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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570
Serving Sinc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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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大家興奮的猛拍照。沒有登陸
的時候，船上有安排節目：中、英、德
語具學術性的影片或講座：如氣候、
環保、大自然、宇宙、企鵝、動物與鳥
類等等。

亨里克Arctowski
到了亨里克Arctowski，我們很

興奮第一次登陸南極，塗上防曬液、
載上墨鏡、帽子，穿上衛生衣、毛衣和
船公司送的籃色「衝鋒衣」，和衛生褲
及防水褲，這是探險隊隊長提示不用
穿太多，三件就夠。果然我們再穿上
那雙雪地靴和扣上那件救生衣之後，
剛好適應外面-1℃ 至-4℃的天氣。

亨 里 克 Arctowski，地 質 學 家
Gerlache1897 年的比利時南極考察
隊，波蘭阿克托夫斯基 Arctowski 研
究站是金鐘灣喬治王島的海岸。海灣
曾經是 Admiralen，第一捕鯨工廠船
在南大洋和 whalebones 扔垃圾的海
灘。基地工作人員 Arctowski 建立了
一個信息中心，讓遊客能繼續參觀該
站，而無需中斷正在進行的工作。往
往錯誤地稱為一個“禮品店”，小木屋
是由回收材料建成的站，工作人員在
他們的業餘時間，兼顧招待進去避開
刺骨寒風而喘息的旅客。

亨里克 Arctowski 雖然相當寒
冷，輕輕地下雪，還好沒有風和清晰
度也還不錯！在這裡有阿德利，下巴
和 Gentoo 企鵝品種，使之成為自己
的繁殖生物學研究的比較獨特的地
方。

中國長城科考站Great Wall
因為這次的遊客超過半數是

老中，(中國一百人、美國和加拿大十
多人)船公司特意為中國乘客選擇
了-中國長城科考站 Great Wall。長
城站一般不對普通遊客開放。該站建
成於 1985 年 2 月 20 日，是中國在南
極洲建立的第一座科考站，它位於智
利科考站2.5公里處，建在海平面10
米以上的無冰層上。在夏季，有40科
考隊員，在冬季14左右的科考隊員。
長城站也有T裇、郵票、明信卡等紀
念品出售，但不如英國的港口Lock-
roy東西來得多，可是，長城站的活動
廳堂特別大，可容納很多人和進行許
多活動。長城站果蔬來自蓬塔，蓬塔
城就在智利的最南端。

南極除了長城站，1989年建立
中山站， 2009年在南極內陸建立昆
侖站，開展天文觀測、深冰芯鉆探和
測繪等科考工作。中國除了在南極長
城站，中山站，昆侖站外，在1995年
中國開展民間遠征北極活動。1998
年海洋局組團 孝察了至北極點的北
冰洋航線和自然環境，為此北極考察
團 奠定了基礎。1999年組織首次考
察團 考察，2003年二次考察，2004年
建立北極黃河站，位於挪威斯匹次卑
隐根群島的新奧爾鬆地區，可供 20
至25人工作和居住。

Half Moon Island半月島
半月島是隐藏在風景如畫的山

區和附近的利文斯頓島冰川的影子
兩公里長（1.2英里），月牙形的島嶼。
這是一個大型南極企鵝群居。有著大
量Chinstrap企鵝棲息。除了有一座小
山，寬闊的海灘，著陸很容易，步行也
不難。懸崖圍繞不少南極燕鷗，海鷗
海帶，雪sheathbills和威爾遜的海燕。
同時在半月島和利文斯頓島是觀察
露脊鯨最佳的地點。海灘的西端是
Teniente 礦區卡馬拉站上印的橙色
其龐大的阿根廷建築。是阿根廷廢棄
的科考站。還有不少年輕人在海灣游
泳，雖然都是蜻蜓點水式，但是這麼
冷的天氣也夠了不起啦！有位中國年
輕朋友說：「我是為我女兒做的，我回
去會告訴她，『爸爸做到了！』」。

捕鯨者灣Whalers Bay
捕鯨者灣是迪塞普申島坍塌

的缺口而造成的天然海港。該缺口有
200米寬。在1905年時捕鯨者灣是捕
鯨船和屠宰鯨魚工廠的所在地。1912
年建立的用來處理鯨魚肉和鯨魚骨
的海岸基站在 1931 年關閉。在雪地

上還是看很多遺留的鯨魚骨頭，不
過，我們也只能拍照，而不會碰任何
一草一木。

米克爾森港Mikkelsen Harbour
邁克遜港: 這塊岩石小島座落

在三一島蘇格茨堡和博格角的中間。
即使在夏季整個島也籠罩在白雪之
中。該島是瑞典探險隊在 1901 年發
現的。在島上可以看到金圖企鵝，和
海豹懶洋洋的身影。

西爾瓦灣Cierva Cove
西爾瓦灣是一個小海灣，躺在

休斯灣東南部斯特內克角，正南恰夫
達爾半島沿格雷厄姆土地，南極洲西
海岸。

艾米特布朗 Base Brown
艾米特布朗是阿根廷在南極半

島的基地。它座落在天堂港附近的思
科頓島。它的命名來自於威廉布朗，
阿根廷海軍之父。在1984年，基地的
醫生發瘋 燒掉了基地，基地裡7位成
員均在美國科考船極地公爵號的救
援下獲救。儘管阿根廷隨後陸續派人
去重建，但和其他阿根廷的科考站的
命運一樣，在近幾年還是被廢棄了。
如今，科考站的廢墟成為了金圖企鵝
的家園。島上山頂可以俯視整個海灣
的美景，壯麗而奇特。

單科島Danco Island
單科島Danco Island是個1.6公

里長的小島，座落在厄萊拉海峽的南
側，格拉拇島海岸的西側。單科島是
為了紀念在1897到1899年探險身亡
的地理物理學家而命名的。金圖企鵝
是會一對對互相哺育後代的，在單科
島上約有1700對企鵝夫婦在島上。

納克港Neko Harbour
一個陡峭的角度，像冰川的大

自然舞台，籠罩著美麗的海灣，雪花
飄飛，偶尔下坡發送一大塊的冰塊到
水中，「𠾐！𠾐！」幾聲，驚嚇在海邊休
息的鳥兒。

庫佛維爾島Cuverville
庫佛維爾島是一個黑暗岩，在

阿爾茨托夫斯基半島和龍格島北部
之間，關格雷厄姆土地南極洲西海
岸。 該島已被確定為一個重要鳥區
（IBA），由國際鳥盟協會負責，照顧
當地養殖colony of約6500對巴布亞
企鵝，在南極半島被稱為 最大的鳥
類物種。還包括其他鳥類，南方巨海
燕和帝國鸕鶿。

誠徵Experienced bilingual travel agent needed for full service

licensed travel agency in Atlanta.
Please sent resume and expected salary to nancylam@buford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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