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南極洲 16 天經典唯美之旅

行程特點：
➣隨團專業領隊，全程為您提供貼心服務。
➣走進世界盡頭地域，探索美倫美奐的冰天動地之
旅，親身感受極地生態與自然奇觀。
➣遊輪介紹：OCEAN DIAMOND 承載 189 名乘
客，是最新的南極探索遊輪。它最突出的一個特
點是燃油效率極高。通過官方認證的設備，行船
中產生的碳排放量可被抵消，使其成為極地探險
第一艘碳中和的遊輪。客人可以在這艘”海上佼
佼者”上享受眾多的室內公共設備，寬敞的客艙
和各式美食。

在這幾天南極探索之旅中，我們將會在“海鑽石號”的帶領下親密接觸到這美得讓人窒息的華麗南極！
南極是最後一個被人類發現、唯一沒有土著人居住的大陸。長年被冰雪所覆蓋，便有“白色大陸”之稱，
面積比北美大陸的一半稍大。南極半島也叫“帕默爾半島”或“格雷厄姆地”。是南極大陸最大、向北伸入海
洋最遠的大半島。南極半島山地曲折，冰川豐富，海岸曲折呈峽灣形，近海島嶼很多。半島及附近島嶼蘊
藏著豐富的錳、銅、鎳、 金、銀、鉻等礦產。南極半島是南極大陸最溫暖、降水最多的地方，有“海洋性
南極”之 稱。因為相對南極其他大陸動植物分佈較多，故南極半島有“南極綠島”之稱。

Group No.Tempus20140203-16
日期
DAY1
2014 年
2月3日

DAY2
2014 年
2月4日

DAY3
2014 年
2月5日

DAY4
2014 年
2月6日

DAY5
2014 年
2月7日

城市

行程

北京/香港
迪拜

參考航班：
是日晚上於指定時間/地點集合，而後乘坐飛機前往有“南美巴黎”之稱的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賽勒斯。

迪拜布宜諾賽
勒斯

參考航班：EK381 HKGDXB 0035/0435 飛行時間約 8h
EK247 DXBEZE 0710/1930 飛行時間約 19h20m(含經停 GIG 2h)
抵達後接機入住酒店休息。
參考酒店： Hotel Intercontinental / Hotel Sheraton5 星或同級

布宜諾賽勒斯
烏斯懷亞

烏斯懷亞海上航行

德雷克海峽
Drake Passage

參考航班： AR1896 EZEUSH 1305/1640 飛行時間約 3h35m
或 AR1888 EZEUSH 1115/1450 飛行時間約 3h45m
早餐後，前往機場，自行用餐後，搭乘內陸航班飛往烏蘇懷亞。抵達後，晚餐，
而後送酒店休息。
參考酒店：由船公司安排 3-4 星級酒店
酒店早餐//機場午餐（自理）//中式晚餐
早餐後，前往火地島國家公園遊覽，火地島國家公園建立於 1960 年，占地面積
630 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南端的國家公園，也是世界最南部的一個自然保護區。
公園呈現山區地型，風光景色以冰川為其特色，穿錯著形成河流或湖泊的峽穀，
以及從西北往東南方向延展的山群。下午 4 時至碼頭登船，開始精彩的南極之旅!
夜宿遊輪上
酒店早餐//中式午餐//晚餐於郵輪
乘風破浪，朝南航行。通過位於南美洲大陸及南極半島間的著名隧道－德雷克海
峽。穿越德雷克海峽，探訪“魔鬼的峽灣”。探尋這條連接南美和南極的白色神秘
海灣。1578 年著名法國探險家福蘭斯德雷克航行到這片海域，故以其姓氏命名為
紀念。德雷克海峽是南極幅合帶區，地極
冷水和北部溫水交匯形成自然生物的屏
障，所產生的大量養分滋養了該地區繁盛
豐富的多元自然生態。德雷克海峽也劃分
了許多南極海鳥的北界，行經海峽之際，
工作人
員將會陪同旅客到甲板處，協助辨識多種
南極奇特海鳥，您將看到飛往烏斯懷亞的
信天翁，烏黑的海鷗類飛鳥。若是德雷克海峽當日天氣狀況良好，船長及工作人
員將根據每天的實際情況，彈性安排每日的活動，包括搭乘小艇登陸，探訪野生
動物棲息地，體驗和企鵝海豹迷人的會晤.
含：早午晚餐

