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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洛遊艇公司的獨特航遊概念 〜亞南極、南極半島＞

2017 堪察加半島 千島羣島 庫頁島 龐洛遊輪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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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v=mBRGapTf_LY
＜龐洛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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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航遊於大型的遊輪無法抵達的景區，對旅遊行程與攝影活動上更多活動空間，是個多樣化的行
程，含概著有如詩如畫的花地毯－副極區寒帶草原、可口藍莓和野草莓，然而沼澤地帶之雁鴨科、鵝、
馴鹿、棕熊、北極松鼠、狐狸、金鷹，和海島、海岸之海象、棕熊、藍鯨、灰鯨，皆是鏡頭下之獵物，
而北極海鳥之棲息地將挑戰您的感官。
 「冰火之國」美稱的勘察加半島：位於俄羅斯領土遠東區，地形為東西窄而南北長，全長達 1600
公里，東西最寬處約為 470 公里。半島三面各為太平洋，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面積 372,300 平方公
里，堪察加的意思是「遙遠之地」
，原始、天然、荒涼，由其是堪察加有 160 座火山，其中 29 座為活
火山，屬於全球火山活動最頻繁的地區，有 19 座火山為世界自然遺產。景色吸引世界各地的觀光客，
海岸線、海島、火山、溫泉、間歇泉、湖泊、森林、野生動物等，獨一無二的地貌、生態，成為全世
界旅行家、攝影家視為必訪的自然秘境。
 「千島群島」：位於西太平洋北部的弧形火山島群，連接堪察加半島和日本北海道，西瀕鄂霍次
克海，東臨太平洋。群島總面積約為 15600 平方公里，南北綿延達 1200 公里。群島中以擇捉島最大，
面積 3139 平方公里，有海灣十餘處，可停泊大型船艦。島弧東側的千島海溝，最深處達 10542 公尺。
航遊在極為完全陌生的鄂霍次克海（極寒之海）
，個個島嶼的地表充滿著被原始草原、森林層層覆蓋，
美麗火山湖多變化而深邃的顏色，從天藍色到綠色，由灰色漸變到藍色。及滿天飛舞的海鳥棲息區、
隱密式的觀察野生生物，近距的攝獵生態，體驗空中佈滿著海鳥飛翔，吱吱叫著交錯著黃昏景觀。
 「薩哈林島或庫頁島」：是俄羅斯聯邦最大的島嶼，位於北太平洋，日本以北，緊鄰哈巴羅夫斯
克邊疆區，屬於薩哈林州。其地形狹長，南北長約 900 多公里，面積約 76400 平方公里。首府南薩哈
林斯克 Yuzhno-Sakhalinsk，是政治經濟中心與工業重鎮，依然保有純樸之美，棋盤式街道與穩重的石
材建築，則帶著濃濃的舊蘇聯情調，人口約 18 萬。其在中國歷史上曾被稱為苦兀，在 19 世紀俄羅斯
通過《璦琿條約》
、
《北京條約》強迫中國割讓庫頁島給俄羅斯。俄羅斯遠東唯一有豐富的石油、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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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資源的地區，號稱＜遠東科威特＞。
 搭乘最安全與最豪華的郵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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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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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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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下航班為參考航班，以最後說明會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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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7 年(以下行程之航班為參考航班，以最後訂到機位為準。)
01. 家園首爾 Seoul
今日搭機前往韓國首都首爾。隨後，前往船公司安排的旅館，辦理報到手續與其他各國團圓會合。
＜旅館＞Plaza hotel 5* www.hoteltheplaza.com/eng
02. 首爾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 Petropavlovsk ＜堪察加半島 俄羅斯＞ (登船 18:00)
今日搭專機前往堪察加半島，位於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的半島，是堪察加邊疆區管轄，首府彼得羅巴
甫洛夫斯克位於半島的東南部。勘察加半島長 1,250 公里，面積 472,300 平方公里。半島西濱鄂霍次
克海，東臨白令海及北太平洋。 (船公司安排專機，正確航班號碼與時間出發三個月前告知)。抵達
佩特羅帕夫洛斯克‧勘察加。(18：00 前，登上龐洛郵輪)
03.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 起航 20:00
搭乘觀光船遊覽阿邦察灣，三座造型獨特的礁岩矗立，是阿邦察灣的地標「兄弟岩」，並欣賞史塔力
契科夫島海鳥棲息處，有無數來自西伯利亞與日本的候鳥之棲息處，稱為海鳥樂園。並可見海豹等野
生動物棲息於此，或許還會遇見鯨豚！船上享用午餐，品嚐當地特有的 Ukha 魚湯，俄式料理。起航
前於甲板上欣賞黃昏迎著夕陽。20：00 起航、南方號展開十六天的千島羣島 庫頁島領航祕境遊蹤。
04. 阿賴度島 Atlasova ＜千島群島 俄羅斯＞
阿賴度島位於千島群島最北端的火山島，島名來源於日本阿伊努語。最高峰阿賴度山(海拔 2339 公尺)
圓形火山島嶼、位於群島最北端，有阿賴度富士的美譽。阿賴度山自 1770 年至 1996 年期間有數次大
規模噴發，其中 1790 和 1981 年歷史之最。
