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美 ( 阿根廷、南極探奇之旅 )

十六天深度遊 行程編號 ARBUEBUE16X

交通資料：乘坐法國航空公司 (AF) 豪華客機往返, 在阿根廷內陸航空交通以經濟艙作安排 (註：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

香港  巴黎 約早上10：05起飛 / 同日下午17：00抵達

巴黎  布宜諾愛麗斯 約晚上23：20起飛 / 翌日早上08：05抵達

布宜諾愛麗斯  烏斯懷亞 約早上07：25起飛 / 同日早上11：00抵達

烏斯懷亞  布宜諾愛麗斯 約下午13：45起飛 / 同日下午17：13抵達

布宜諾愛麗斯  巴黎 約下午17：00起飛 / 翌日早上11：00抵達

巴黎  香港 約下午13：45起飛 / 翌日早上07：20抵達

日程內交通會以5座位商務房車為基準，如超過此人數會改以其他車種及團費亦會有所調整

註 ： 此團不會安排隨團出發領隊服務, 免收旅行團服務費

阿根廷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面積在拉丁美洲僅次於巴西，是世界第八大國家。她亦是離香港最遠的國家，
正正位於地球的另一面。阿根廷是我至今到訪過的拉丁美洲國家之中、古文明遺蹟最少的國家之一，但
著名自然風光之景點卻很出名, 如北面跟巴西接壤的伊瓜蘇瀑布中部湖區安第斯 (Andes) 山麓下的小鎮 San 
Carlos de Bariloche 及 San Martin de Los Andes、巴塔哥尼亞 (Patagonia) 地區的莫雷諾冰川 (Moreno Glacier) 
以及在火地島 (Tierra del Fuego) 上那號稱「世界盡頭城市」的烏斯懷亞 (Ushuaia)。值得一遊。
 
南極洲包括南極大陸及其周圍島嶼，總面積約1400萬平方千米，其中大陸面積為1239萬平方千米，島嶼面
積約7.6萬平方千米，海岸線長達2．47萬千米。南極洲另有約158.2萬平方千米的冰架。南極洲的面積占地
球陸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相當於一個半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南極景觀及生態可算是獨一無二，因氣侯變
化及人為因素，各國對於前往南極觀光之人數限制亦越來越嚴謹，所以把握時機, 及早遊覽。

二人獨立成團
   商務機位

$119,999起/每

   經濟機位

$940,999起/每

不包括來回香港機票

$83,999起/每位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第一天
香港 > 巴黎 (機程約13小時) ＞ 布宜諾愛麗斯 (機程約
13小時45分鐘)
 夜宿於航機上。

第二天
布宜諾愛麗斯 五月廣場 > 總統府(外觀) > 下午自由點
五月廣場 (Plaza de Mayo)：以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為主，在18

世紀時，該處為居民的主要居住地，現在則成為政府機關的聚集

處。

總統府 (外觀) (Casa Rosada)：建於十九世紀末的總統府，當地人俗

稱為玫瑰宮，主要是因為它的外牆顏色為粉紅玫瑰色。

入住五星級 Hotel Hilton Bueno Aires 
早、午餐：於航機上享用。
晚餐推介：Bar 6，費用自理。

第三天
布宜諾愛麗斯 > 烏斯懷亞 (機程約4小時) > 火地島
國家公園  > 世界盡頭觀光火車烏斯懷亞  (Ushuaia)：

她距離南極大陸只有8 0 0公里，是前往南極考察團與探險隊

的重要基地，火地島就位於烏斯懷亞的最南端，也是地球上

除南極大陸以外最南端的陸地。 1 5 2 0 年麥哲倫由遠處看到

印第安人 在島上燃起的堆堆篝火，因而將此處命名為「火 

地島」。

火地島國家公園 (Parque Nacional Tierra del Fuego)：佔地6.3萬公

頃，周圍雪嶽環抱、森林密布，湖泊清澈，冰川風光別具特色，

由於生態資源保存良好，公園內可見野兔築巢、海狸築水壩，茂

盛的山毛櫸樹林裡還可以發現為數眾多的銀狐、啄木鳥、美洲

鷲、梟和鷹等罕見的動植物，島南面還時常有巨大的藍鯨出沒。

入住五星級 Las Hayas Resort Hotel 
早餐：於航機上享用。
午餐推介：於市內烏斯懷亞市內餐館，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於住宿酒店之餐館，費用自理。

