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達路德20天南極洲和福克蘭群島探險
Antarctica & Falklands Expedition

探索南極
遊覽冰山並參觀岸上的企鵝棲息地

前往福克蘭群島
參觀首都史坦利
觀賞企鵝和海豹

𝐌𝐒 𝐑𝐨𝐚𝐥𝐝 𝐀𝐦𝐮𝐧𝐝𝐬𝐞𝐧
阿蒙森號

您將成為海達路德旗下全球首批混合動力探險郵輪——阿蒙森號，前往南極半
島探索行程的探險家。阿蒙森號以第一個到達南極點的探險家—羅爾德·阿蒙森
命名，專門為在極地水域航行而建造，並以永續環保的理念，將來自世界各地的
冒險家帶到最壯觀的目的地。

當您搭乘阿蒙森號南極探索時，其寬敞的公共空間，多元的船上活動，豐富的美
食，專業豐富的講座及科學中心，讓您的行程增添色彩！

𝐈𝐭𝐢𝐧𝐞𝐫𝐚𝐫𝐲 H𝐢𝐠𝐡𝐥𝐢𝐠𝐡𝐭𝐬

行程亮點

福克蘭群島的眾多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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𝐓𝐡𝐞 𝐦𝐚𝐧𝐲 𝐜𝐡𝐚𝐫𝐦𝐬 𝐨𝐟 𝐭𝐡𝐞 𝐅𝐚𝐥𝐤𝐥𝐚𝐧𝐝𝐬

福克蘭群島連綿起伏的青山和白沙灘是非常受歡迎的景點，首都史坦利賓至
如歸的酒吧亦是如此。我們會遊覽風景如畫的群島，也可能會登陸觀賞散佈在
各處的各種企鵝和海豹棲息地。

傳說中的冰封大陸

𝐓𝐡𝐞 𝐟𝐚𝐛𝐥𝐞𝐝 𝐟𝐫𝐨𝐳𝐞𝐧 𝐜𝐨𝐧𝐭𝐢𝐧𝐞𝐧𝐭

您的行程將從充滿浪漫氣息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再前往烏斯懷

亞。郵輪經過德雷克海峽後抵達南極洲的白色國度，您將在那裡度過難忘的五

天。

正如南極洲的冰景隨季節變化一樣，它的野生動物也是如此。在十一月，您會看
到成千上萬的企鵝在求偶並築巢。這時鯨魚比較少見，直到十二月和一月才能看
到較多鯨魚。這也是企鵝蛋孵化的時候。到二月和三月，企鵝雛鳥開始長大，也
迎來了觀鯨的高峰期。無論何時造訪南極，您都可以加入探險隊參加精彩的講
座、登陸並享受冰上巡航活動。

專業的探險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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𝐄𝐱𝐩𝐞𝐝𝐢𝐭𝐢𝐨𝐧 𝐭𝐞𝐚𝐦 

海達路德的探險隊代表著精英中的精英。探險隊長和探險隊員們是安全和永
續發展的專家，確保您萬無一失探索地球偏遠目的地。他們將與客座講師和科
學家們一起，以第一手知識和引人入勝的洞察力豐富您的航程，確保您在登陸
期間的安全，並保證盡可能減少這個原始環境中的人為干擾。在探索南極時，
探險隊將帶領您進行徒步旅行、導覽解說、歷史遺址參觀、景觀探險以及動植
物觀察（鳥類、水中動物與更多野生動物）。

科學項目

𝐎𝐧𝐛𝐨𝐚𝐫𝐝 𝐒𝐜𝐢𝐞𝐧𝐜𝐞 𝐏𝐫𝐨𝐠𝐫𝐚𝐦𝐦𝐞

在您乘坐阿蒙森號遊覽南極，海達路德探險隊員將帶領各位進行登陸、攝影及觀
賞野生動物。每次登陸前，探險隊員們都會先行舉行簡報，讓您充分了解登陸時
任何潛在風險和有關當地野生動物的規則。專業主題講座內容涵蓋：

