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的盡頭』 

南極極地攝影團 

團號：EPT231025A25 
 

出團日期：2023/10/25-11/18 



南極三島最精華的行程安排 

  此極地郵輪行程直飛福克蘭群島啟航，可節省掉4天的海上行程，經由南喬治亞島後直下南極半島，沿途
皆為最具代表性的南極極地風光及南極動物生態，最佳的南極三島路線安排，最精華的極地冰山、企鵝、海豹、
鯨魚及鳥類，一次盡情拍攝的最佳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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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為南極最佳攝影季節 

  南極氣候為低溫嚴寒、乾燥及烈風的環境，除了冬季及夏季。 

每年的3月至10月為冬季，南極半島平均溫度約為-15度至-30度，內陸地區平均氣溫約為-40度至-70度。 

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2月為夏季，南極半島平均溫度約為0度至5度，內陸地區平均氣溫約為-15度至-35度。 

所以南極適合旅遊的季節僅有夏季，而10月-11月南極冬季剛結束，氣溫慢慢上升，大量的冰川崩離漂流到海
中，此時的冰山體積具大，數量最多，且南極大地冰雪尚未消融，極地動物經過漫長冬夜後開始活躍，所以是
拍攝浮冰冰山和極地動物最好的時機，這段時間氣候較為穩定，南極圈開始慢慢進入永晝，有更佳的斜射光線
來拍攝，尤其是日出及日落的時間更長，增加取景的機會。 

  12月後漸漸的進入夏季，氣溫上升，冰雪漸融，雪白大地開始變成黑色的泥濘地，且太陽慢慢升起至頂，
攝影效果不佳，所以11月份為南極攝影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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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最佳的攝影指導團隊 

  南極極地旅行攝影為喜好攝影者的終極目標，可以拍攝到南極特有的動物生態及極地風光，為充份讓團員
在難得的南極旅行中拍攝到最佳作品，此攝影團特聘著名的生態攝影家 馮營科老師全程帶隊指導，二十餘年的
攝影經驗，多次深入北海道、非洲、北歐、印度、尼泊爾、不丹、西伯利亞、北極圈、南極三島、南美洲拍攝
創作，能讓團員在此次南極旅行中獲得更多的專業指導。全程的攝影領隊帶隊服務，隨時小組攝影討論，適合
初學、中級及高級的攝影喜好者，絕對能讓團員拍到滿意的攝影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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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的極地探險郵輪 

  此行程搭乘海精靈號(Sea Spirit)為英國波賽特(Poseidon)集團旗下的豪華探險船，長年在南北極地航行，
擁有豐富的極地探險經驗，船上工作人員87人，最多乘客數104人，比例達1:1.2，可達到最佳服務品質，先進
極地設計的適中船身，可更深入地型特殊的登陸點，擁有12艘登陸小艇及經驗豐富的探險隊員，可ㄧ次性載送
全部旅客上岸，不用等待輪流登島(南極公約對於每次登島人員有嚴格的100人限制)，讓攝友可以有更長的拍攝
時間，更近距離的拍攝極地風光及生態。 

船上餐廳三餐無限供應五星級料理，讓團員能充份享用，24小時酒吧，隨時免費提供茶水、咖啡、點心、下午
茶等。 

＊参加團員每人可以獲贈一件貼有Poseidon南極旅遊標章的派克大衣 

04 

行程特色 

智利─阿根廷雙城遊 

  此行程從智利聖地亞哥前進南極，在聖地亞哥停留兩夜，調整時差、降低暈船機率，休整兩天後搭機前往
福克蘭群島，開始南極探險之旅，下船後由世界最南城市烏蘇懷亞前往世界的盡頭火地島國家公園，隨後回到
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安排兩天深度遊覽南美的小巴黎，品嚐正統阿根廷牛排，欣賞Tango Show，體驗
最熱情的南美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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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台北桃園機場 出發→飛往 智利聖地亞哥 

