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布宜諾斯艾利斯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機前往阿根廷首都布
宜諾斯艾利斯。

住宿：航機上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為西班牙殖民地長達四百多年，現在市內仍然遺留著各具特色的西
班牙建築物，因而有「南美巴黎」之美譽。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抵達後，
前往酒店休息。�

住宿：Pestana�Hotel�或同級������膳食：晚餐

布宜諾斯艾利斯
早餐後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遊：世界五
大劇院之一的科隆劇院(外觀)，世界最
寬的馬路七九大道、方尖碑、國會廣場、
五月廣場、總統府、布宜諾斯艾利斯大教
堂、古董街、La�Boca區、探戈的發源地
Caminito；後遊覽聖馬丁廣場，領略「南美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都
市風景，參觀馬島烈士紀念碑，品味阿根廷人的文化和歷史，然後前往著
名的Florida步行街，流連於精緻典雅的店鋪之間，選購世界名牌服飾和阿
根廷本地特產及紀念品。晚上觀看聞名世界的阿根廷探戈舞表演。

住宿：Pestana�Hotel�或同級������膳食：早、午、晚餐

布宜諾斯艾利斯�~�烏斯懷亞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機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火
地島首府烏斯懷亞�(Ushuaia)，入住市中心酒
店。午餐後，領隊帶領客人於市內參觀及購
買明信片(以作到南極科研站加蓋印戮)、紀念
品及小食物資。回酒店前到市中心享用晚餐。

住宿：Lennox�Hotel�或同級������膳食：早、午、晚餐

烏斯懷亞
早餐後乘車參觀火地島國家公
園，這是阿根廷唯一一個沿海
岸線設立的國家公園，園內布
滿高高低低的櫸樹、河流、沼
澤與湖泊。可乘搭「世界盡頭
號」火車通往被視為全世界
公路的終點。接著返回到市
中心午餐。

約下午3時專車送往碼頭登上極地探險船，船隻沿途經過著名的畢哥水道
(Beagle�Channel)和麥金萊航道(Mackinlay�Pass)，向南極進發。

住宿：船上�����膳食：早、午、晚餐

穿越德雷克海峽
1578年法國探險家福蘭斯‧德雷(Sir�
Francis�Drake)�首次航行到這片海域，
故海峽以其名字命名以作紀念。德雷克
海峽�(Drake�Passage)�屬南極複合帶
區，極地冷水和北部溫水交匯，形成極
地生物的自然屏障，所產生的大量養分

滋養了該地區豐富的多元自然生態。德雷克海峽也劃分了許多南極海鳥的
活動區域的北部界線。航行海峽之際，船上特聘專家學者舉辦極地專題講
座，介紹南極的生態環境，包括各種生長的南極的獨特鳥類及海洋生物等。

住宿：船上������膳食：早、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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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及時間編排等只作參考，最後安排將應當地實際情況作出調動，包括(但不限於)變更先後次序。
*以上行程絕不會安排任何定點購物活動。

穿越德雷克海峽駛往南美大陸
開始離開南極半島，往北航行，再次經過
德雷克海峽向烏斯懷亞進發，這是享受南
極清新空氣的最後機會，亦可以在甲板上
觀看海鳥及搜尋鯨魚的蹤跡，我們船上將
準備晚餐慶祝及歡渡最後的航程，大家一
起回味這幾天來探險之旅。緩緩向烏斯懷
亞推進，各人收拾行李，滿載人生中最美
好的一段回憶返航。

住宿：船上������膳食：早、午、晚餐

烏斯懷亞�~�布宜諾斯艾利斯
清晨回到火地島首府烏斯懷亞，下船後搭乘阿根廷航空飛返首都。�

住宿：Pestana�或同級������膳食：早、晚餐

布宜諾斯艾利斯�~�香港
早餐後前往蒂格雷(Tigre)，這是當地人最喜愛
的週末度假勝地。乘觀光船遊覽拉布拉他河三
角洲，這裡水道縱橫，是最佳的觀鳥地方。午
餐後乘坐客機回港。

