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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洛遊艇公司的獨特航遊概念〜北極＞

北極白令海 阿留申群島 棕熊 北極熊 日麗號 18 日
阿拉斯加棕熊捕鮭魚、探訪白令海浮冰上的北極熊、阿留申群島、大自然美景與野生動物
＜旅遊簡報＞週一到週五，下午任何時間，可一對一、一對二，請來電預約，02-25000585。
＜影片欣賞＞ You Tube : findertour001 or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dplR3ct1d2LeBffgI0W8V41DFrYXfAu
＜龐洛遊輪公司＞
龐洛遊輪公司旗下有：2010 年〜北冕號 Le Boréal、2011 年〜南冠號 L'Austral、2013 年〜日麗號 Le
Soléal、2015 年〜星暉號 Le Lyrial，是目前極區旅遊中最安全、最豪華的遊輪，而且，登岸皆由船尾
上下登陸艇。探訪被譽為世界盡頭的極區、挑戰全球不易抵達的邊陲旅遊景點，讓您生命留下值得傳
頌的故事與回憶。獨特航遊概念：以小而新穎的船隊穿梭於南極半島、亞南極，冰島，格陵蘭島，加
拿大北極群島－西北航道，俄羅斯遠東區－東北航道、堪察加半島、千島群島、美國－阿留申群島。
＜行程特色＞
 阿拉斯加名為「棕熊的故鄉」
：阿拉斯加又名為「北半球的塞倫加提」
，這裡的確有許多鳥類，海
中有座頭鯨、白鯨、小鬚鯨、海豚、海豹、海獺，而陸地則有一百零五種哺乳動物，包括北極態、花
白旱獺、野大白羊、棕色蝙蝠、飛鼠及殘暴的狼群。這裡有四百多種魚、將近三百種鳥類與七種兩棲
類動物迴遊、遷徒都得經過白令海、阿拉斯加。是一生一定要去的夢土。


阿留申珍貴生態奇景：每年夏天在白令海的阿留申群島海域，交會著黑潮 Kuroshio Current 與冷

洋流的親潮 Oyashio Current，於海面下產生了海中漩渦，將海底的營養鹽都捲到淺浮層，因此出現了
大量的浮游生物。而營養價值豐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著魚群、座頭鯨、上萬隻的海鳥，形成令人讚嘆
的自然美景，您將透過鏡頭一窺美麗的生態景象。
★ 阿拉斯加「極北地帶」：(外電報導)北極熊與太平洋海象遷移至此〜美國極北地帶和俄羅斯之間
的楚科奇海大陸棚水域，因海冰融化嚴重破壞棲地，北極熊與3.5萬隻海象湧上阿拉斯加遠北地帶。
然而，傳統的愛斯基摩人Inupia生活在貧瘠的土地上狩獵、捕魚、短暫的夏季採集莓子和根生植物。
愛斯基摩人最擅長的是乘坐狹小的獸皮獨木舟獵捕鯨魚、海象、海豹、北極熊。並且，狩獵海陸鳥類，
和大群的野生馴鹿交織成獨特的景象。同時是出現極光和極晝的地區。
★ 狹窄的白令海海峽：冰河時期的「白令陸橋」是人類首次遷移入美洲的通道。此海道充滿著浮冰、
冰山景觀，「北極三鯨」獨角鯨、白鯨、灰鯨，及其他鯨魚。更是搜尋浮冰上的北極熊最佳機會。
島嶼倒影個風景秀麗、天然景觀豐富的美麗土地，是全世界愛好探險的遊客最喜歡的自然秘境，將於
盛夏時節前往的原始海岸，乘坐橡皮艇登陸探索遙遠，而且，沿著隱秘海灣尋找鮮少人拜訪的野生動
物群聚地，此獨特的行程將造訪阿拉斯加原始海灣、遼闊苔原到高聳的海岸山脈，是喜愛攝影人士最
佳的背景。搭乘橡皮艇巡航，帶您欣賞美麗的海岸峭壁和精雕細琢的玄武岩地形結構，近距離觀看成
千上萬海鳥築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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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亮點＞
 迷失在白令海峽中〜：是由四個火山島嶼，大自然雕琢精緻美麗的風景，尋找繁殖季節中數量眾
多且特殊的海鳥，包括：紅腳三趾鷗、海鸚、花魁鳥、長尾小鸚鵡、鬚小海雀、冠小海雀、白腹小海
鸚、黑背信天翁。
 普裡比洛夫群島〜阿留申群島：欣賞並拍攝令人驚奇的自然美景，包括：高山、峽灣、瀑布、森
林及點綴著野生花朵的苔原。拍攝各種的野生動物，包括海象、鯨魚、海狗、海獺、北極狐和棕熊。