● 勘探歷史
● 動植物群
● 地質學和海洋學
● 海冰和冰川
● 海洋哺乳動物和鳥類
● 文化和歷史
● 氣候
● 攝影和個人故事

少年探險家計劃

𝐘𝐨𝐮𝐧𝐠 𝐄𝐱𝐩𝐥𝐨𝐫𝐞𝐫𝐬' 𝐏𝐫𝐨𝐠𝐫𝐚𝐦𝐦𝐞

少年探險家計劃是在選定的海達路德郵輪上提供的一個免費的，全年性的計劃，
專門針對 6-12歲充滿好奇心、活潑好動的少年孩童。孩子們將了解其自然文化在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人類對我們美麗而脆弱的星球的影響。少年探險
家計劃讓小朋友更容易在郵輪上結識其他孩子，在共同活動中加深感情並建立
持久的友誼。歡迎所有6 至12 歲的孩子參加少年探險家計劃！

𝐋𝐚𝐧𝐝𝐢𝐧𝐠 S𝐢𝐭𝐞𝐬 𝐢𝐧 𝐀𝐧𝐭𝐚𝐫𝐜𝐭𝐢𝐜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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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洲登陸點

南極洲是一望無際的白色荒野，是大自然最令人讚嘆和難以忘懷的地方。了解更
多您與海達路德一起前往南極洲的探險航行中一些可能的登陸點。

海達路德的探險郵輪將帶您盡可能靠近南極野生動物和原始荒野。我們的郵輪
提供極有吸引力而多樣的登陸安排，創造難忘的回憶。實際登陸點根據當時天候
條件和航行情況決定，請以實際航程為準。

海達路德20天南極洲和福克蘭群島探險之旅
𝐈𝐭𝐢𝐧𝐞𝐫𝐚𝐫𝐲
每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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𝐃𝐚𝐲 𝟏 ▏2023.11.28  ▏台灣出發/杜拜

搭乘阿聯酋航空經杜拜轉機，飛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參考：班機資訊 EK367 23:45/05:45+1

早餐：X  ▏ 午餐：X  ▏ 晚餐：機上

𝐃𝐚𝐲 2 ▏ 2023.11.29  ▏杜拜/布宜諾斯艾利斯

搭乘阿聯酋航空EK247經巴西里約熱內盧，原機續飛，於晚上抵達阿根廷首都布

宜諾斯艾利斯機場（EZE）專車接往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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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班機資訊 EK247 08:05/15:25 & 17:10/20:40

住宿: 布宜諾斯艾利斯InterContinental Hotel Buenos Aires或同等級

早餐：機上  ▏ 午餐：機上  ▏ 晚餐：機上

𝐃𝐚𝐲 3 ▏ 2023.11.30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無疑是獨一無二的。如果您問住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他們會告訴您，這裡是個文化融合的社區，當地居民為這座城市注入如此的活
力。作為港口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帶來了多元的文化。浪漫的音樂，有機會就
跳起探戈、殖民建築和美味的拉丁美食在這裡完美地融合著。

今日全日遊覽阿根廷首都南美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常住人口1700萬，是拉
丁美洲第二大都會區，僅次於大聖保羅地區2000萬。布宜諾斯艾利斯為拉丁美洲
最歐洲化的城市。七月九日大道是世界最寬的馬路，有約130公尺寬（超過16車
道）。有名的阿根廷探戈的發源地就在布市的博卡區（La Boca）。
上午市區參觀世界最寬的◎【七九大道】、◎【哥隆歌劇院】、布市探戈發源地◎

【波卡區】、◎【女人橋】、◎【五月廣場】總統府及阿根廷的獨立英雄馬丁將軍遺體

的◎【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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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至市區◎【鋼花雕塑公園】◎【玫瑰公園】、◎【貝隆夫人艾薇塔墓園】、◎【佛

羅里達街】自由購物。特別安排探戈表演晚餐。

住宿: 布宜諾斯艾利斯Sofitel Hotel Buenos Aires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 ▏午餐：當地餐 ▏晚餐：Tango Show

𝐃𝐚𝐲 4 ▏2023.12.01  ▏布宜諾斯艾利斯/烏斯懷亞

登上海達路德阿蒙森號
預計出發時間早上七點

享用完早餐後，於飯店大廳集合搭乘海達路德專車前往機場，搭乘包機飛往烏斯

懷亞。阿根廷火地島省的首府坐落在一個海灣的海岸上，北面是白雪皚皚的馬蒂

爾冰川山脈。烏斯懷亞聲稱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而智利的兩個城市也在爭奪

這一稱號。本次行程的重點阿蒙森號將在這裡的港口等候您的到來。登船後，探

險隊將做健康和安全的說明會。之後，您就可以參觀郵輪並在您的客艙安頓下來

，一起享用歡迎晚宴，正式展開探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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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 ▏午餐：郵輪 ▏晚餐：郵輪