德雷克海峽/
DAY6
2014 年
2月8日

DAY7
2014 年
2月9日

DAY8
2014 年
2 月 10 日

/南雪蘭群島/半
月灣
Drake
Passage/South
Shetland Island
/ Half Moon

奇幻島/捕鯨人
灣/泰樂福灣
Deception
Island/ Whalers
Bay/Telefon Bay

天堂灣/尼可港
Paradise
Bay/
Neco Harbor

南設德蘭群島（South Shetland Islands）是南極海
的一組群島，位於南極半島以北約 120 千米。多
個國家在群島設有科學考察站。
半月島的位置在南極洲的南捨得蘭群島，南緯：
62º36'，西經：59º55'，它以海岸線形狀像半個月
亮一樣彎而得名。在半月島上，我們看到群山環
繞，在鵝卵石與延時的襯托下純潔的環境讓我們的
視野瞬間開闊，這裡群居著金圖企鵝、帽帶企鵝、毛海豹等，它們不畏懼生人，
似乎歡迎大家的到來，希望與大家結為朋友！啊，您看，不遠處也有鯨魚頻繁出
沒呢！
含：早午晚餐
奇幻島是一座活火山的火山口。大約
一萬年前的一次猛烈噴發,使一部分火山
口崩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豁口，海水從
豁口湧入形成了一個帶豁口的環形島
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輪船能直接開進
去的活火山口。捕鯨人灣是夢幻島風景最
漂亮的地方.那是最美的南極景點之
一.1906 年挪威和智利在此建港.設捕鯨公
司.1931 年因捕鯨行業不景氣而關閉.在寬達三百公尺的黑火山沙灘上.散佈著木
屋.倉庫.工廠.鯨油儲槽.鯨魚殘骸.零散骨骼.木船.及飛機殘骸.捕鯨人灣南側是土質
鬆軟的山陵.其中一塊崩塌.形成斷崖缺口.叫做”海神的窗戶”
含：早午晚餐
天堂灣，光聽這名字，就能想像這裡有多美。而真正地置身其中，會發現，它比
你想像的美。這是一個美麗絕倫的地方。在這個寧靜的港灣內，只有藍、白和湖
藍三種主色，純淨之極。天堂灣地理位置特殊，與外界的聯繫完全被兩座島嶼所
阻擋。這裡風平浪靜，波瀾不驚，海面跟鏡面一樣。陽光下只有橡皮艇經過時留
下的痕跡，大量的浮冰從身邊擦肩而過，遠處雪山靜默，藍天、白雲、陽光共同
裝扮著這個童話般的世界。當橡皮艇的發動機關閉，屏住呼吸傾聽，大自然的寧
靜讓人感覺心跳的聲音也是多餘的。
納克港是尖凸企鵝的聚集地同時也是阿根廷難民的避難所，納克港(Neko Harbour)
安逸的平躺在眾山環抱的安沃爾灣(Andvord Bay)，雄偉壯觀的冰川成為它天然的
屏障。在到達專門飼養小須鯨的地方時，你就能完全體會到巍峨的安
沃爾灣(Andvord Bay)和南極洲半島的
景致了。納克港也是能登上南極大陸的
僅有的幾個地點之一。
該港口三面巨型冰山環抱，這處美麗的
峽灣是名副其實的天堂港口。暴風雪囂
張時，這裡是理想的避風港，也是南極
方訪客的必經之地。在這裡有阿根廷基
地-布朗和智利基地-岡薩雷斯。海港提供了另外一種難得的內地著陸機會，提供
一些最優秀的半島優美畫卷——自然天成的冰河、冰山、還有數以萬計的稀有企
鵝群，讓你在南極的探索之旅中與這些“原住民”的關係更近一步！
含：早午晚餐

