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地假期】~卓越領航~ 

發現世界的盡頭 南極冰山景緻遊 16 天 
冰山、南極半島、企鵝 

❖行程特色❖ 

幾個世紀以來，南極洲這片神奇之地，一直令無數探險家內心振奮，魂牽夢繞。這將是一次探險之

旅，這又將是一次難忘之旅，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壯麗的荒野風光，一定會為旅人留下難忘的

美好回憶。大自然是那裡的主宰者，而她那變化莫測的性情會讓每一次旅程都變得獨一無二、令人

興奮和充滿期待。 

想像一下，乘坐著登陸艇穿行在冰區中，吱嘎作響的冰塊如碎玻璃般閃閃發光。旅人可以觀看企鵝

築巢或穿越迷宮般的冰山群，形狀各異的冰山敘述著自己在海上漂流的經歷。我們將造訪南極著名

的登陸點，興奮激動的探險之旅將成為旅人永生難忘的記憶。 

 

※活動安排豐富，配備登陸小艇作業，突破地域性限制，前往一般團隊無法到達的地區。 

※飽覽冰區航行，在浮冰中穿梭的奇特景象，將畢生難忘。 

※探訪各國科研站及探險家昔日遺址，緬懷人類在南極地區的奮鬥史。 

※特聘專家學者隨船講解，說明南極地理、天候狀況及極地野生動植物之生態、生活方式，及環境

變化對人類未來的影響等。 

 

 



《船隻介紹》宏迪號 OCEANWIDE M/V HONDIUS 

M/V Hondius 共有 82 間客艙，可提供 176 名乘客高品質的住宿，其中擁有一間宏迪號套房（35

平方米）；六間帶陽台的豪華套房（27 平方米），八間小型套房（19 至 20 平方米），8 間高級客

艙（20 至 21 平方米），11 間雙床豪華客艙（19 至 21 平方米），14 間雙床窗（12 至 14 平方

米）以及 28 個雙舷窗艙，兩個三孔舷窗艙和四個四舷孔艙，大小從 12 到 18 平方米不等。甲板包

括一個大型觀察休息室和獨立的演講室，這些演講室專門用於 Hondius 的各種互動工作坊，展覽和

表演。設計優雅，採用時尚的中世紀現代裝飾，這艘船擁有 Oceanwide 獨特的舒適和休閒氛圍。 

 

❖船隻基本介紹❖ 

中文船名 宏迪號 英文船名 M/V HONDIUS 

排水量 5,590 公噸 載客數(兩人一艙) 174 人 

船籍 荷蘭註冊 下水日期 2019 年 6 月 

船 寬 17.6 公尺 長 度 107.6 公尺 

最高航速 15 節 吃 水 5.3 公尺 

船員人數 72 人 冰級 
極地等級 6 

相當於 1A-Super) 



【艙房簡介】註:請注意所有的艙房資料皆為樣本，實際艙房可能各有不同。 

 

 

 

 

 

 

 



 

 

 



❖ 航行地圖 ❖ 

 

❖ 參考航班 ❖實際使用航班將以說明會資料為準，航班時間僅供參考。 

 

❖報名相關規則❖ 

★ 本報價包含：全程團體經濟艙機票、冰級船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稅金、兵險、司導領及 

冰級船工作人員小費。 

★ 第一次訂金每人 15 萬元，以利保留機位及船位。 

★ 第二次訂金每人 15 萬元 (2020/08/15 前)，其餘尾款於行前說明會時繳清。 

搭乘日 出發地 參考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預計飛行時間 

第一天 

12/26 
台北/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367 
23:45 05:40+1 09 小時 55 分 

第二天 

12/27 
杜拜/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聯酋航空

EK247 
08:05 20:40 17 小時 50 分 

第十四天 

1/8 
布宜諾斯艾利斯/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248 
22:20 23:35+1 16 小時 30 分 

第十六天 

1/10 
杜拜/台北 

阿聯酋航空

EK366 
03:40 15:35 07 小時 55 分 



★ 如需升等商務艙→請來電洽詢 

★ 冰級船如升等極地高級房 Superior 每人加價 NT$40,000(兩人一室) 