𝐃𝐚𝐲 5 ~ 6 ▏ 2023.12.02 – 12.03  ▏德雷克海峽

充分利用這段橫渡時間

我們需要航行兩天才能到達南極洲。這是一件好事，正如很多去過南極的人所分
享的，兩天時間正好可以讓您充分熟悉郵輪環境並放鬆下來。
為了確保您為即將到來的探險做準備，探險隊將在科學中心舉辦一系列的深度
講座。探險隊的每個成員都是不同學科的專家，他們是豐富的資訊寶庫。
期間您可以聆聽並了解有關當地野生動物的有趣事實，以及當好奇的企鵝或海
豹離我們太近時我們應如何遵循國際南極旅遊組織協會發佈的可持續發展協議
去應對。作為這些國際南極旅遊組織協會指南的一部分，您將了解在所有南極洲
登陸期間穿著消毒橡膠靴的重要性，以及為什麼我們要事先徹底吸除衣服上的
任何異物等。
您還會發現這艘郵輪配備了各種增加您舒適度的現代化設備。您可以在健身房
和戶外跑道鍛煉身體，還可以使用桑拿室，或者在健康水療中心由技藝精湛的按
摩師為您提供按摩來解除運動後的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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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上有三間餐廳，每間餐廳都有不同
的烹飪主題來滿足您的味蕾，而探險者休息室與酒廊則是享用葡萄酒或香檳來
放鬆身心的最佳場所。

早餐：郵輪 ▏午餐：郵輪 ▏晚餐：郵輪

𝐃𝐚𝐲 7 ~ 11 ▏2023.12.04 – 12.08  ▏南極洲

第七大陸

南極洲的風景一望無際~一個被原始冰雪封存的美麗國度。茁壯冰山，宏偉的大
冰石高聳於水面之上，而古老的冰川則孕育出由風和太陽雕刻而成的藍色冰山。
這裡，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沒有人類對於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也是鯨魚、企
鵝和海豹等野生動物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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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南極洲的冰山美景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一樣，它的野生動物也是如此。例
如，從十月到一月，這裡可以看到鯨魚的數量和種類隨著時間開始增加，在二月
和三月達到頂峰，這時也是最佳觀鯨期。此時，水中大量的磷蝦吸引了絕大多數
的鯨魚和絕大多數的鯨魚物種，是名副其實的覓食狂潮。如果您在十一月抵達這
裡，您可能會看到成千上萬的企鵝在求偶並築巢。那些在十二月航行的人可能會
看到可愛企鵝雛鳥，而三月通常是青春期企鵝成熟茁壯並學習如何游泳的時候。
而其他可以飛行的鳥類，和企鵝又是不同，通常可以看到鸕鶿、白鷺、鞘嘴鳥等
等。

您有五天的時間去感受南極洲帶給您的每一個奇蹟瞬間和令人驚嘆的風景。可
能是在岸上散步時凝視遠處的白色山脈，也可能看到小型探險橡皮艇旁一對頑
皮的威德爾海豹浮出水面，用它們好奇的大眼睛偷看著您。如果當時天氣與環境
條件允許，您也可以參加加購行程如划艇、雪鞋健行和極地露營等活動。這些都
是南極洲等待著您的各種體驗。請放心，海達路德會充分計劃每次登陸，從南極
半島及其周邊島嶼的挑選最佳地點。
探險隊的講座也將繼續舉行，無論是在郵輪上，登陸期間的岸上，甚至是在乘坐
小型探險橡皮艇航行在冰山和浮冰間時。講座的主題包括冰川學和氣候變化對
南極冰架的影響，或者這個寒冷大陸從捕鯨時代到國際和平條約下現狀的歷史。
在您的旅程中，探險隊的深刻見解及分享都是十分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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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科學項目講座中，您可以與探險隊裡專業的野生動物學家和風景攝影師
討論如何提高攝影技巧。其中一個有趣的互動項目是快樂鯨魚，您可以將您發現
的任何鯨魚的照片上傳到全球數據庫，幫助研究人員追踪遷徙模式和鯨魚的整
體健康狀況。不僅回憶難忘，您的照片極有可能也為人類科學研究做出了貢獻！
早餐：郵輪  ▏午餐：郵輪  ▏ 晚餐：郵輪