住宿：航機上������膳食：早、午餐

布宜諾斯艾利斯�~�香港
住宿：航機上

船公司2018全新投入南極航線的船舶,�一首抗冰力達1AS冰級的極
地探險船，可以更舒適地帶領旅客深入佈滿浮冰的海域，體驗畢生
難忘的極地旅程；此外其時速高達14.5節，能大大縮短航程距離，
讓您有更多時間登陸遊覽，細賞純美淨土的壯麗景色。

艙型 設備

Twin�Private�普通雙人船艙 2張單人床/1大床、私人衛浴設備、全海景房

Superior�高級雙人船艙
2張單人床/1�大床、私人衛浴設備、全海景房

及小型酒吧

艙型介紹

船員 旅客 船長

100 146 122.8米

船舶簡介

探索南雪特蘭群島及南極半島
穿越德雷克海峽後，接連的5天，我們將尋幽
訪勝，巡航於這生物繁盛，冰河冰山四處環繞，
人文歷史史蹟豐富及奇觀美景處處可見的純美大地。船長及工作人
員將仔細監察研究每日情況，根據當時的天氣狀況彈性安排每日航
程，預計由以下區域挑選最適當的地點搭乘橡皮艇登陸或巡航：

奇幻島�(Deception�Island)�

形狀酷似馬蹄鐵，為一火山島嶼，最近一次在1969年爆發，迫使英國
及智利科研站關閉，目前仍遺留部份遺跡。此島在1930年代是主要捕
鯨基地，遺留許多當時捕鯨工廠設備；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此處擁有地
熱溫泉，喜歡獵奇的你絕對可以在南極享受一趟溫泉浴，奇妙無比！

洛克雷港�(Port�Lockroy)

英國站遺址正位於洛克雷，此地已改建成一座小型的南極博物館，只在
夏季期間開放，內有2至3名英國館員接待訪客。

天堂灣�(Paradise�Bay)

這是一處美麗的峽灣，三面為巨型冰川環繞，約有10,000英尺高的
Foster�Plateau冰川一直由山頂端延伸到海邊，氣勢雄偉。我們搭乘橡
皮艇登陸，此處有一阿根廷研究站，站後可攀登一座長年被冰雪覆蓋
的冰川，然後由上溜滑下來，新鮮又有趣。

半月島�(Half�Moon�Island)�

這 裡 是 燕 鷗 、 海 鷗 、 頰 帶 企 鵝 ( C h i n s t a p�
penguins)及尖圖企鵝�(Gentoo�Penguins)�的
棲息地，亦有軟毛海豹fur�seals及籃眼戧blue-
eyed�shags。

彼得曼島�(Petermann�Island)�

阿德雷企鵝(Adelie�Penguins)築巢群棲地。

尼克港�(Neko�Harbor)

安逸的平躺在眾山環抱的安沃爾灣(Andvord�Bay)
，雄偉壯觀的冰川成為它天然的屏障。

威廉敏挪灣Whilhelmina�Bay�

座頭鯨出沒地，島上聳立著巍峨的雪山和深邃的
冰川，使人不由得感慨冰和水的神奇與魅力。

住宿：船上������膳食：早、午、晚餐

*�如天氣許可船公司會安排在南極白雪天地露營一晚，與企鵝迎接日出來臨。

*�所有登岸觀光需依當時天氣情況由船公司安排，登岸時間及地點皆無法保證。

抵達香港

RCGS Resolute

船寬 馬力 冰級

18米 8,378 1AS

DAY 15

DAY 17

DAY 16

DAY 18

DAY 8-12

DAY 13-14



阿根廷 2018聖誕
2019新年
特別推介

伴您闖世界伴您闖世界

18天考察團
AA18

2737 8347 / 2737 8348 www.hkst.com/extravel

18
-P

D
-0

1

報名手續及團費：

1.�顧客必須提供與旅遊證件上所顯示一致的姓名及資料，並有責
任清楚核對單據上所顯示之姓名及證件資料是否無誤。若有錯
漏，本公司有權收取或代收行政費用。

2.�報名時請客人繳付訂金港警40,000，餘款須於出發前130天繳
清。逾期未繳者，將被視為自動放棄，所預留之訂位會被取
消，恕不另作通知。而已繳付之訂金概不獲退還，亦不接受任
何轉讓。