第四天
烏斯懷亞 > 馬索冰川 > 蘇外亞博物館 > 下午登船 

馬索冰川 (Martial Glacier)：這裏距市中心7公哩。所以徒步上

山，沿途風景美麗和客人可在此遠眺烏斯懷景貌。

蘇外亞博物館 (Maritime Museum of Ushuaia)：這座博物館建築
物以前是用作囚禁犯人的地方，所以除了有海事博物館外，也
有一個監獄博物館，可以入囚室內參觀，還有圖片作介紹。入住 

Antarpply's Vessel "Ushuaia"（Room Type : Cat B)

早餐於住宿酒店餐廳享用。
午餐推介：於市內烏斯懷亞市內餐館，費用自理。
晚餐：於船上餐廳，費用已包括。

第五天 至 第六天 
穿越德雷克海峽前往南雪特蘭群島及南極半島

德瑞克海峽 (Drake Passage)：南冰洋可分為數個海域，其中以德
瑞克海峽最狹窄，寬為約1100公里，位於南極半島與南美洲大陸
間，在那裡由於寬度變小，使海流變得更為強烈，常有風暴，船
隻航行更為艱險。是南極景點中的代表之一。

入住 Antarpply's Vessel "Ushuaia" （Room Type : Cat B)
早、午餐及晚餐：於船上餐廳，費用已包括。

第六天 至 第十天
南雪特蘭群島及南極半島

南雪特蘭群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s)：南雪特藍島是在1819年
英國探險家 William Smith 發現此一島群，他在航海日誌中敘述此
地為覆蓋在冰雪之下的一片荒地。到處有大群海豹。島群中「半
月島」或「活石島」，島上有數不清的企鵝築巢群棲，包括南極
燕鷗，海燕、藍眼海鴨、海鷗…等，在海空中盤懸飛翔它們並多
在懸崖峭壁上築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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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有二種植物苔蘚、地衣類，也在島上利
用短暫的夏季期間茂盛地成長。我們將在此島群中探尋企鵝、海
鳥與海豹的行蹤。
南極半島 (Antarctic Peninsula)：是南美洲對岸的西南極洲上的一
個半島，為南極洲唯一的一個在南極圈外的領土。南極洲的最高
峰文森峰亦位於南極半島。相較於南極洲的其他地區，南極半島
氣候較為溫和，因此大量科學考察站設立於南極半島及其周邊島
嶼。您將有充足的時間來探索其驚人的風景，包括原始的荒野，
雪，冰，高山和水路，及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野生動物王國。除
了企鵝和海鳥外，你很可能會看到的威德爾海豹，食蟹海豹或豹
形海豹以及同小須鯨，殺人鯨和座頭鯨等作近距離接觸。

如天氣及冰雪情況許可下，船舶會駛經以下壯麗的水道：
傑拉許海峽 (Gerlache Strait)
的諾伊邁爾通道 (Neumayer Channel)
和勒梅爾通道 (Lemaire Channel) 

預計登陸地點包括：(須視當天實際天氣及冰雪情況)
天堂灣 (Paradise Bay)
保萊特島(Paulet Island)
梅爾基奧爾島 (Melchior Islands) 
庫維爾島 (Cuverville Island)
 波塔爾角 (Portal Point)
納克港 (Neko Harbour) 
普列奴島 (Pléneau Island)
彼得曼島 (Petermann Island)

備註：所有登岸觀光均需依當時天氣狀況由船公司安排，登岸時間及地
點皆無法保證，當進行岸上活動時，由導遊分組進行，敬請遵守導遊解
說及注意事項。乘小艇登岸因偶要涉水上岸，故需準備防水長筒膠鞋，
另需準備防水外褲、頭套及手套等禦寒設備。南極氣候變化莫測，需預
防突如其來的氣溫驟降。南極半島遊輪公司將無法負責旅客任何醫療保
險事項，請旅客自行購買所需的保險。