𝐃𝐚𝐲 𝟏2~ 𝟏3 ▏2023.12.09 – 12.10 ▏德雷克海峽

返回北方探索更多

即使您可能不捨得離開，我們在南極洲的行程也即將結束。接下來的兩天將航行
在德雷克海峽，您可以整理所有令人驚嘆的南極照片，或是享受悠閒時光，您還
可以選擇參加工作室的活動，增添南極回憶。

在科學中心，探險隊會舉行講座，講座包括島嶼的歷史以及在其美麗的海灘周圍
可以看到的鳥類種類。在講座中，您可以使用科學中心的先進顯微鏡在細胞層面
上觀察水樣。您會發現各種微觀生命的形式，包括磷蝦和浮游植物。

早餐：郵輪 ▏午餐：郵輪 ▏晚餐：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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𝐃𝐚𝐲 𝟏4 ~ 𝟏6 ▏2023.12.11 – 12.13  ▏福克蘭群島
不容置疑的美麗
遼闊的福克蘭群島分為東邊和西邊兩個主要島嶼及近800個較小的島嶼。
就像在南極半島一樣，這裡的三天探索及每天確切登陸地點，將根據當時的天候
情況而定。看過南極洲外星球般荒蕪的白色風光後，看到翠綠的青山、盛開的野
花、迷人的白沙灘和碧綠的海水，您的感覺將全然不同。不過，這裡也並不是與
南極洲完全不同，因為這裡也有數千隻企鵝！這幾天，我們將嘗試看到企鵝群落
，通常其中也混有海狗家族。請保持安全距離，以免打擾它們及穿著燕尾服的鄰

居。

接著我們將前往東福克蘭島的首府史坦利，這是一個多星期以來我們再次與
人類文明相遇。當您在參觀時，您會發現該鎮是英國生活的縮影，包括典型的
英國紅色巴士和英式啤酒。

早餐：郵輪 ▏午餐：郵輪 ▏晚餐：郵輪

𝐃𝐚𝐲 𝟏7 ▏2023.12.14  ▏ 海上巡航
返程路上
您的探險即將結束。在海
上僅剩的最後一天您可以
隨心所欲地享受—您可以
前往酒吧，或是再享受一
頓美味高級晚餐，或在健
康水療中心享受舒緩的療
程服務，或者只是簡單得
在甲板上放鬆，欣賞海上
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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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郵輪 ▏午餐：郵輪 ▏晚餐：郵輪

𝐃𝐚𝐲 𝟏8 ▏2023.12.15  ▏烏斯懷亞/布宜諾斯艾利斯

布宜諾斯艾利斯/杜拜
郵輪預計早上八點抵達

在享受兩週的南極洲和福克蘭群島群島探險後，我們將回到烏斯懷亞。
從烏斯懷亞機場啟程，您將搭乘包機回
到布宜諾斯艾利斯。
接著，搭乘專車前往國際機場，搭乘阿聯
酋航空經巴西里約熱內盧，原機續飛，飛
往杜拜轉機。

參考：班機資訊 EK248 22:20/01:10+1 ;
02:55/23:35+1

早餐：郵輪 ▏午餐：自理 ▏晚餐：機場/機上(自理)

𝐃𝐚𝐲 19 ▏2023.12.16  ▏杜拜/台灣

班機今晚抵達杜拜機場準備轉機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𝐃𝐚𝐲 20 ▏2023.12.17  ▏台灣

搭乘阿聯酋航空由杜拜飛往台灣，班機今日下午抵達桃園機場。

參考：班機資訊 EK366 03:40/15:35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自理

推薦伊瓜蘇瀑布延伸行程

𝐃𝐚𝐲 𝟏8 ▏2023.12.15  ▏烏斯懷亞/布宜諾斯艾利斯

郵輪預計早上八點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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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受兩週的南極洲和福克蘭群島群島探險後，我們回到烏斯懷亞。
從烏斯懷亞機場啟程，您將搭包機飛回布宜諾斯艾利斯。
既然已經來到阿根廷，推薦您繼續延伸後續行程，探索南美世界的精彩！