拍攝野生動物，例如鯨魚、北方毛皮海豹、海獺、北極狐



拜訪偏遠的白令海 (Bering Sea) 和普裡比洛夫群島 (Pribilof Island)，小代奧米德島。



乘坐衝鋒艇欣賞阿拉斯加令人驚奇的自然美景，包括：高山、峽灣、瀑布、森林和苔原。



尋找特殊鳥類，例如：海鸚(善知鳥)、花魁鳥、白腹小海鸚、白腹海鸚和紅腳三趾鷗…等。



搭乘最安全與最豪華的郵輪日麗號：大型私人遊艇的旅遊新概念，各有 132 間房，其中 90%都有

陽台，防冰撞擊為 1D 級(安全係數最高)，排水噸位有 10,700 噸，是目前整個南極旅遊最新、最安全
與設備最豪華的郵輪。我們將安排第四層甲板艙房－尊爵陽台房 (約 6.8 坪)，讓您享受全新法式浪漫
風情的裝潢，每個房間都備有獨立陽台，隨時可欣賞南極獨有的海面景致風光，不再只是透過極小的
框架窗來觀景。
＜出發日期＞：2016 年 : 7/27
團費：第四層尊爵陽台房：NTD 548,000 (含小費、機票) +國家公園 NTD 40,000
機票(商務艙) (需早訂位)：追加 NTD 80,000 起
＜費用包含＞
簽證費、全程來回經濟艙機票、飯店住宿(二人一房)、餐食、郵輪船費(二人一房)、保險費(500 萬意
外險、20 萬醫療險)、船上小費(含船上餐廳、房間)、講解員小費。
＜費用不含＞
證照費用、指定單人房與指定頭等艙(需各別加收費用)、個人通訊費、購物、飲料(船上飲料、酒)、
個別消費、洗衣費。
＜報名訂金(可刷卡) ＞：船費訂金 NTD：150,000 元。
＜第一期訂金(可刷卡) ＞：於 2016 年 3 月 01 日前，船費訂金 NTD：250,000 元。
＜最後團費餘款(可刷卡) ＞：於 2016 年 7 月 01 日－說明會當日。
＜備註＞：請務必詳閱與深入瞭解以下三點內容
我們有義務告訴您以下事項，希望您能仔細的閱讀，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請來電洽詢工作人員說明，
我們也將會把此備註說明內容，列為與您簽訂旅遊合約書的一部分！
一、每天遊輪航程雖然為預訂計劃內行程，但船長有權依當時的天氣及冰區狀況作調整修正，以確保
旅客及船舶航行的安全，尤其登陸南極大陸或島嶼行程(是有必要可變性的)，除了需要靠天氣、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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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有時也需要視野生動物出沒情況而定，目的是使遊客們有豐富的旅程。
二、取消注意事項：
1.於 3 月 01 日前取消行程者，需付清 NTD：150,000。
2.於 4 月 01 日前取消行程者，需付清 NTD：250,000。
3.於 6 月 01 日以後取消行程者，需付清 NTD：150,000 + NTD：250,000。
三、以下航班為參考航班，以最後訂到機位為準。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