  搭乘前往智利聖地牙哥的班機，出發時間視航班時間而定。 

DAY 02 

抵達聖地亞哥機場 

  機場接機前往餐廳用晚餐後休息。 
●宿：聖地亞哥肯尼迪希爾頓逸林飯店 或同級飯店 

DAY 03 

聖地亞哥 

  安排聖地亞哥城市旅遊，並調整時差讓身心獲得充分休息。 
●宿：聖地亞哥肯尼迪希爾頓逸林飯店 或 同級飯店 

DAY 04 

聖地亞哥SCL→彭塔阿雷納斯(Punta Arenas)→福克蘭群島MPN 

  早上搭乘智利航空班機直飛福克蘭群島首府斯坦利，抵達機場後郵輪公司直接接機前往碼頭，上船報到。下午自由活動
参觀斯坦利港的著名景點及自然風光。 

DAY 05 

福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ands) 巡遊及登陸 

  今天計畫前往福克蘭群島巡遊及登陸。福克蘭群島屬於英國領土，人口約3千多人，少量的人口造就出豐富的自然生態，
團員可以在此觀賞及拍攝到大量的企鵝及鳥類，代表性的有麥哲倫企鵝(Magellanic Penguin)、巴布亞企鵝(Gentoo 
Penguin)、信天翁(Albatrosses)等。搭配迷人的亞南極地貌風光，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攝影創作機會。 

DAY 06 
↓ 

DAY 07 

海上航程 (南大洋Southern Ocean) 

  今天前往美麗的南喬治亞島，航行視當時天候及海象狀況約需2-3天的時間，航程中極地探險隊會安排關於南喬治亞島
的各項講座，關於野生動物及南極探險史的講座是最受歡迎的，團員也可以在船上酒吧裏享受咖啡及點心，等待海上不期而
遇的鯨魚或是海鳥。 

本團行程 



本團行程 

DAY 08 
↓ 

DAY 11 

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經過約2-3天的航程，我們抵達南喬治亞島，這座島嶼有著高聳的地型，有多座海拔2千多到近3千米終年不化的雪山，
是南極圈內觀賞及拍攝野生動物生態及雪山冰川地貌的迷人地方，代表性的動物為國王企鵝(King Penguin)、巴布亞企鵝
(Gentoo Penguin)、長冠企鵝(Macaroni Penguin)、灰背信天三翁(Light Mantled Albatross)、南極燕鷗(Antarctic Tern)、
象鼻海豹(Elephant Seals)等，完全不怕人類的存在，團員可以近距離的觀察及拍攝其活潑生動的表情，創作出獨特的攝影
作品。我們預計在南喬治亞島海域停留四天，視當時的天候及海象作登陸艇登陸或海上巡遊，除安排攝影團的特殊拍攝路線
外，亦會参訪南喬治亞島的捕鯨站及郵局等代表性景點，團員可以在此創作出獨特的南極人文作品。 

DAY 12 
↓ 

DAY 13 

海上航程 (南大洋 Southern Ocean) 

  在南喬治亞島停留四天後，今天繼續往南移動，前往南雪特蘭群島(South Shetland Islands)及南極半島(Antarctic 
Peninsula)，此海上航程預計2-3天，船上的探險隊員會準備關於南極的探險歷史、動物生態及環境、南極海洋冰山的各種
講座來讓團員深入關於南極的世界，讓團員能夠好好的了解此次旅程的重要性，對於南極旅行有更深刻的體驗。在海上的航
程中，探險隊長會不時的廣播，海上出現的驚喜，隨時可能會出現的鯨魚噴水及補食中的海豹群，船隻航行中穿越的海洋浮
冰及海上的冰山，您可以在甲板上捕捉這些南極極地的獨有影像，絕對讓您終生難忘！ 

DAY 14 
↓ 

DAY 17 

南雪特蘭群島 (South Shetland)→南極半島 (Antarctic Peninsula) 