3.�於出發前130天內報名，須同時繳付全部費用。

4.�本公司力求印製的行程表及廣告內所訂之團費準確無誤，惟當
以公司最新之價目表為準。

5.�顧客繳付訂金後，如燃油附加費或外幣匯率浮動，本公司有權
於出發前保留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以團體機票運價的
規則執行。

6.�為保障整體團隊利益，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利。

7.�報名參加者需具備足夠自理能力，能單獨應對突發情況。參加
者亦應衡量個人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參加長途旅行，如有需要在
旅途中使用特定醫療用具或器材，須於報名時申報，本公司將
盡量但不保證提供相應安排。本公司有權索取相關醫生證明文
件，並向航空公司或住宿等第三方單位提供以作出適當安排。

團費包括：

1.�行程上所列明之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

2.�南極考察船雙人船艙(佔半艙)；

3.��船公司安排之登陸活動、講座及簡介會、租借防水靴、防水褲
及防水外套；

4.�陸路住宿：行程表上所列或同級住宿(佔半房)。

5.�交通工具：採用專車及行程表內所列之各種交通工具。

6.�膳食：行程表內所列數目之膳食。

7.�遊覽節目：行程表內所列各項遊覽項目及指定入場費用。

8.�行李：手提行李，每位限攜帶1件（56x36x23cm）；寄艙行李，
數量及重量需視乎航空公司而定，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9.��團體平安旅遊保險。

10.�「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印花費。

團費不包括：

1.�各地機場稅及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費；稅項及燃油附加費如有浮
動，則按出票日航空公司收取之費用為準；

2.�旅行團服務費全程HKD$2,880；

3.�極地考察船小費全程USD$100-150；

4.�行程表上沒有列明之項目及變更行程所需之費用；

5.��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辦證費用。

6.��不隨團出發／返港所引致之一切費用，包括機場接送、機票附
加費、住宿、膳食等；

7.�一切個人消費：如船上拍賣活動捐獻費用、洗衣費、宵夜、長
途電話費、酒店服務員服務費、簽證費、行李過重附加費等。

8.�單人房及船艙附加費

� HK$37,000�/�Twin�Private�Cabin

� HK$47,000�/�Superior�Cabin

9.��酒店單人房附加費HK$3,800

10.�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11.�行程以外觀光節目、自費活動項目、特定門票及一切私人性質
消費。

12.�延期逗留者，住宿地點至機場之接送、停留附加費及提升機位
等級或其他因延期逗留而產生之費用。

13.�因罷工、颱風、交通阻塞或其他突發情況所引致的一切非本公
司能控制的額外費用。

14.�因個人問題或個人糾紛所引致之責任、延誤、損失及賠償。

健康須知：

由於南極氣候及環境特殊，客人必須注意個人健康狀況，如有哮
喘、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疾病者，請徵詢醫生意見，方可決
定參加。

並希望客人購買適合的旅遊保險，敬請留意。

中途參團或離團：

1.�顧客可於報名時要求自行出發或中途參團，惟因任何延誤以致未
能參與原團安排之行程，所繳團費概不發還，而其個人之一切住
宿膳食以及其他直接或間接的費用或損失，概與本公司無涉。