包機飛返布宜諾斯艾利斯後，專車前往飯店梳洗休息，晚餐安排享用自助餐。

住宿: 布宜諾斯艾利斯Intercontinental 或同等級

早餐：郵輪 ▏午餐：自理 ▏晚餐：自助餐

𝐃𝐚𝐲 𝟏9 ▏2023.12.16 ▏伊瓜蘇瀑布/布宜諾斯艾利斯

伊瓜蘇瀑布1日遊行程:
上午搭機前往阿根廷北方與巴西、巴拉圭三國邊界的伊瓜蘇港市。隨後再前往阿

根廷境內被喻為世界十大奇景之一的☆【阿根廷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位於伊

瓜素河上，瀑布分屬巴西及阿根廷各自成立為國家公園，目前已被譽為『世界七

大自然奇觀』，阿根廷伊瓜蘇瀑布國家公園由275個大小瀑布所形成，景觀各異綿

延不絕。

於園區內搭遊園火車經生態步道前往魔鬼咽喉瀑布區，絕對讓您感受自然的震

撼，並於瀑布區觀賞體驗瀑布之美。中午於公園內享用午餐後繼續遊覽上瀑布步

頁 14



道及下瀑布步道，完整體驗此瀑布世界之美。然後前往伊瓜蘇港市遊覽三國邊界

眺看巴西及巴拉圭，然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首都。

班機資訊AEP/IGR/AEP  去程AR 1732 0740/0930 ；回程 AR1745 2022/2155

住宿: 布宜諾斯艾利斯Intercontinental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 ▏午餐：公園內餐廳 ▏晚餐：當地餐

𝐃𝐚𝐲 20 ▏2023.12.17  ▏布宜諾斯艾利斯

享用早餐後，展開布宜諾斯艾利斯觀光遊覽行程。

布宜諾斯艾利斯聖特爾莫古董街行程:
上午至聖特爾莫San Telmo古董街位於首都南市區的Defensa街，介於Av.
Independencia大道及Av. San Juan大道之間，最熱鬧的地方是多雷戈廣場
Plaza Dorrego。多雷戈廣場位於聖特爾莫的中心地帶。在十九世紀，聖特爾莫
曾是布市的起源的老市區，而在當時，多雷戈廣場就是市民活動的焦點。

這裡的特色是有許多賣古董東西的攤販/商店，以及街頭藝人的表演。這一區已經
成為布宜諾賽勒斯最重要和煩惱的歷史區。很多遊客和本地人都會到位於這裡

最老街道上的多利戈廣場，去看看古董市場和其他精彩街頭表演，包括探戈等。

這個古董市場會在每個周日的早上10點到傍晚6點。而在 獨立街和Balcarce街
之間的角落就是一家傳統探戈活動中心老倉庫。下午至【佛羅里達街】步行街及

【太平洋百貨】自由逛街購物。

傍晚專車接往國際機場，搭阿聯酋航空中停巴西里約熱內盧，飛往杜拜轉機返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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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班機資訊EK248 22:20/01:10+1 ; 02:55/23:35+1

早餐：飯店 ▏午餐：自理 ▏晚餐：機場/機上(自理)

𝐃𝐚𝐲 21 ▏2023.12.18  ▏杜拜/台灣
班機今晚抵達杜拜機場銜接搭乘隔日清晨(12.19)轉機班機EK366回台灣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𝐃𝐚𝐲 22 ▏2023.12.19  ▏台灣
搭乘阿聯酋航空班機EK366返回台灣，班機將於下午16:50抵達台灣桃園機場。
參考：班機資訊EK366 04:45/16:50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自理

Daily Itinerary
行程簡表

天數 日期 活動

1 2023.11.28 桃園機場-杜拜 / 杜拜-布宜諾斯艾利斯
2 2023.11.29 杜拜-布宜諾斯艾利斯
3 2023.11.30 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日觀光