★ 冰級船如改為圓型窗 Porthole 每人扣減 NT$8,000 (兩人一室) 

❖ 取消相關規則 ❖ 

★ 出發前 180 天以上取消，沒收訂金。 

★ 出發前 179~121 天取消，收取 50％全額費用。 

★ 出發當天~120 天內取消，收取全額費用。 

 

出發日期：2020 年 12 月 26 日(跨年團) 

❖ 行程內容 ❖ 

(12/26)  第 一 天 台北 Taipei／杜拜 Dubai 

今日來自各路的英雄好漢，帶著準備好的裝備及興奮的心情，來到機場集合。搭乘豪華班機經

轉機飛往世界最南的國度之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準備展開此次精彩的南極探索之

旅。 

早餐：Ｘ 午餐：X 晚餐：X 

住宿：機上 

 

(12/27) 第 2 天 杜拜/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阿根廷】 

今日將搭乘國內班機飛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艾利斯 Buenos Aires」（西班牙語「清新空 

氣」之意）。西元 1536 年，西班牙殖民者趕走原住民印地安人後，經過四百多年的建設，已

發展成南美第三大城，擁有歐洲風格的建築，因而有「南美洲的巴黎」之稱。 

阿根廷 Argentina 面積約 276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 千萬人，16 世紀前居住著印第安人。



1535 年開始淪為西班牙殖民地，並於 1810 年 5 月 25 日爆發反對西班牙統治的「五月革

命」，在 1816 年 7 月 9 日宣佈獨立，之後在 1853 年時制定憲法，建立了聯邦共和國。官方

語言為西班牙語。 

早餐：機上享用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 5★Intercontinental 或同等級住宿 

(12/28) 第 3 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烏斯懷亞 Ushuaia 

       參考航班： AEP/USH  AR-1886 09:30～11:50 

一個世界的底端，實乃另一個世界的開端~ 

今日搭乘國內段飛機抵達阿根廷最南端的海港 - 烏斯懷亞，這裡是阿根廷前往麥哲倫海峽的重

要門戶，亦是通往南極大陸的港口。這座城市北倚南美屋脊安地斯山脈，南瀕畢格爾海峽

Beagle Channel，是距離南極大陸最近的城市，亦有「世界盡頭」的稱號。抵達後，您可自由

地選擇在露天咖啡廳裡享受這寧靜的時刻，感受一下沉浸於『天涯地角』的這一刻，抑或是逛

一逛街邊各式的小商店及風味餐廳。今晚夜宿於此。 

烏斯懷亞人口大約 63,000 人，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雖然這座城市在過去數年間不斷發展

壯大，但仍然保持著那種親近，平易近人的感覺。烏斯懷亞靠山臨海－南面臨海，北面靠山，

是南極之旅的絕佳出發點。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現金餐費 USD25/人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宿：船公司安排當地旅館住宿 

(12/29) 第 4 天 烏斯懷亞 登船 

享用完早餐後，帶著期待又興奮的心情，於午後登上宏迪號 Hondius，準備展開這次的南極生

態探索之旅！ 



隨著船緩緩啟航，我們將穿越極具歷史意義的畢哥水道。這是一條聞名遐邇的水道，橫跨了南

美洲最南端的火地群島。出發時，可以再次回眸，因為下一次再看到陸地時，將會是位於世界

上最南端的南極大陸！ 

註：從今日開始為期 1０天９夜的南極探險，途中的登陸點則須取決於當天氣候、風力和冰層 

狀況，由探險隊與船長在旅途中決定最終的行程計劃和時間表，以上行程僅供參考 

(12/30) 第 5 天 穿越德瑞克海峽  

乘風破浪，朝南航行~ 

遊輪必須通過南美與南極大陸之間的德瑞克海峽 Drake Passage，這片海域位於大西洋與太平

洋兩洋交匯，海峽東西長約 300 公里，南北寬達 900-950 公里，最窄處寬 645 公里，是南極

洲與其他大陸最短的距離，海峽平均深 3400 米，最深處達 5248 米，當地位於六十度西風

帶，以多風暴著名，一整年的海相都相當惡劣。因此請做好駛過洶湧的海域的準備，建議在登

船之前備妥暈船藥，以備不時之需，而儲備充沛的體力，亦是此趟旅行的必要功課。 

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您將有機會結識同船的旅伴，來自世界各地的他們也都是跟您一樣懷抱著