入住 Antarpply's Vessel "Ushuaia" （Room Type : Cat B)
早、午餐及晚餐：於船上餐廳，費用已包括。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注意事項﹕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小童不佔床為標準。如單人報名

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女之情況，旅客須補回單人房差額。

2. 免收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團費已包括十萬元之平安保險，但不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費及飛機

燃油附加費；遊輪港口服務費、碼頭稅及遊輪燃油附加費。另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

其他徵費的服務費每位港幣30元。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社保留

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必須於出發

前全數補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社可將訂位作廢，已繳之所有款項(包括團費及各項額外費用)將不

發還及不會撥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

動，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為準。而各項價目及細則，期間如有更改則以報名為準，恕不另行

通知。

4.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

購買或自備綜合旅遊保險。若旅客於出發前14天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本社將

會取消客人之訂位及可能扣除旅客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此條款只適用於旅行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

報名前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條款」及「旅客須知」。旅客可於新歷遊網站 (www.leisurelytours.

com) 下載或向本社職員索取。

6. 於2011年7月1日起報名參加旅行團，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

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

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或向本社職員 

查詢。

LT-ATUH16X-120910

第十一天 至 第十二天
穿越德雷克海峽返回烏斯懷亞

船舶開始北回航行，經德雷克海峽返回烏斯懷，一望無際的海

洋，以及數天南極旅程，所見所聞，必定令你留下一個難忘的 

回憶。

《南極旅行提示》
請各團友遵守(南極條約)及各國考察站規定的南極環境保護條例，例如不
觸碰動物，植物，鳥類和魚類，不拋棄廢物，不在南極空間吸煙。南極
夏天日照長，大部份之活動在外面，要準備防曬用品。由於前往南極的
醫療費用較為昂貴，所以船公司要每位旅客準備個人的旅遊保險，同時
每位旅客必須要填報個人健康申報表，並在出發前90天必須交回船公司
存檔。

《所攜帶的極地背包，服裝》
前往南極之服裝最好在戶外用品專門店購買，要挑選輕便，防水 抗寒 堅
固的，鞋子更要防滑，同時準備個人望遠鏡。可攜帶個人之長靴或在船
上向船公司租賃。在船上將為您提供有頭套的極地風衣。

註：以上航程為預訂計劃僅供參考，船長有權視乎天氣及冰區狀況而調
整，以確保旅客及船舶航行安全。

第十四天
布宜諾愛麗斯 > 上午享用酒店設施 > 聖泰慕區 > 巴黎 
(機程約13小時)

聖泰慕區 (San Telmo) : 此區小型富當地手工藝店林立，害人

可感受到在遊客區逛街購物的熱鬧氣氛或購買心中喜好紀念品。

夜宿於航機上。
早餐於住宿酒店餐廳享用。
午餐推介：Restaurant Casa Coupuge，費用自理。
晚餐：於航機上享用。

第十五天
巴黎 > 香港 (機程約11小時35分鐘) 

抵達機場，在機場候機室等候轉機，轉乘航機返港。

夜宿於航機上。
午餐：於候機室內享用，費用自理。
晚餐：於航機上享用。

第十六天
香港

航機於是日早上抵達香港，行程到此完畢。

入住 Antarpply's Vessel "Ushuaia" （Room Type : Cat B)
早、午餐及晚餐：安於船上餐廳，費用已包括。

第十三天
烏斯懷亞 > 布宜諾愛麗斯 (機程約4小時) > 探戈舞表
演

探戈舞表演 (Tango Dancing Show)：晚上安排欣賞阿根廷著名

『聲、色、藝』著名精湛舞藝之『探戈舞』表演。

入住五星級 Hotel Hilton Bueno Aires 
早餐：於船上餐廳享用。
午餐：於航機上享用。
晚餐推介：Restaurant Bardot，費用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