DAY9
2014 年
2 月 11 日

DAY10-11
2014 年
2 月 12-13 日

DAY12
2014 年
2 月 14 日

DAY13
2014 年
2 月 15 日

DAY14
2014 年
2 月 16 日

利馬水道/彼特
門島/普雷紐灣
或洛克萊港

利馬水道(Lemaire Channel)，又稱雷麥瑞海
峽，像地球上其他海峽一樣，是位於大陸和島
嶼之間的狹長海域。只是這道海峽很有特色，
是在南極洲大陸的南極半島和一座
冰雪覆蓋的黑石山小島之間;長 11 千米，寬只
有 1.6 千米，而且受兩岸冰山、浮冰和冰川的
碎冰堆積擠壓，可通行的水道更狹窄。但利馬
水道是南極洲公認的最壯觀的海峽，風景美得如夢如幻，令人非常期待。
彼特門島，島上有阿德雷企鵝與金
圖企鵝築巢群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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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早午晚餐

德雷克海峽
Drake Passage

朝北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峽。如果您錯過
了來時的奇景，您還將有機會再次探訪
“魔鬼的峽灣”。耐心的講師及生態學家仍
會一同在甲板上陪您搜尋海鳥和鯨魚的
蹤影，享受大自然最後幾堂的講座。快點
抓緊機會，與同行的遊伴們在船上用相片
留下值得記憶的那刻。這將成為人生中最
為寶貴的記憶。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換照
片，讓彼此成為南極旅行中的寶貴記憶夾。身心放鬆，回憶這幾日令人驚歎的探
險之旅，往烏斯懷亞的方向前行。
含：早午晚餐

烏蘇懷亞
布宜諾賽勒斯

布宜諾賽勒斯

布宜諾賽勒斯
迪拜

參考航班：AR1881USHEZE 1230/1558 飛行時間約 3h30m
或 AR1894USHEZE 1215/1543 飛行時間約 3h30m

早餐後，在領隊的協助下辦理登岸手續。送往機場，自行用餐後，搭乘客機
飛往首都布宜諾賽勒斯。抵達後，晚餐，專車送返酒店。
參考酒店： Hotel Intercontinental / Hotel Sheraton5 星或同級
船上早餐//機場午餐（自理）//中式晚餐
早餐後，前往布拉他河乘觀光船遊覽，三角洲內水道縱橫，是最佳觀鳥地方。及
後前往保加區遊覽。晚上欣賞馳名的探戈舞表演。
參考酒店： Hotel Intercontinental / Hotel Sheraton5 星或同級
酒店早餐//中式午餐//西式晚餐
參考航班： EK248 EZEDXB 2130/2305+1 飛行時間約 18h35m(含經停 GIG 1h45m)
早餐後市區遊覽：國會大廈，七九大道，五月廣場，世界三大劇院之一的科隆劇
院（外觀）
，布宜諾賽勒斯大教堂，總統府（玫瑰宮）
，古董街(SAN TELMO)，
PALERMO 富人區， RECOLETA 貴族區及貴族公墓,貝隆夫人墓及紀念碑（貝隆
夫人曾為阿根廷總統夫人，而他一生更被荷裡活拍攝成電影）。
晚餐後送機場，搭乘航班返回北京/香港；
酒店早餐//中式午餐//機場晚餐（自理）

DAY15
2014 年
2 月 17 日
DAY16
2014 年
2 月 18 日

迪拜
北京/香港

等待轉機。

北京/香港

參考航班：EK382 DXBHKG 0320/1515 飛行時間約 8h
安抵，結束 16 天唯美之旅。

本行程僅供參考，船長及探險領隊有權視天氣及冰區狀況做必要調整，確保旅客及船舶航行安全。
我司保留因航班變化或實際操作情況作出適當調整之權利

報名須知：
以上貨幣單位為人民幣,價格以報名時為實.
報名時請提供護照影本（或掃描件）（最好前往過美國、加拿大、歐洲、澳大利亞、紐西
蘭、日本等國）
團費在報名時支付。一經報名，將不能取消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 (852) 2721 1368 或 電郵 : info@travel-cct.com
普通雙人艙

