
请勿鼓励乞讨行为、勿给予金钱，若您想做慈善捐赠，请先和随行的导览专员讨论。
请遵循当地的习惯给予小费。
若您想支持当地人，请购买在地产品和手工艺品。请勿购买珊瑚类、贝壳或其它海洋采取土产，
因为这会鼓励滥收、进而破坏自然环境。



潜水/游泳/浮潜
1.
2.
3.
4.

请勿触碰珊瑚、珊瑚礁或其它海洋生物──包括注意潜水装备和蛙鞋的接触。
请勿坐或站在珊瑚和珊瑚礁上。
在踏水、划水时请勿搅动到海沙。
请勿喂食鱼类。

摄影

1.
2.
3.
4.

拍摄野生动物时请放轻动作，维持安静。
保持距离，请多利用相机的镜头拉近功能。
请勿为了让画面生动而惊扰动物。
若想拍摄人像、他们的住宅或活动，请务必事先询问。

海关检疫方面

1.
2.
3.
4.

登船前请注意您的鞋子已清理干净，没有残留的外来泥土或种子。
请确认您的衣服没有泥土、种子或昆虫，尤其在衣领间、口袋、缝线和魔鬼毡上。
同样请确认行李和装备没有泥土或种子。包括助行手杖、滑雪杖、相机脚架等。
打包前请先清空行李箱或包包，检查里面有没有泥土、种子或昆虫。

夸客公司(Quark Expeditions)取消旅行退费规定
团体出发前 180 天以上取消旅游者，团费可全额退费，但船公司需收取手续费USD 750
团体出发前 179 天至 90 天取消旅游者，收取费用：没收全额订金
团体出发前 89 天或 以内 取消旅游者，收取 全额 费用
备注
1、以上报价包含：机场税、兵险、领队小费、船舱小费、美国签证费
2、以上费用不含：个人购物花费、饭店床头小费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

「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