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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22001188 南南極極半半島島、、福福克克蘭蘭群群島島、、南南喬喬治治亞亞島島 2255 日日  

 

【行程重點】 

 南極大陸 Antarctic 南極素有「白色大陸」之稱，是一塊被極光與冰山所包圍，令人滿懷憧

憬與幻想的極地。自十九世紀初，人類留下第一個探險足跡以來，就不斷有各種可歌可泣的

故事發生在這塊土地上。《國際南極條約》凍結了所有國家對南極領土的主權要求，規定南極

只用於和平目的，可以說，南極現在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它屬於全人類。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長 170 公里，寬 2~40 公里長不等，呈西北東南走向，面積 3755

平方公里，約台灣面積的十分之一，全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表面為永久冰雪所覆蓋，整個島

除了研究站的人員外，只有四個居民，是相對的「地廣人稀」。此島以數量最多的國王企鵝棲

息地聞名於世。 
 福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ands 由東福克蘭島，西福克蘭島和 776 個小島組成。1592 年英國

人最早發現該島，首府為史丹利 Stanley，同時也是這一區域唯一的城市和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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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天的戰爭後，結果

英國獲勝。現今它是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交通孔道。 
 

【行程特色】 

 搭乘 2018 全新裝修的南極遊輪－海精靈號（MS SEA SPIRIT），合乎冰區航行標準之極區冰

級船，確保航行舒適及安全。精選面海雙人艙，享受船上舒適的設備與服務。歐美廚師主理

三餐，提供美味佳餚，歐美高標準服務。 
 造訪國王企鵝的故鄉－福克蘭群島、南喬治亞島，拍攝數以萬對之企鵝。並參觀其它大規模

企鵝、海狗、海鳥群棲處所以及鯨魚出沒海域。 
 冰區航行，飽覽在浮冰中穿梭的奇特景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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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人類研究南極地區

所留下的珍貴記錄，深入暸解。。 
 特聘國際權威專家學者隨船講解，說明南極人文、地理、歷史及天候狀況，野生動植物的生

態變化等。 
 
第01天 （2018/10/18）台北舊金山休士頓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阿根廷 Argentina】 

UA-872  1135/0635 (11:00)；UA-285  1145/1735 (5:40) --參考航班 
UA-819  2210/1120+1 (11:00) --參考航班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客機經舊金山、休士頓飛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由

於時差關係，班機於隔日中午抵達。 
住宿：夜宿機上 

 
第02天 （2018/10/19）布宜諾斯艾利斯 

班機於今日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抵達後，安排遊覽享有「南美巴黎」美譽的美麗城市－布

宜諾斯艾利斯。參觀世界最寬的▲七月九日大道、建城▲四百週年紀念碑、世界三大歌劇院

之一的▲科隆歌劇院，及▲波卡舊港區－此地為十九世紀義大利碼頭工人定居之處，屋子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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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同的鮮豔色彩，別有一番風情。晚上安排欣賞聞名世界、熱情精彩的★探戈舞表演，充

份體會一下拉丁情調的浪漫熱情。並享用晚餐。夜宿布宜諾斯艾利斯。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當地料理(探戈舞表演) 
住宿：Intercontinental Buenos Aires 5* 或同級 

 
第03天 （2018/10/20）布宜諾斯艾利斯  瑪德琳港 Puerto Madryn 

AR-2868  1215/1415 (2:00)--參考航班 
上午前往機場，搭機飛往中部城市－瑪德琳港，是阿根廷著名的旅遊勝地，因為附近的瓦爾

德斯半島的野生動物保護區而聞名，這裡也是去火地島的必經之路，城市邊緣有 5 公里長的

海灘，走訪▲巴塔哥尼亞海岸，港口的海面上碧波盪漾，如畫的美景讓人心曠神怡。馬德琳

港也是通往南極的重要門戶，稍事休息後，我們預計明天登上海精靈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Península Valdés 4* 或同級 