夢想前來~ 

註：途中的登陸點須取決於當天氣候、風力和冰層狀況，所有航行路線及登陸行程，皆以探險

隊與船長實際公布為主，旅途中決定最終的行程計劃和時間表，以上行程僅供參考。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12/31) 第 6 天 穿越德瑞克海峽  (逄 2021 跨年 PARTY) 

德瑞克海峽有來自赤道的南下暖流，與極地的寒冷涼流，這裡海中生態特別豐富，浮游生物充

沛，往往吸引許多海鳥盤旋，烏黑的海燕與白色的海鷗，順著氣流滑翔在我們的船後，偶而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以看見展翅高飛的信天翁。另外這片海域是鯨魚活動頻繁的地域，過去亦是各國捕鯨船常常出

沒的地方，在甲板上，有機會看到鯨魚悠遊海面。在遊輪上，您可以前往咖啡廳，自在地看

書，也可以前往健身中心，跑步運動，在與來自各國的旅客暢談旅遊經驗，說不定可以認識許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艙房內充分休息，並享用船上為您準備的多國料理，增添南極之旅樂

趣，期待明日抵達南極大陸海域，在船上渡假令人驚喜的一夜!!今日夜晚我們將迎接 2021 年

的道來~~ 

註：途中的登陸點須取決於當天氣候、風力和冰層狀況，所有航行路線及登陸行程，皆以探險

隊與船長實際公布為主，旅途中決定最終的行程計劃和時間表，以上行程僅供參考。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01/01) 第 7 天 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 

    迎接 2021 年的第一道曙光!! 

南極大陸面積約 1,400 萬平方公里，大部分是 2,000 公尺以上的山地與高原，上面又覆蓋著數十

公尺的冰帽。全洲年平均氣溫為零下 25℃，內陸高原平均氣溫為零下 56℃左右。（※我們所到達

的南極區域，氣溫約 0℃至-10℃。）氣候寒冷變化莫測，僅有一些科學家在此設立科學站。南

極半島人煙稀少，卻擁有相當豐富的南極動物生態，包括：阿德利企鵝、紳士企鵝、帶帽企鵝、

南極海豹等，是人生難得一見的地理奇觀，亦是我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您會慢慢地開始了解為什麼這個地區長期深得探險者和旅行者們的青睞，因為每次造訪南極洲，

都能遇見新鮮事物或者意外的驚喜，這也將說明您的探險旅程將不同於以往其它任何旅程－您即

將締造獨一無二的個人體驗。 

南雪特蘭群島是 1819 年英國探險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發現的一島，他在航海日誌中