出發日期：2016 年 : 7/27
01. 27/7 家園西雅圖
BR 026 D 2340/1930 (10:50)
下午，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美國華盛頓州的港口城市〜西雅圖，普吉特海灣和華盛頓湖之間。於同日抵
達，隨即接往飯店休息。
02. 28/7 西雅圖安克拉治→席沃 阿拉斯加
(船公司安排專機，正確航班號碼與時間出發一個月前告知) (17:00 前：登上波納特郵輪～日麗號)
早餐後，搭乘專機前往阿拉斯加半島之大城－安克拉治，於機上可欣賞到阿拉斯加山脈之冰雪景觀。
抵達安克拉治後，專車行經基奈半島，進入被譽為全世界最美麗的迴轉灣景觀公路之一，沿六十五公
里之哥伍德公路欣賞坦納根海灣，沿途海峽美景搭配冰河奇景，平地沼澤與雄偉的高山交錯。抵達席
沃碼頭區後登船，展開十五天的巡弋之旅。沿途欣賞基奈半島被稱【阿拉斯加的生態與冰河樂園】
，
主要是因為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積被冰雪所覆蓋，當冰消退之後，就會露出填滿海水的山谷，而這些被
冰河雕琢過的山谷，形成了令人驚嘆的峽灣，所以，山脈、森林、湖泊、冰河等高低不平的地形橫亙
其上。海洋生物而聞名，如：鯨魚、殺人鯨、海豚、海獅、海豹及水瀨，更也是極佳的賞鳥景點。而
公園內的極為豐富生態，黑熊、山羊、虎鯨、海獺、海豹、座頭鯨。請花費您的時間於房內的陽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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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9/7 卡特邁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Katmai Peninsula 棕熊捕鮭魚
此地是阿拉斯加棕熊家庭經常出沒捕食的主要區域，我們將搭小艇近距離觀賞岸邊可能出現的棕熊，
它們經常利用退潮時聚集海灘上揀拾蚌類，並且在小溪口捕捉鮭魚。
04. 30/7 昂加島 Unga
今天船將停泊在盎加島，此地有大大小小、深淺不一的海灣，能有更多機會搭乘衝鋒艇觀賞海獺及海
鳥，例如遊隼 (Peregrine Falcons)…等。登陸上岸欣賞遍佈的野花與野生苔蘚植物，還能看到古老水
杉森林木化石，證明此處曾為溫暖的氣候，是樹木茂盛的森林區。
05. 31/7 荷蘭港 / 阿馬克納克島 阿留申群島
荷蘭港即位於阿馬克納克島上，該島面積 8.5 平方公里，最早是北美貿易公司用於加工皮毛海豹的勝
地，現在是阿拉斯加最繁忙的捕魚和漁業加工廠。也是國家地理雜誌中熱門影集 Deadest Catch 捕捉
高價大王蟹的漁船基地，漁民在甲板上修補魚網，碼頭卸下大量的鱈魚；正是白頭鷹偷吃魚的聚集地。
★計畫登陸〜荷蘭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軍的遺跡，並參觀學校和阿拉斯加最古老的洋蔥頂型教堂。
亦有機會觀賞海獺和海鳥，包括遊隼 peregrine falcons，島上遍佈著野花與野生苔蘚植物，及逢鯨魚
遷徙的季節，將在海面搜尋鯨魚行蹤。
06. 01/8 聖保羅島 普裡比洛夫群島
聖保羅島是世界上最大的阿留申族人聚集社區，大約有 800 名阿留申人在此生活。島上有大量野生苔
蘚植物及野花，偶爾能看到北極狐；阿留申群島，好似大弧形的一長串島，綿延約 1600 公里，特殊
地形如同在白令海上連接勘察加半島和阿拉斯加的一座橋樑。124 座島嶼均由海底火山爆發的熔岩所
形成，已規劃成美國阿拉斯加的國際海洋野生物保留區，面積約 350 萬英畝，保留區內估計有 55 種
不同品種的海鳥群棲，總數達 4000 萬隻，種類繁多，數量驚人。
★計畫登陸〜聖保羅島：此島是海洋匯流區，海洋生物極為豐富，您將近距離欣賞紅面鸕鶿 redfaced
cormorants、三趾鷗 black-legged kittiwakes，海鸚 Horned puffins 與花魁鳥 Tufted Puffin “姐妹花”棲息
地。厚嘴海鴉 thick-billed、海鴉 common murres、和冠海雀 crested auklets、小海雀 least auklets、白
眉海雀 parakeet auklets、長腮鬚海雀 Whiskered Auklets、北方軟毛海獅大棲息區 northern fur seals、極
地藍狐 Arctic Blue Fox。
07. 02/8 航行於白令海 浮冰北極熊
白令海是太平洋北部被阿拉斯加半島、阿留申群島、堪察加半島、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圍成的一片水
域，北端通過白令海峽與北冰洋相連。白令海得名於最先發現它的歐洲探險家維圖斯·白令。最後冰