海景雙人艙

單人艙

套房

陽臺套房

Twin
Obst. View

Twin
Window

Single Obst.
View &
Single
Porthole

Suite

Balcony
Suite

船長甲板/

船長甲板/上

船長甲板/

主甲板

觀景甲板

上層甲板

層甲板/主甲

下層甲板

海鑽石
Ocean
Diamond
船艙類型

板
19 平方米

17-19 平方米

19 平方米

17-19 平方米

30 平方米

窗外設有救生艇

一個觀景方窗

窗外設有救生

兩個觀景窗

獨立觀景陽臺觀景窗，玻璃

或樓梯

拉門

艇或樓梯/兩個
舷窗

團費

￥89,999/人

￥92,999/人

￥99,999/人

￥109,800/人

￥123,000/人

團費包括：
1、 全程國際往返經濟艙機票及南美內陸段往返經濟艙機票，機場稅及燃油附加稅；

2、 4 晚酒店住宿（布宜安排當地 5 星, 烏蘇懷亞安排 3-4 星）；8 晚遊輪住宿；
3、 專用旅遊空調巴士；
4、 阿根廷探戈秀表演；
5、 全程膳食安排，南美段酒店西式早餐，午晚餐以八菜一湯中餐為主；特色風味烤肉一餐。
6、 全程優秀領隊、南美段全程專業司機和優秀導遊服務。
7、 阿根廷簽證費用；
8、 遊輪包含：航程中所有早午晚餐；旅途中有優秀的探險隊長帶領；探險隊或嘉賓對南極
的介紹、展示；DVD 錄製旅途照片；暫借一雙陸地用防水靴；贈送給每位旅客一件防水雪
衣外套；24 小時提供咖啡、茶和可哥；吹風機和浴袍；出發前準備資料，包括地圖和南
極資料；行李搬運上船；最高價值 10 萬美元的緊急疏散保險；

團費不包括：
1、 行程中飛機升級商務艙/頭等艙之費用以及住宿單人房所補差價；
2、 船上工作人員服務費 150-170USD/人/天（境外現付）；
3、 阿根廷段：小費 150USD/人，涉及分段需支付兩次小費（境外現付）；
4、 阿根廷公證費用+認證費用；
5、 《國際健康疫苗接種證》衛生檢疫費；
6、 出入境行李的海關稅、搬運費、保管費和超重(件)行李托運費；
7、 酒店及船上酒精類及軟性飲料、洗衣、通訊等費用；
8、 候機及轉機時餐飲；個人旅遊意外綜合保險；
9、 行程內未提及之專案與內容；
10、

因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如天災、戰爭、罷工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誤或取消、我公司
有權取消或變更行程或者調整報價。

11、

前往領館面試和銷簽所產生的一切往返通費用（如交通費，住宿費等）；

12、

去程前往集合地點及回程散團至內地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如交通費，住宿費等）；

海洋鑽石號基本參數
船籍

拿騷 , 巴哈馬

船員

144 人

下水年份

1986 年 , 2012 年重修

旅客

189 人

船長度

124 米

船寬鬆

16 米

排水量

8300 噸

動力

雙 WICHMANN 發動機 , 7375 匹馬力

破冰級別

1D
最新衛星導航 , 數字式自動操控系統

船上其他設備
新式測水測深雷達 , 海水淡水系統

相關人員

專業歐洲廚師
50 名船上專業工作人員 , 工程師和專業極地探險家

設施簡介：
●五層旅客甲板上各層的服務設施：
1.觀景甲板—有陽臺的套間、觀景大廳、酒吧。
2.船長甲板—旅客艙房、游泳池、燒烤餐廳、陽光甲板、健身中心。
3.上層甲板—旅客艙房、演講廳和圖書館。
4.主甲板—旅客艙房、接待前廳、交誼廳、禮品店。
5.下層甲板—旅客艙房、餐廳。

 每層甲板都有樓梯和電梯。
 船上配備數艘登陸橡皮艇。
 船上設施包括健身中心，戶外游泳池，美髮沙龍，水療，按摩室，禮品商店。
 船上有洗衣店（沒有乾洗）。
 船上有醫務室。
 圖書館有各式各樣 CD、DVD 和遊戲，圖書館裡關於南北極的豐富藏書是所有南北極
旅遊船之冠。
 在船上流通的貨幣是美元，大部份的信用卡和旅行支票在船上也可以作為付款方式。
 船上的駕駛艙白天的大部份時間可供大家參觀，但是要依據天氣和開航條件決定。
 抽煙只允許在戶外指定的抽煙區域，嚴格禁止在室內區域或客艙內抽煙。

船上設施

陽臺套房及設施

普通雙人艙/普通單人艙（有遮擋）

雙人海景艙

圖書館/餐廳

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