  今天極地郵輪已抵達南雪特蘭群島及南極半島，我們會在此海域停留四天，視當時的天氣及海象，船長及探險隊長會討
論出最適當的登陸地點及搭乘登陸艇近距離的拍攝海上浮冰及冰山的路線。此區域有著大量的企鵝、海豹、鯨魚及鳥類等南
極獨有的動物生態，代表性的有：帽帶企鵝(Chinstrap Penguin)、阿德利企鵝(Adelie Penguin)、豹海豹(Leopard Seal)、
威德爾海豹(Weddell Seal)、食蟹海豹(Crabeater Seal)、象海豹(Elephant seal)、南極海狗(Antarctic fur seal)、虎鯨(Killer 
Whale)、座頭鯨(Humpback)、賊鷗(Skua)、雪鹱(Snow  Petrel) 等，團員皆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及拍攝，搭配春天冰雪尚未
融化的地景，絕對可以拍到南極獨有代表性的影像作品！ 

DAY 18 
↓ 

DAY 19 

海上航程 (德瑞克海峽 Drake Passage) 

  結束南極半島的行程，我們繼續北上，穿越過有「魔鬼海峽」之稱的德瑞克海峽，此處是大西洋、太平洋、南冰洋的三
大洋流交會處，又位於南緯60度的西風帶，長年以海象不佳著名，但有時候又風平浪靜的，完全顯現出極地幅合帶的特性，
在2天的航程中，團員可以好好休息，整備身心，回味一下這次的南極旅行！ 



本團行程 

DAY 20 

烏蘇懷亞 (Ushuaia) 

  極地郵輪今天靠岸於阿根廷的烏蘇懷亞，號稱世界最南城市，早餐後下船，直接安排前往火地島國家公園，搭乘世界盡
頭蒸氣火車穿越火地島公園，欣賞拍攝森林、湖泊及群山的狀麗景色。中餐安排享用「帝王蟹大餐二人ㄧ隻」下午自由活動
可以在市區逛街及到海邊欣賞烏蘇懷亞迷人的風景。 
●宿：烏蘇懷亞 Cilene del Fuego Suites & Spa 或同級飯店 

DAY 21 

烏蘇懷亞 (Ushuaia)→布宜諾斯艾利斯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阿根延航空國內航線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下午安排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城市旅遊，参觀市區的著名
景點，晚上安排享用中式晚餐。 
●宿：布宜諾斯艾利斯美利亞飯店 或同級飯店 

DAY 22 

布宜諾斯艾利斯 出發→飛往 台北桃園機場 

  早餐後安排布宜諾斯艾利斯景點参觀，中午享用中餐後下午在老城區自由活動，團員可以在城區街拍或購物，晚上安排
享用阿根延的牛排大餐和欣賞阿根延著名的「探戈秀」表演。 
●宿：布宜諾斯艾利斯美利亞飯店 或同級飯店 

DAY 23 早上安排搭乘飛往智利聖地牙哥的班機前往智利，視航班時間安排飛往台北的班機 

DAY 24 機上 

DAY 25 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備註：1. 此海上行程為参考行程，因極地氣候多變，需視當時的天氣及海象狀況由探險船決定最適宜及最安全的行程安排！ 
   2. 因全球疫情影響，各航空公司航班尚未正常化，故行程航班安排會視情況彈性調整！ 



相關照片 



郵輪介紹 『海精靈號』 



公共區域 郵輪介紹 

餐廳 圖書館 健身房 酒吧 甲板 

接待中心 會議室 船長室 



郵輪介紹 房型 

經典套房 (Classic Suite) 

臥室區 

兩張單人床或雙人床 

大衣櫥、電視/光碟機 

休息室配備舒適沙發 

淋浴衛浴設備 

浴袍、拖鞋、盥洗用品及吹風機 

小酒吧及保險箱 

向戶外之大景觀窗 

精緻套房 (Superior Suite) 

臥室區 

兩張單人床或雙人床 

大衣櫥或更衣間、電視/光碟機 

休息室配備舒適沙發床 

淋浴衛浴設備 

浴袍、拖鞋、盥洗用品及吹風機 

小酒吧及保險箱 

向戶外甲板之大景觀窗 

豪華套房 (Deluxe Suite) 