 
第04天 （2018/10/21）瑪德琳港（登船） 

今日預計下午登上★「海精靈號遊輪」。登船後，我們將舉辦一個簡短的資訊和安全須知介紹

會。會上，船長將致歡迎辭，並介紹船官和探險隊。您還可以瞭解到更多未來數日的行程。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05天 第 06 天（2018/10/22-23）海上航行 

我們在前往福克蘭群島的途中，遊輪為您提供系列關於目的地歷史和野生動物資源的講座，

保證會讓您沉迷其中。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 07 天 → 第 08 天（2018/10/24-25）福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ands 

我們計畫參觀群島的新島和西點島，欣賞那裡的迷人地貌風光和野生動物，我們還有機會巧

遇這些島嶼的主人。之後，我們繼續前往首府城市－斯坦利，這也是本地區探險航線的起始

點。抵達後我們安排福克蘭群島自然風光遊覽。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 09 天 → 第 10 天（2018/10/26-27）海上航行 

前往美麗的南喬治亞島的南向航行需要兩天時間。途中我們將提供一系列的講座，為您介紹

我們即將遊覽的地區和那裡的野生動物知識，此外，還有關於謝克頓南極探險的迷人故事。

講解員將告訴我們這裡的捕鯨站對於整個捕鯨業的重要意義。精彩的介紹有助於您為即將到

來的體驗做好準備。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 11 天 → 第 13 天（2018/10/28-30）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我們將在南喬治亞島逗留兩天，期間我們將參觀一些歷史古跡。我們還將嘗試駛入陡峭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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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里加爾斯基峽灣、參觀▲格呂特維肯捕鯨站、▲捕鯨站博物館、▲謝克頓陵墓和可追

溯至 1913 年的▲捕鯨人教堂。第二天我們將參觀位於司特羅姆尼斯捕鯨站的古老的挪威捕鯨

站和位於命運女神海灣的國王企鵝群居地。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14天 第 15 天（2018/10/31-11/01）海上航行 

在前往南極的途中，遊輪會為您提供大量關於南極洲歷史和野生動物的主題講座，並為您介

紹南極須知事項，您可以瞭解到大量有關南極動物和歷史的知識。船隻續向南航行前往南極

半島，我們將延著華盛頓海峽航行，抵達南極半島前我們將經過象島。途中我們持續提供相

關講座，為您介紹我們即將遊覽的地區和相關知識，有助於您為即將到來的體驗做好準備。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 16 天 → 第 19 天 （2018/11/02-05）南極半島 Antartica 

我們將利用五天的時間參觀南極半島。天氣、風力和冰層狀況將決定我們最終的行程計畫和

時間表，最終的航行路線在航行期間由船長決定。在此我們預計參觀下列地方：波蘭研究站、

半月島、傑拉許海峽、天堂港灣、尼寇港灣、庫佛維爾島、紐馬雅水道、拉可羅利港、雷麥

瑞水道和彼得曼島等。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 20 天 → 第 21 天 （2018/11/06-07）德瑞克海峽 Drake Passage 

德瑞克海峽連接著南大西洋和太平洋，是返回南美洲的途中必經的考驗。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船上用餐      晚餐：船上用餐 

住宿：南極遊輪 MS SPIRIT 海精靈號（外艙） 

 
第22天 （2018/11/08）烏蘇懷亞 Ushuaia  

今日遊輪預計於上午 7 點返達號稱世界最南方的城市－烏蘇懷亞，烏蘇懷亞小鎮座落於火地

島南岸，為阿根廷火地島省的首府，人口約五萬人。在此購買別具特色的紀念品，因為麥哲

倫於 1520 年航行至這個偏僻島嶼時，看見火紅的驕陽騰空升起在雪山黑土之濱，在一片黑暗

中，看到它好似神祕的火焰燃燒著，故命其名為火地島。烏蘇懷亞小鎮座落於火地島南岸，

北由群山環繞，南由畢果海峽所包圍，幾條平行街道是沿著山坡蓋的，大大小小的房屋建築

各式各樣、五顏六色，頗具歐洲風格。早餐後前往★火地島國家公園，參觀▲泛美公路的最

終點，此地被號稱「世界盡頭」。 
早餐：船上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otel Albatros 4*或同級 