4 2023.12.01 包機抵達烏蘇懷亞 / 登輪 海達路德 Amundsen
5 2023.12.02 航行於德雷克海峽

6 2023.12.03 航行於德雷克海峽

7 2023.12.04 南極洲

8 2023.12.05 南極洲

9 2023.12.06 南極洲

10 2023.12.07 南極洲

11 2023.12.08 南極洲

12 2023.12.09 航行於德雷克海峽

13 2023.12.10 航行於德雷克海峽

14 2023.12.11 福克蘭群島

15 2023.12.12 福克蘭群島

16 2023.12.13 福克蘭群島

17 2023.12.14 海上航巡

18 2023.12.15 郵輪抵達烏蘇懷亞 / 包機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 /
搭乘晚班機返回台灣 布宜諾斯艾利斯-杜拜

19 2023.12.16 班機抵達杜拜

20 2023.12.17 班機抵達桃園機場

若參加伊瓜蘇瀑布延伸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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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3.12.15 郵輪抵達烏蘇懷亞 / 包機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
19 2023.12.16 伊瓜蘇瀑布一日遊

20 2023.12.17 全日布宜諾斯艾利斯觀光 /
搭乘晚班機返回台灣 布宜諾斯艾利斯-杜拜

21 2023.12.18 班機抵達杜拜

22 2023.12.19 班機抵達桃園機場

Flights Recommended
參考航班

航段 班機編號 航程起訖 飛行時刻

去程
1 EK 367 TPE-DXB 2345-0545+1
2 EK 247 DXB-EZE 0805-2040

回程
3 EK 248 EZE-DXB 2220-2335+1
4 EK 366 DXB-TPE 0340-1535

Retail Prices
直售價

每人新台幣528,000元 (海景房)
每人新台幣588,000元 (陽台房)

𝐖𝐡𝐚𝐭'𝐬 I𝐧𝐜𝐥𝐮𝐝𝐞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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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𝐈𝐧𝐜𝐥𝐮𝐝𝐞𝐝 𝐢𝐧 𝐲𝐨𝐮𝐫 𝐯𝐨𝐲𝐚𝐠𝐞

上述表列之行程

保險

- 履約責任險保額每人500萬元附加20萬元意外傷害險

領隊小費

- NT$200 /人/天 (全程NT$4,000)

酒店
- 登輪前2晚布宜諾斯艾利斯飯店住宿，含早餐

交通及觀光
- 班機：國際班機、布宜諾斯艾利斯（EZE）至烏斯懷亞（USH）的單程經

濟艙機票、烏斯懷亞（USH）至布宜諾斯艾利斯（EZE）的單程經濟艙機

票

- 接送：機場/飯店、飯店/港口、港口/機場

-  陸地觀光：登輪前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日觀光

- 行程中所標明的阿蒙森號郵輪船票、稅金

- 若參加伊瓜蘇瀑布延伸行程另包含：下船後2晚布宜諾斯艾利斯飯店住宿

含早餐、一日伊瓜蘇瀑布觀光含來回機票、半日布宜諾斯艾利斯觀光

探險郵輪
- 根據您所選艙房登機的全食宿服務

- 郵輪上免費設施（健身房、按摩浴池等）
- 南極行程登陸活動和橡皮艇巡遊（登陸點、登陸順序視天氣情況而定，不以

行程中的順序為準）
- 郵輪上專家講座

- 贈送Helly Hansen 防風防水大衣外套一件和郵輪上免費租借雪靴

- 贈送海達路德保溫杯1個
- 船上全程免費WiFi

- 專業探險隊員英文解說

- Aune餐廳和Fredheim餐廳三餐用餐期間飲品：指定啤酒、紅白酒、汽水及
水

- 茶和咖啡

費用不含

𝐍𝐨𝐭 𝐢𝐧𝐜𝐥𝐮𝐝𝐞𝐝 𝐢𝐧 𝐲𝐨𝐮𝐫 𝐯𝐨𝐲𝐚𝐠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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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包含在您的旅程中

- 個人旅遊平安保險

- 簽證費用: 美國及阿根廷電子簽證

- 不可抗拒因素導致的行程變更所產生的額外付費

- 南極郵輪上小費（郵輪上現付參考價:約18歐元/人/天）
- 未表列之行程、當地司領小費、自點各式飲料及酒精類飲品

- 行李搬運及超重處理費

- 南極付費岸上觀光活動:

* 雪鞋徒步遊2小時★每人歐元62起

* 冰海獨木舟3小時★每人歐元124起

* 南極露營10小時★每人歐元438起

- 福克蘭群島付費岸上觀光活動:
* Volunteer Point近距離接觸國王企鵝7小時★每人歐元279起

頁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