河時期，這「白令陸橋」是人類首次進入美洲的通道，人類和其他動物徒遷過白令海峽。
08. 03/8 小代奧米德島 Little Diomede
小代奧米德島是美國的島嶼，位於白令海峽海域，由阿拉斯加州負責管轄，與俄羅斯所屬的大代奧米
德島相互對峙。此群島是在 1728 年由丹麥探險家維他斯·白令所發現及命名。1867 年，俄國將阿拉
斯加賣給美國所簽的條約中，就明訂以此島為兩國分界。小代奧米德鎮在島的西側，島上有 135 島民
是因紐特人。
09. 04/8 Wewok (里斯本海角 Cape Lisburne) 尋找北極熊
屬北坡自治市鎮 North Slope Borough 的小鎮。早期因努特人稱此海角為 Uivaq，或 Wevok。里斯本角
被稱為 Uivaq Ungasiktoq，意思是“遙遠的海角”。是阿拉斯加國家海洋保護區中心 Alaska 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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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Wildlife Refuge：拍攝各種的野生動物，包括海象、鯨魚、海狗、海獺、北極狐。
10. 05/8 楚科奇海海上航行 At Sea - Looking for Ice Floe 浮冰北極熊
如果您想要觀賞鳥兒、鯨魚和極地野生動物。據統計約有 185 種鳥兒棲息於此，被譽為全球 200 大觀
鳥勝地之一。每年的夏季，這裏就會出現極晝現象，太陽懸掛在空中 84 天不落，從每年的 5 月 10
日持續至 8 月 2 日，吸引著世界遊客來此觀賞這一神奇的景象。
11. 06/8 巴羅 Barrow/ Drew Point 浮冰北極熊 71°17′44″北緯 / 156°45′59″W
巴羅 Barrow：美洲最北小鎮，是阿拉斯加位於極北的製高點以及極北地區最大的城市，北冰洋沿岸。
這裡生活著許多土生土長的愛斯基摩人。終年低於零下的氣溫卻讓很多人望而卻步。巴羅當地具有濃
鬱的北極愛斯基摩文化，遊客不僅可以在這裡看到野生的北極熊、親臨世界頂端的巴羅角、感受北冰
洋的獨特魅力，還可以找一位當地的愛斯基摩導遊帶你好好轉轉這座位於世界之巔的北極小城。
巴羅是美國阿拉斯加州的一座城市，位於北極圈以內，為美國最北端的城市，是世界十大最北端的城
市之一。多年來，捕鯨一直是當地居民從事的活動，因紐皮特遺產中心（Inupiat Heritage Center）記
錄著祖先的生活和捕鯨的艱難，也可在此觀賞愛斯基摩歌舞和遊戲。
12. 07/8 溫賴特 Wainwright 尋找鯨魚 70°38′50″北緯 / 160°0′58″西經
溫賴特，是美國阿拉斯加州的一座城市，人口有 746 人。有時在西南部海灘上，欣賞著因努特人巧妙
地切片和切塊一個鯨魚與鯨魚墓地，將是衝鋒艇尋找鯨魚的地區。岸上遍佈著野花與野生苔蘚植物，
及逢鯨魚遷徙的季節，將在海面搜尋鯨魚行蹤。
13. 08/8 波因特霍普 Point Hope 冰雪奇緣尋北極熊
阿拉斯加西北部的波因特霍普位於楚科奇海附近，有著悠久的生存狩獵傳統，然而這種生活方式已然
受到氣候變化和現代發展的衝擊。狩獵習慣因海冰融化而改變，年輕人對因努特族文化和語言的興趣
日漸淡薄。每年春季是捕鯨季節即將開始，波因特霍普還是一片冰天雪地。且是北美最古老的人類聚
居地之一。屬於阿拉斯加國家級海洋野生動物保護區。
14. 09/8 國王島 King Island
國王島位於威爾斯以南，諾姆西北約 140 公里，離岸邊約 64 公里。國王島寬約 1.6 公里）島的四邊
皆為斜坡。此島由詹姆斯·庫克以他的航海隊伍中其中一位中尉占士·金命名。此島屬於阿拉斯加國家
級海洋野生動物保護區白令海分部的一部分。於夏季時，島上居民會在島上及現今美洲大陸的諾姆附
近打獵尋找食物。將安排攝獵：包括海獅，海象，海鳥景觀。及對島上居民的傳統跳舞，如島上男性
跳的 Qagri 舞，基本上製造船隻，祈禱，聚會等活動全都會在 Qagri 舉行、和十二月的「Sauyatugvik」
的打鼓。此島屬於阿拉斯加國家級海洋野生動物保護區。
15. 10/8 穿越國際換日線
16. 11/8 普羅維迪尼亞 (楚科奇自治區 俄羅斯)
位於俄羅斯最東北角的普羅維迪尼亞，楚科奇自治區行政中心，座落於風景如畫的艾瑪海灣。人口約
5000 人，其中百分之五是楚科奇愛斯基摩人。
★登陸〜普羅維迪尼亞：參觀普羅維迪尼亞博物館，陳列著楚科奇人的歷史和文化的博物館，簡易的
城市，是俄羅斯邊疆城市的表徵，市民活動中心、技術學院、電影院、郵局、滑雪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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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2016-04-28

