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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電話﹕（770）451-1212
傳真﹕（770）452-8082
外州﹕1-800-390-2888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越南 柬埔寨 7日遊 $1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11日遊 $49.00

韓國經典6日遊 $1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6日遊 $44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4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6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6天精華遊 $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7日遊 $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7天 $99.00

奇山秀水桂林6天 $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8天遊 $49.00

舞動北京5天 $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8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非凡探南極 (上)

身處在南極半島的夏天，眺覽
冰山壯麗景色令人精神爽朗，伸手幾
乎可觸摸到的海豹和企鵝，緊追捕捉
在海上跳踴的鯨魚身影....，眼光隨著
海帶鷗、藍眼鸕鶿等鳥類飛翔....，從
雪山滑下來的歡樂趣味....，狂風暴雪
往 臉 上 吹 打 的 刺 激 和 刺 痛....MS
FARM弗拉姆帶您進入這片從來沒
有嘗試過的天地，令您終生難忘。

我們從美國飛到阿根廷首都
Buenos Aires，住了一個晚上，再從
Buenos Aires 飛去世界最南端的城
市-烏斯懷亞(USHUAIA)碼頭，踏上
(MS FARM)弗拉姆船。MS FARM
弗拉姆始建於 2007 年，只航行南極
和北極兩個航線，她的任務是帶動客
人接近大自然，觀賞冰山與野生動
物。

MS FARM 十三天的登陸南
極，探討企鵝之旅從$6985 美元 to
$15500美元，建議各位最好選擇有露
台或窗口的房間，因為沒有黑夜，每
日二十四小時可以探頭觀望外面的
景 色，往 往 有 無 盡 的 收 獲！ MS
FARM弗拉姆擁有最高的安全標準，
是最佳的航海操縱，舒適完美的在極
地海域駛往。

MS FARM 載客兩百五十多
人，除了旅客 218 人，其他是工作人
員。MS FARM 沒有五花八門的賭
場，也沒有燈紅酒綠的舞廳。餐廳只
準時提供早、午、晚三餐。在會議室和
講堂前面有點心房二十四小時提供
餅乾、蛋糕和咖啡、茶。七樓有一個吧
台，喝喝小酒和飲料。四、五樓有很多
放鬆的休息室。活躍的客人可以使用
七樓設備齊全的健身房和桑拿房。健
身房和桑拿房外面的甲板上有按摩
浴缸，可一邊享受按摩浴的同時，一
邊欣賞經過南極或格陵蘭島的巍峨
冰山，給人留下特別難忘的回憶。

MS FARM弗拉姆擁有龐大專
業 團 隊：探 險 隊 隊 長：卡 琳 Karin
Strand，助理探險隊隊長：伊奈Schau
約翰森 Ina Schau Johansen，地質學
家，海洋環境學家，自然地理學家，體
育教育學家，戶外教育學家，冰川學
家和氣候學家，生物學家和攝影師。

每當到達冰山準備下船登陸
前，這群八、九位陣容不小的探險隊
先登陸探索，確保安全適當讓人登
陸，然後選擇穩定的雪山路線，插上
紅旗做地標，紅旗內的是安全地帶，
紅旗外面非安全區域，就不能越過，
每次就是這樣的由探險隊全部安排
妥 當後才開放，宣布遊客分隊登陸。
船上兩百一十多人分七組，首先讓前
三、四組先登陸，中間休息一陣子，慢
慢.....先登陸的人陸續回到船上去，
其他幾組人員也繼續登陸。就是，不
希望太多人同時登陸。

之前MS FARM給大家上課，
許許多多的溫馨提示，務必要尊守上
岸規定，與企鵝或海豹的距離至少五
米，但是企鵝常常會在你身邊擦身而
過，那就請你守之不動！靜靜的觀看
和拍照好了。我常說海豹「真懶！」，每
次看到它們總是躺在雪地上不動，挺
多將尾巴翹起左右搖擺一下！專家
說：「海豹身體巨大，在海上游泳，找
食物消秏許多精力，所以一上岸就是
睡覺，補充體力。」企鵝可不一樣，它
們像活潑可愛的小孩，大家看著企鵝
活動，會由內心發出喜歡。企鵝也會