2.�顧客如在出發前或在旅途中，因個人決定、意外、疾病、當地
法例、證件遺失或無效等而遭拒絕入境，導致中途離團、放棄
行程（如膳食、觀光、住宿等），或自行返港等，均作自動放
棄論，餘下之費用概不發還，而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行動
概與本公司無涉，當中的金錢花費及時間損失亦與本公司無關。

3.�任何顧客如在旅程中妨礙工作人員工作，經常不遵守工作人員
的指引及安排、對其他團員作出滋擾或影響團隊正常活動及安
全時，本公司或委託機構工作人員有權取消其參團資格及勒令
退團，所繳費用恕不發還，亦不會負責被逐離團後的任何行動
及費用。而受該顧客監護之18歲以下同行團員亦須一併離團，
其後一切行動與本公司無關。

旅遊證件及簽證：

1.�顧客須確保所持有的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於離港當日起最少有9
個月以上，及有足夠之空白頁，並持有有效的入境或過境簽證。
（有效期不足者，請立刻辦理續證手續，或向相關領事館查詢）

2.�顧客（旅遊證件持有人）有責任檢查並確保所需之旅遊證件及
簽證是否有效及適用。如因證件或簽證問題引致顧客被拒登機
或入境，本公司概不負責。

3.�因證件問題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本
公司概不負責。

4.�本公司乃代理商身分，凡經本公司所代辦之簽證申請，不論簽
發批核與否，概與本公司無關，所有費用概不退還。

更改、取消及退款：

1.�一經報名預訂後，不能更改任何資料。顧客如因私人理由要求
取消或轉換更改，一概按作取消訂位計算，本公司將依照下列
情況扣除費用：

������出發前天數�����扣除費用

�������130天前����������訂金

������130天以內������全部費用

2.�任何轉換，均以辦理手續當日之團費及優惠為準，如與原本團
費有差異，顧客需補回差額及本公司行政費。

3.�顧客申請取消或轉團，必須以書面形式或親臨各分社辦理手續，
恕不接受電話或電郵通知。

4.�以信用咭繳款的顧客，退款時，必須親臨原報名分社辦理手續，
並經由銀行將款項直接退回該信用咭賬戶，需時最少14個工作
天；以現金或易辨事繳款的，退款將以劃線支票支付，顧客須
於3個月內領取（由確實取消訂位日起計），逾期後要求補發
者，須支付手續費。

5.�如參加人數不足，或遇有機位、住宿、交通等問題，本公司有權
在出發前7天取消旅行團，除已簽發之簽證費及手續費外，其餘
費用悉數退回。

6.�團隊出發之安排將由領隊個別通知。在離港前即使遇上不可力抗
的特別情況（如：颱風及暴雨訊號、罷工、交通延誤、簽證受阻
等），在未獲本公司知會特別措施及安排前，顧客仍須於指定時
間和地點集合。否則，將作自動退團論，所繳團費概不發還。

7.�本公司依據行程表所訂項目提供服務，在出發前因迫不得已的
理由（如：原定之交通取消或延誤、天氣惡劣、自然災害、罷
工、戰爭、政局動盪、簽證受阻等），而令原計劃安排無法如
期進行，引致需要更改航班、住宿、行程，或增減任何旅遊項
目，或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可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理，包括有
權縮短或延長旅程，屆時費用如有變動，一切有關額外費用，
以多除少補方式處理，顧客不得藉詞反對或退出。

8.�行程須按實際交通情況而定；領隊有權對各觀光地點及時間分
配作靈活調配。

團體旅遊保險計劃(平安保險)：

1.�凡年齡由六星期至八十五歲的歐洲巴士團參加者，均獲團體旅
遊保險計劃所保障。

2.�此旅遊保險由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承保，所有條款細
則及不承保事項，一概以藍十字所發之保單為準。本公司有權
對顧客終止所有保障而不向外宣佈。