16. 11/8 諾姆 Nome西雅圖 (因經國際換日線於 8/11 飛抵西雅圖)
(船公司安排，正確航班號碼與時間出發一個月前告知)
郵輪上午抵達諾姆 Nome。早餐後，告別日麗號，辦理登岸手續後，乘車往機場。搭乘專機飛至西雅
圖。抵達西雅圖後，市區觀光：西雅圖著名「派克市場」(Pike Market Place)，看過飛魚嗎？而且「第
一家星巴克咖啡創始店」也在此處喔！隨後再前往「聯合湖」
，
「西雅圖夜未眠」電影中，男主角湯姆
漢克斯居住的「湖屋」
，就位於聯合湖上、前往全美著名「華盛頓大學」
，全美最漂亮的校舍，一棟棟
的東歐式建築，有哥德式的尖頂造型；也有巴洛克式的華麗裝飾風格，香糖牆 Gum wall，接著參觀
「水閘」欣賞船舶經水閘進出湖海的偉大工程！華燈初上之際，登上「太空針塔 Space Needle」，西
雅圖第一印象地標，塔高 185 公尺，由此俯瞰湖光山色，更能看到西雅圖最美的一面。SkyCity 餐廳
內用晚餐。
＜旅館＞西雅圖
17 12/8 西雅圖家園 BR 025 D 0150/0510+1 (12:20)
滿載著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憶返航，經國際換日線。
18. 13/8 家園
班機於早上抵達家園。
**以上航程為預訂計劃僅供參考，船長有權視天氣及冰區狀況而調整，以確保旅客及船舶航行安全**
*** 公司對行程及參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1.護照正本(有效期一年以上) +身份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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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治濬 蘇琬婷

連絡電話：02-2500-0585
行者無疆旅行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脫帽、去眼鏡、五官可清晰辯識、白色兩 FB 粉絲專頁連結 / Google+連結 / Youtube 影片連結
吋正面彩色相片兩張（頭頂到下巴的部分 Line@ ID : @spirittour / 微信 ID : spiritpeter
應佔影像的垂直長度 70~80%）
2.六個月內兩吋彩色照片 4 張

3. 公司名片
4. 須美國 ESTA 簽證、俄羅斯簽證
5. 請告知是否於 2011 年 3 月 1 日或之後曾
前往或曾身處伊拉克、敘利亞、伊朗、蘇
丹、利比亞、索馬利亞及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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