臥室區 

兩張單人床或雙人床 

大衣櫥或更衣間、電視/光碟機 

休息室配備舒適沙發床 

淋浴衛浴設備 

浴袍、拖鞋、盥洗用品及吹風機 

小酒吧及保險箱 

向戶外之私人陽台 



行程報價 

美金部分 

郵輪艙房費（2人1室）、郵輪每日三餐、咖啡茶水點心免費供應（酒精性飲料及軟性飲料需自費），所有預定登陸、巡
遊、健行等活動及導覽費用（自費獨木舟活動除外）、贈送Poseidon Expeditions派克大衣ㄧ件，高筒防水鞋（免費提
供，離船前需歸還），依船艙等價格為： 

艙等 定價 

Classic Suite（經典套房2人一房） 20095 USD /人 

Superior Suite（精緻套房2人一房） 20395 USD /人 

Deluxe Suite（豪華套房2人一房） 22995 USD /人 

台幣部分 

行程列表上之住宿（2人1室）、行程交通接送、餐食、攝影老師指導費、旅遊責任保險、旅遊平安險、意外醫療險 
★預估報價新台幣：88000（此為參考報價，實際報價會依照實際行程作調整） 

行程報價不含 

國際線及國內線機票（提供航班建議或代訂服務），護照申請辦理及各國簽證費（提供代辦），極地個人活動（獨木舟、
陸地露營）費用，個人極地旅遊緊急撤退保險，國際領隊小費（300台幣*25天）、郵輪工作人員小費（24美元*17天）、
當地飯店服務小費，私人開支費用 



報名須知 

1.本行程團費分為： 

  陸上行程團費（台幣計價）及船上行程團費（美金計價）。 

2.台幣團費包含： 

  行程列表上之陸上住宿（2人1室）、行程交通接送、餐食（餐費自理除外）、攝影老師指導費、旅遊責任保險500萬、意
外醫療保險 

3.美金團費包含： 

  郵輪艙房費（2人1室）、郵輪每日三餐、咖啡茶水點心免費供應（酒精性飲料及軟性飲料需自費），所有預定登陸、巡遊、
健行等活動及導覽費用（自費獨木舟活動除外）、贈送Poseidon Expeditions派克大衣ㄧ件，高筒防水鞋（免費提供，離船前
需歸還）， 

3.報價不含： 

  國際線及國內線機票（提供航班建議或代訂服務），護照申請辦理及各國簽證費（提供代辦），極地個人活動（獨木舟、
陸地露營）費用，個人極地旅遊緊急撤退保險，國際領隊小費、郵輪工作人員小費、當地飯店服務小費，私人開支費用 

4.繳費流程： 

 1.報名成功後繳交3000美元訂金 

 2.2023/3/30 交齊團費30%（美元+台幣） 

 3.2023/5/30 交齊團費60%（美元+台幣） 

 4.2023/6/30 交齊團費100%（美元+台幣） 



報名須知 

5.行程取消及違約金： 

【美金部分】 

 基於極地郵輪行程特殊性，如欲取消訂位將依照船公司規定，收取相關費用如下： 

  1.報名確認後因故取消，收取船公司作業費用750美元 

  2.出發前120天-91天內（2023/06/28-2023/07/27）取消，收取船費20% 

  3.出發前90天內（7/28以後）取消，收取船費100% 

  備註：如團員報名確認後因故取消，可尋找代替者参加，船公司更名作業費300美元 

 

 

【台幣部分】 

 按觀光局定型化契約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規定，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解除契約者，應依乙方提
供之收據，繳交行政規費，並應賠償乙方之損失，其賠償基準如下： 

  1.旅遊開始前第41天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5%。 

  2.旅遊開始前第31-40天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10% 

  3. 旅遊開始前第21-30天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20% 

  4. 旅遊開始前第2-20天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30% 

  5. 旅遊開始前1天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50% 

  甲方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参加者，賠償旅遊費用100%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各款基準
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溱佑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甲種旅行社 交觀甲字 05784 號 

Add：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19樓-9 

TEL：07-333-2690 

官方網站 網路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