05. 占守島 Shumshu
占守島位於千島群島東北方的島嶼，與勘察加半島洛帕特卡角僅有 11 公里之遙，面積 388 平方公里。
島上主要居民點為片岡。長 28 公里、寬 15 公里、最高點海拔 171 公尺。
★計畫登陸：欣賞大戰遺跡，南角上的雷達站、罐頭工廠、坦克戰役紀念館、野性美的湖泊和沼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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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海獺棲息地。
06. 幌筵島 Paramushir
幌筵島，千島群島北部主島，亦稱波羅茂知島，，北距勘察加半島約 39 公里，面積 2053 平方公里。
幌筵島位於千島群島之北部之主島，與占守島僅隔 2.5 公里的海峽相望，距勘察加半島約 39 公里，
面積 2053 平方公里，屬俄羅斯聯邦薩哈林州管轄。登陸並健行於有如綠色地毯之亞極地及遍地野花
之景觀，尋獵野生生物，及綺麗的湖泊倒影景觀，皆是您不可錯過之鏡頭。
07. 溫內古丹島(黑湖) Onekotan Island / 千島羣島
溫內古丹島是個無人居住的火山島，太平洋包圍的「火光環」，海島的面積是 315 平方公里，海島長
42,5 公里和寬 11 至 17 公里。島南端有個「島中有島」的奇特景觀，其火山口湖名為幽仙湖，湖中有
全島最高峰黒石山，海拔是 325 公尺，以皇家俄國海軍的 Pyotr Krenitsyn 上尉命名。海岸地區多為綿
延的斷崖，僅有少部分的沙灘交錯其中。行政區屬俄聯盟的薩哈林島，位於千島群島的北端。
★計畫登陸：欣賞黑湖生態區，可看特別西伯利亞種之黃嘴潛鳥 yellow billed loon、青足鷸 greenshank、
黃胸鳴雀 yellow-breasted bunting、遠東麻鷸 Far-Eastern curlew 和燕鷗 common tern。且健行於樺樹森
林中也許看到 Steller 海鷹。及極區之野花。
08. 希阿西歐塔尼 Shiashikotani / 洛烏希 Lovushi
航行於希阿西歐塔尼海角的海岸線北部，由於強勁的浪潮，而形成豐盈的水中食物，所以，我們將航
經灰鯨常捕食之區域，並且，欣賞許多海鳥哺養之棲息處。而納瓦林海角是前往北美洲的航標，每當
退潮之際而且海水更低時，則形成通往北美洲之陸橋。
09. 松輪島 Matua
松輪島是俄羅斯千島群島中部的無人居住火山島，島嶼呈橢圓形，長 11 公里，寬 6.5 公里，面積 52
平方公里。島上有兩座火山。位於西北角的薩雷切夫火山為全島最高點，海拔 1496 公尺，亦是最活
躍的火山之一，另一座火山位於島嶼南部，海拔 127 公尺。
10. 晏啟恰 Yanchicha /新知島 Shimushir
俄羅斯千島群島之新知島，有一系列的瘦長型的火山海島海拔 1539 公尺，島嶼長 59 公里，寬 12 公
里，面積 227 平方公里。於 19 世紀曾經有伊努特人和阿留申人之定居。在冷戰期間至 1994 年是前蘇
聯之潛水艇秘密基地。
★計畫登陸：於新知島的晏啟恰，漫步在“聲音猶如一部交響樂“之鳥樂團，盡情欣賞著有姐妹海鳥之
稱的冠海雀 Crested Auklets 及腮鬚海雀 Whiskered Auklets 的棲息處(僅見於北太平洋)，及北方白腹穴
鳥 Northern Fulmar，黑背海鷗、小海雀 auklets、三趾鷗 red-legged kittiwakes，或許有機會欣賞到極地
藍狐 Arctic Blue Fox，殺人鯨 Killer Wlahe。
11. Chirpoy
直立的岩石從島上分開，岩石有多鳥類如鷗和三趾鷗的巢穴，且沾滿了鳥糞的肥沃植被斑塊，漂亮的
火山島，山錐形頂部和高聳懸崖。是灰鯨常捕食的海域，及海邊活動之海象(海象屬 rosmarus)。
12. 烏雷尼島 Tulenyi 薩哈林州 (庫頁島)
烏雷尼島 Tyuleny (海豹島)，世界上最大的北方軟毛海獅棲息處之一，及著名的十數種海鳥棲息處。
在海島上有俄國研究工作站，並有隱密式平台觀察的野生生物。並可攝獵近距的海鳥，空中佈滿著海
鳥飛翔著，吱吱叫著。黃昏景觀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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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科爾薩科夫 Korsakov 薩哈林州 (庫頁島)
科爾薩科夫是遠東聯邦管區薩哈林州僅次於南薩哈林斯克的第二大城市。在日本統治時期被稱為大泊，
是庫頁島上重要的港口都市。
14. 小樽市 Otaru (日本) 抵達 06:30 / 起航 18:30
小樽市：北海道一座港口都市，鄰接北海道首府札幌市，由於有大量歷史建築物，因此成為日本非常
受歡迎的旅遊城市之一。搭乘快速火車可在半小時抵達札幌市，因此也成為札幌的衛星城市。
★計畫登陸：小樽運河、河畔的煤氣燈、小樽玻璃工藝品、原色內站附近的手宮線遺跡、天狗山俯瞰
石狩灣沿岸的小樽市區與小樽港。
15. 航行於日本海 At sea
16. 金澤市 Kanazawa (日本 Japan) 抵達 07:30
於 07:30 抵達金澤市：是位於日本石川縣的城市。北陸地方最大的城市之一。可造訪「兼六園」，日
本三名園之一。
17. 金澤市－40m 小松家園
班機於下午抵達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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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六個月內兩吋彩色照片 2 張
(脫帽、去眼鏡、五官可清晰辯識、白色兩
吋正面彩色相片兩張（頭頂到下巴的部分應
佔影像的垂直長度 70~80%）
3.公司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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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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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粉絲專頁連結 / Google+連結 / Youtube影片連結
Line@ ID : @spirittour / 微信 ID : spirit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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