淘氣，偶爾逗逗 旁邊的企鵝，弄火了
同伴，生氣的企鵝就會追著淘氣企
鵝，一跑一追，很有趣！

企鵝是一夫一妻制的動物，企鵝
每次只產一枚卵。它們在產卵之前會
先築巢，雄企鵝走到附近銜石頭回來
做巢，將小石子圍成一個窩的形狀，
可以防止卵的滾動。但在南極，由於
到處是冰雪覆蓋，小石子數量是相當
有限的。有一天，一隻雄企鵝建築自
己的巢穴，走到附近銜石頭回來做
巢，來來回回走了好多次，怎麼石頭
還是不見多！原來後面有一個賊雄企
鵝偷懶不去勞動，取巧偷其他雄企鵝
銜回來的石頭，最後被發現還是會受
到懲罰的，不只被對方追還被對方用
身體猛撞，以示警告，這就是給懶企
鵝的教訓。

孵化時由雄企鵝將其放在兩腳
的蹼上並用肚皮蓋住，此其間，雄企
鵝停止進食，完全靠脂肪維持生命，
直到幼企鵝孵出，其體重可減輕1/3。
雄企鵝為了培養下一代，從大力地捍
衛自己精心製作的巢穴，至撫卵期全
部都是雄企鵝的...責任，看來，要當
企鵝爸爸可真的不容易喔！還有，雌
企鵝也很會吃醋，發現企鵝老公和其
他企鵝狐狸精眉來眼去，它很會捉
狂，在企鵝老公面前「哆哆！哆哆！」嘀
咕個不停，一直唸到企鵝老公懺悔低
下企鵝頭為止！看來，不只企鵝爸爸
不容易當，做企鵝老公也頂難的呀！

為了保護原始地方生態，提醒
各位做好環保措施，不帶塑膠袋、衛
生紙之類東西上岸，每一位旅客穿著
藍色的防風防水衣是 MS FARM 弗
拉姆贈送，他們稱為「衝鋒衣」，而雪
地靴是$20美元租用，至於防風防水
的長褲是自己帶來，當局還檢察各位
務必先把防水的長褲從每個角落和
口袋用吸塵機吸乾淨，以免帶細菌和
種子下去，影響生態。大家登陸的前
後也必須踏入消毒水清洗雪地靴，免
除後患！除了固定的登陸雪山活動之
外，還有多種付費活動：乘艇入冰川
河賞冰、雪地徒步，皮划船，還有很多
人夢寐以求的——在雪地帳篷裡過
夜！大家就好好藉此機會圓夢吧！

上船的頭兩天，因為要經過德
雷克海峽，兩天at sea 都在船上度過。
德雷克海峽（Drake Passage）是南美洲
智利合恩角與南極洲南設得蘭群島
之間的海峽，是南冰洋的一部分，連
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峽東西長約
300公里，南北寬達900-950公里，最
窄處寬645公里，是南極洲與其他大
陸最短的距離，海峽平均深3,400米，
最深5,248 米，當地位於六十度西風
帶，著名多風暴，風雨一整年都相當
惡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航道之一。
海峽是以發現者16世紀英國海盜 船
船長弗朗西斯•德雷克的名字命名，
德雷克本人最後也沒有航經該海峽，
而選擇行經較平靜的麥哲倫海峽。

因為以前很多船被狂 風打沉
捲入海底，德雷克海峽被人稱之為

“殺人的西風帶”、“暴風走廊”、“魔鬼
海峽”，是一條名副其實的“死亡走
廊”。當 MS FARM 經過德雷克海峽
的兩天，在餐廳用餐的人數也少了一
半，很多人吐得唏哩嘩啦！臉青唇白！
五臟六腑 被震動到全都打結似的。
船就在風力八級以上顛覆，海浪波濤
洶湧！不暈船才怪！不過，只要不固
執，載上按摩手腕穴位的帶子或呑一
粒防暈藥那就OK啦！

兩天後，我們終於越過德雷克
海峽，氣候漸漸恢復正常，接近充滿
傳奇色彩的象島(Elephant Is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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