 
第23天 （2018/11/09）烏蘇懷亞  布宜諾斯艾利斯  休士頓  

AR-1879 1305/1625 (3:20)；UA-818 2055/0520+1 (10:25) --參考航班 
上午前往機場搭機經布宜諾斯艾利斯、休士頓、舊金山飛返台北。 
住宿：夜宿機上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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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天 （2018/11/10）休士頓舊金山台北 

UA-937  0915/1140（4:25）；UA-871  1325/1850+1（13:45）--參考航班 
由於換日線關係，今日班機飛行中。 
 

第25天 （2018/11/11）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您此次難忘的【2018 南極半島、福克蘭群島、南喬治亞島國王企

鵝探險之旅 25 日】，回到溫暖的家。  

 
附註：以上航程為預定計劃僅供參考，船長有權視天候及冰區狀況做必要調整，以確保旅客及船舶航行

安全。 

 
【參團須知】 

 團費：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飯店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國外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1. 護照正本 (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效期, 4 頁以上空白頁)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3. 最近六個月內白底兩吋彩色照片 4 張  

(拍攝規格與台灣晶片護照要求相同) 照片請交和護照身分證不同組，應阿根廷簽證處要求,相
片中頭的比例應佔全部 70%-80% ,照片要求純白底, 不可以戴眼鏡、照片不可曝光過白、相紙

背面要有專業相紙 Logo,相紙微黃或泛黃不受理 ) 
4. 原籍非台灣籍因結婚來台,請附英文戶籍謄本一份 
5. 曾去阿根廷請提供最近一次入境阿根廷的日期(年/月/日)，阿根廷辦事處有紀錄會查實，請確

實提供相關資訊。 

6. 在職請提供申請人名片 
(若無名片則請提供英文在職證明加蓋公司大小章一份,範本如附件) 

7. 旅客基本資料: 聯絡地址、電話、手機號碼、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8. 智利簽證填表請旅客提供 : 身高、最高學歷、幾個小孩、婚姻狀況、父母及配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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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船公司表格上需填寫以下資料,請提供:  
1. 旅客身高.體重.鞋子尺寸 
2. 緊急聯絡人- 姓名.住址.聯絡電話.關係  
3. 船上是否有特殊飲食 

 
***本行程經美國轉機，需備有效期之美國簽證或美國旅遊許可 ESTA，並繳交影本。並繳交影本,
曾於 2011 年 3 月 1 日以後前往伊拉克、敘利亞、伊朗、蘇丹、利比亞、索馬利亞及葉門上述的國

家,不適用 ESTA 免簽範圍,申請人需親自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面談辦理 5 年紙本美國簽證. 

 
如需代填 5 年傳統美國簽證線上表格請提供以下資料: 
如需預約面談請盡早提供資料填寫預約申請,不是每天都開放預約 
1.護照正本 (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4 面以上空白頁) 
2.身分證影本 
3.照片電子檔+ 5*5 照片 1 張(不可戴眼鏡) 
4.提供有效之電子信箱帳號+信箱密碼 (美簽線上申請帳號用) 
5.線上表格需用資料： 
*是否有家人住美國 (若有請提供: 姓名 . 關係) 
*父母姓名 / 出生年月日 
*配偶姓名 / 出生年月日 / 出生地 
*若辦過美簽請提供:美簽號碼 / 核准日期 / 上次造訪美國日期 / 天數 / 是否被採十指手紋? 
*現任工作: 機構名 / 地址 / 電話 / 職稱 / 到職日 / 工作職責 / 月薪 
*退休需填最後一份工作 (退休超過 5 年免填) 
機構名 / 地址 / 電話 / 職稱 / 到職日 / 工作職責 / 月薪 /主管名 
*若現任工作未超過 5 年需填寫： 
前一份工作資料: 機構名 / 地址 / 電話 / 職稱 / 到職日 / 工作職責 / 月薪 /主管名 
*男性年齡 16~60 歲 需填寫 
1. 最高學歷 : 校名 / 校址 / 主修科系 / 就讀日期 
2. 兵役: 軍種 / 專業 / 軍階 / 當兵日.退伍日 
3. 五年內曾去過的國家 