敘述此地為覆蓋在冰雪之下的一片荒地。南極唯有的二種植物苔蘚、地衣類，也在島上利用短暫

的夏季期間茂盛地成長。我們將在島群中探尋企鵝、海鳥與海豹的行蹤。在島上的懸壁間，經常



發現數以千計的紳士企鵝(Gentoo Penguins)棲息，及雪白的南極燕鷗、大海燕、藍眼鸕鴜的巢

穴……等，對喜愛自然野生動物的朋友而言，實在是置身於野生動物園中。  

在南雪特蘭群島區域，島群中半月島(Half Moon Island)及奇幻島 (Deception Island)，有數不

清的企鵝築巢群棲，有數不清的企鵝築巢群棲，包括帶帽企鵝(Chinstrap Penguins)、紳士企鵝 

(Gentoo Penguins) 及阿德利企鵝 (Adelie Penguins)。此處屬火山地形，80% 的土地為冰層

所覆蓋。  

註：途中的登陸點須取決於當天氣候、風力和冰層狀況，所有航行路線及登陸行程，皆以探險

隊與船長實際公布為主，旅途中決定最終的行程計劃和時間表，以上行程僅供參考。 

(01/02) 第 8 天 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 

我們將根據當地的天候狀況，挑選出最適當地區前往，將有機會登陸以下島嶼： 

▲ 天堂灣 Paradise Bay 

是一處美麗的峽灣，三面為巨型冰山環繞，約有 10,000 英尺高的 Foster Plateau 冰河，由山

頂端一直延伸到海邊，氣勢雄偉。我們搭小艇登陸，此處有一阿根廷研究站，若天氣許可，可攀

登研究站後方一座長年被冰雪覆蓋的冰河，然後由上溜滑下來，新鮮、有趣。此一峽灣中也是隆

背鯨經常出沒之處。  

▲ 紐馬雅水道 Neumayer Channel 

是一個狹窄的水道，計劃將在英國站舊址洛克雷港 Port Lockroy 登陸。此地已改建成一座小型

的南極博物館，只在夏季期間開放，內有 2-3 名英國館員接待訪客，並銷售郵票、明信片、紀念

品等。船繼續南行，經過最著名狹窄壯觀的利馬水道 (Lemaire Channel)，船舷與二岸幾乎是緊

靠著船身滑過，除景色壯觀美麗之外，還可以看到許多海豹棲息於浮冰上。  

▲ 彼得曼島 Petermann Island 

因著名探險家 Jean Baptiate Charcot 在 1909 年於島上過冬而聞名。島上阿德利企鵝 (Adelie 

Penguins)與紳士企鵝 (Gentoo Penguins) 築巢群棲。附近有一寬闊水面，因風向、洋流關係，

常聚集了數百座的浮冰，大小、形狀各異，十分壯觀，我們稱此為浮冰廣場 (Iceberg Plaza)。在

航程中，將儘量協調參觀各國在南極地區所設立的南極科學觀察站或研究站，進一步瞭解南極對

世界人類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歷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 奇幻島 Deception Island 

形狀酷似馬蹄，為一火山島嶼。最近一次爆發在 1969 年，迫使英國及智利科研站關閉。此島在

1930 年代還是主要補鯨基地，遺留許多補鯨工廠設備。最新奇的是地熱溫泉，激起許多在南極

冰泳的愛好者，奇妙無比！ 

註：途中的登陸點須取決於當天氣候、風力和冰層狀況，所有航行路線及登陸行程，皆以探險

隊與船長實際公布為主，旅途中決定最終的行程計劃和時間表，以上行程僅供參考。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01/03) 第 9 天 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 

“南極到了”！探險隊員們將儘量安排平均一天兩次的登陸，每天的活動行程將視當地的風速、

冰區和天候狀況、及動物生態狀況而定。船長及工作人員將仔細研判每日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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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各國研科站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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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安排小艇巡弋，登陸小艇或穿梭於冰山群中，或沿著海岸航行，可近

觀野生動物的舉手投足。 

我們將尋幽訪勝，巡航於這一海洋生物繁多，冰河冰山環繞，人文史蹟充裕及奇觀美景處處的白

色大地。遊客們從未片刻歇息，趁著小艇登陸中間短暫休憩時刻，或忙於在交誼廳內藉娛樂交談

中交換心得、或忙於在酒吧台上藉把酒言歡間結交遊友。當船行穿越兩旁如高塔般高聳入雲、冰

雪皚皚的山峰時，遊客們又急忙披上保暖禦寒的雪衣，衝向甲板，加入志同道合遊友們的行列，

欣賞壯觀美景。但可別因匆忙而忘了攜帶望遠鏡，方可偷窺在浮冰上曬日光浴慵懶的海豹，並探

尋在冰洋中探頭覓食矯健的企鵝。當航行轉過一個海灣時，披上彩衣的冰山乍現眼前，不禁為之

嘆而觀止。 

註：途中的登陸點須取決於當天氣候、風力和冰層狀況，所有航行路線及登陸行程，皆以探險

隊與船長實際公布為主，旅途中決定最終的行程計劃和時間表，以上行程僅供參考。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01/04) 第 10 天 南雪特蘭群島和南極半島 