 
如需申請美國 ESTA 入境許可,請提供資料如下： 
(請繳交護照正本或影本，ESTA 要晶片護照才能申請，請查收附件 ESTA 申請表讓已辦過 ESTA 或需

代辦的旅客填寫並簽名.) 
1. 護照影本(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4 面以上空 白頁) 
2. 父母姓名 
3. 是否任何其他國家的公民？ 
是、請提供 公民身分國家／國籍  

如何取得該國之公民身份／國籍？經出生、經父母、歸化、其他(請說明) 
4. 電子郵件.電話.地址 
5. 緊急聯絡人資訊: 姓名/電話/電子郵件 
6. 您目前或以前是否有雇主？(是, 請提供公司名/地址/電話/職稱). 
7. 申請費用 14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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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介紹】 
在船上，我們會為客人們營造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他們懷著共同的目標－享受一次難 
忘的極地體驗，成為真正的極地探險家。我們相信，第一次旅行到這樣的地方，客人做為 
一名保護大使親身經歷旅行中的環境，更有助於增強我們的決心，為我們的後代去保護這 
些自然風光。                            ──── 海精靈號 

 
船艙介紹 
長度: 90.6 公尺 
寬度: 15.3 公尺 
總噸數: 4364 噸 
航速: 15 節 
柴油動力: 
載客量: 114 人 
工作人員: 72 人 
 
 
 

 
艙房介紹 
為您的舒適及便利，晴天安排外艙套房，每間房平均 20 平

方米，提供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你可以依需求做選

擇。此外，為了讓您無時無刻都能飽覽南極美景，每間房型

都有觀景窗，即使在房間您也與南極零距離。 
 
房內設施 
．獨立衛浴設備      
．衛星電話 
．更衣間         
．TV/DVD 播放器 
．保險箱                 
．空調設備 
．冰箱                   
．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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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 
海精靈號提供您安全的航程，也為您營造了機動便利的舒適氛圍，讓您長途的航行中，增

添一絲探索跟享受的樂趣，即使在郵輪上，也能享受如家一般的溫暖感受。 
 

 
 
餐廳 Restaurant 
您可以在這裡享用大師級的料理，餐廳的設計

不僅滿足您的味蕾，也為您留了一大片無邊境

的南極大海。 
 
 
 

 
 
露天餐館 Outdoor Bistro 
如果氣候狀況良好，您可以坐在這裡享用午餐

與輕食，感受南極海風輕拂臉頰的暢快。 
 
 
 

 
 
酒吧 Bar 
經過一整天的南極航行，海精靈號為您準備專

業的調酒師，特調一杯紓解您的疲憊身軀，讓

您一夜好眠，繼續迎接明天的探險之旅。 
 
 

 
 
交誼廳 Club Lounge 
這裡提供了舒適的沙發和 24 小時的自助咖

啡吧，您可以在這裡與同行好友暢談，並把

握每一刻將南極收藏入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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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室 Library 
在這裡您可以享受舒適的環境，提供廣泛的書

籍和 DVD 供旅客閱覽，透過文字和圖像對南極

有更深入的了解，幫助您的南極之旅更順暢。 
 
 
 

 
 
駕駛艙 Bridge 
這是一個開放的駕駛艙，您可以直接體驗船

頭視角的美景，若有疑問也可以隨時跟船長

與船員溝通。 
 
 
 

 
 
健身房 Gym 
即使在郵輪上您也可以維持運動習慣，我們提

供基本的運動器材，讓您可以健康體魄，也有

足夠的空間讓您可以做瑜珈與伸展。 
 
 
 
 

 
櫃台 Reception 
若您對南極或是航程中有任何的疑問，歡迎

隨時來這裡，專家們都很樂意提供您寶貴的

意見並協助您解決問題，讓您的航程可以順

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