每天，您將乘坐登陸小艇巡遊，探索南極的海灣、海峽以及登陸點。而野生動物總是南極旅遊中

最吸引遊客的目光，您將有機會探訪企鵝群棲地，尋找座頭鯨和小鬚鯨的蹤跡，搜尋南方的海豹

品種，例如狡猾的豹海豹。 

當您沿著冰雪覆蓋的小路爬上能夠環視 360°美景的瞭望點時，南極半島山脈的雄偉將令您心曠

神怡。在眾多登陸點中，丹蔻島獨具魅力，我們將有機會造訪位於山脊高處的一個企鵝群棲地。

在這裡，您可以選擇徒步到丹蔻島的頂峰，或者只是在鋪滿鵝卵石的海灘上靜坐，欣賞對您充滿

好奇的企鵝。如果您極具探險精神，參加極地跳水絕對讓您玩到嗨！ 



被南極洲沉靜的氛圍包圍時，喧鬧的插曲將變成無法抹去的記憶，比如企鵝嘰嘰喳喳地走過，又

或者在尼科港冰川崩解時發出的隆隆聲和爆裂聲。經過探險隊精心策劃的行程，每天都會有不同

的精彩，在享受娛樂和學習的過程中，讓您深切體驗世界上這個最美好的地方。 

註：途中的登陸點須取決於當天氣候、風力和冰層狀況，所有航行路線及登陸行程，皆以探險

隊與船長實際公布為主，旅途中決定最終的行程計劃和時間表，以上行程僅供參考。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01/05) 第 11 天 穿越德瑞克海峽 

經過幾天精彩的登陸，即將踏上返回南美洲的旅程。我們將再次穿越德瑞克海峽，您可以把握享

受南極洲清新空氣的最後機會。在甲板上倘佯，觀賞海鳥，搜尋鯨魚，聽聽探險隊的介紹，或者

放鬆身心，回憶整個南極旅途。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01/06) 第 12 天 穿越德瑞克海峽 

開始返北航行，緩緩向烏斯懷亞推進，每個人收拾行李, 滿載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憶 

返航。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m/v Hondius /遊輪極地標準房兩人一室 



(01/07) 第 13 天 烏斯懷亞 離船／布宜諾斯艾利斯 

    參考航班： USH /AEP AR-1901 14:15～17:35 

早晨在船上享用早餐後抵達烏斯懷亞港口，結束這趟滿是驚奇的南極航行。在烏斯懷亞享用午

餐後，搭飛機於傍晚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 

 

早餐：遊輪上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或現金餐費 晚餐：探戈舞晚餐秀（牛排＆紅酒） 

住宿：5★Intercontinental 或同等級住宿 

(01/08) 第 14 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觀光)／杜拜 

 在南極之旅的尾聲，貼心安排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市區觀光。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艾利斯 Buenos Aires（西班牙語「清新空氣」之意）。西元 1536年，西班牙

殖民者趕走原住民印地安人後，經過四百多年的建設，已發展成南美第三大城，擁有歐洲風格

的建築，因而有「南美洲的巴黎」之稱。參觀頗有歐洲風情的小巴黎市區建設，歌劇院 Teatro 

Colon、國會廣場、忠烈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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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是布宜諾艾利斯設市四百年紀念碑。五月廣場周圍

歐式建築透露阿根廷與西班牙淵源，粉紅色的總統府代表政黨妥協。瑞蒄雷塔區 Recoleta彷佛

從巴黎抽離的土地，貴族墓園裏最著名居民是第一夫人艾薇坦 Evita。舊港口區 La Boca鐵皮

屋的色彩最喧嘩，就在喧嘩間誕生了動人的探戈樂舞。晚上前往搭機經轉機返回台北。 

 
 

早餐：遊輪上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夜宿機上 

(01/09) 第 15 天 經換日線  

住宿：夜宿機上 

(01/10) 第 16 天 杜拜／台北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極南探索之旅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

您會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 其他注意事項 ❖ 



★ 若單人報名行程，恕不安排配房，需要自行負擔單人房差 (由於房型不同，單人房差價格請洽業

務專員)。 

★ 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由於極地氣候多變，考量旅客的安全，船長及探險隊有權依天候

狀況適時調整行程，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 此行程須辦理阿根廷簽證。(費用已包含在行程當中) 註一 

註一：阿根廷簽證所需證件（護照正本－６個月以上效期、２吋彩色白底照片＊３張、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需不同面、基本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