3.�團體旅遊保險計劃並不能取代個人旅遊綜合保險，本公司強烈
建議顧客出發前購買合乎自己需要的旅遊保險，並充分瞭解承
保範圍。

特殊情況及責任說明：

1.�旅行團採用的交通、住宿、膳食點、觀光單位、娛樂節目等有
關機構，均訂有使用條款或受有關法例約束，顧客如直接或間
接遇到交通延誤、行李及財物損失、人事糾紛、傷病死亡等情
況，當根據該些機構的訂例處理，顧客須依照當地法律向相關
機構直接追討賠償，其任何損失，概與本公司無關，惟本公司
將盡力協助。

2.�顧客參與既定行程、自費活動，或行程以外的任何活動時，須
遵守工作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自行衡量身體狀況、當時天氣
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以評估參加與否。顧客須自行承擔一切責任
後果，如有疑問可自行向醫生或專業人士尋求意見。如任何引
致人身或經濟上的責任均須由顧客承擔，概與本公司無關。顧
客應按本身所需，購備足夠保險，以作保障。

3.�本公司雖受委託代辦入境簽證、機票延期等手續，惟絕不保證
及不負有關機構接納與否之責任，若團員因此未能成行或需延
長、縮短行程而引致任何損失，概與本公司無關。

4.�各地自費項目及入場費只供作參考。

5.�行程中安排的機票／船票／車票／火車票／景點門券等項目，
一經確定及訂購後，不論因任何情況而未能使用者，概不獲退
回任何款項。

6.�顧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出入境，並如實
申報所攜帶之物品及現金，違者須自行負責。

7.�如遇特殊情況，本公司保留是否安排領隊之權利，部分團隊領
隊不會全程隨團，本公司會於出發前的茶會說明，顧客不得藉
此退團或索償。

8.�如遇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在啟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
一項旅遊項目，本公司亦有權配合實際環境狀況縮短或延長旅
程，在此情況下費用將酌量增減，顧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9.�上述責任細則以香港法律為依據，所有對本公司之索償亦必須
在香港辦理，而本公司及根據此行程提供服務之供應商，對參
加者所負之責任不超過參加者所繳交旅遊費用之總額。

10.�保安局的「外遊警示制度」是協助了解在前往海外國家時所可
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外遊警示可能影響旅行團的出發及旅
遊保險保障等安排。消費者在選購相關服務或產品前，應先行
了解有關細節。（www.sb.gov.hk）

11.�根據「旅遊業賠償基金」的指引，所有旅行團的收據必須蓋上相
等於團費0.15%的印花費。收據證明已繳付外遊旅費及印花費的
旅客，可得到「旅遊業賠償基金」的保障。出發前把收據正本交
託在港的親友保管，自己帶同收據副本外遊。(www.tichk.org)

12.�「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保障外遊團旅客一旦途中遇
到意外而引致傷亡，他們及其家屬會得到援助基金所提供的財
政援助，金額最高為港幣30萬元�(www.tichk.org)。此計劃並不
能取代個人旅遊綜合保險；顧客應自行購買保險，以確保有全
面保障。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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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ichk.org)。

14.�此刊物內的旅遊資料及圖片僅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遊船公司責任問題：

1.�本南極船行程部份是受遊船公司之條款約束及限制。

2.��報名前請參閱有關遊船公司之英文版條款及細則。

3.�艙房住宿、航程路線、泊岸及回航時間，會以船公司最後決定
為準。

4.�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
不能泊岸、開航而引致縮短船程、延誤及取消，本公司不會作
出任何賠償，唯當盡力向船公司追索，敬希垂注。

私隱政策聲明：

香港學聯旅遊有限公司非常尊重客戶的私隱及個人資料，承諾貫徹
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
障資料原則及規定，處理有關收集、使用、保存、披露、轉移、保
密及查閱個人資料的方法及準則，以保障客戶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
料，並確保我們的員工時刻嚴格遵從有關的保安及保密標準。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網站：www.hkst.com。

本公司衷心建議，參加旅行團的客人須在出發前根據個人之需要，購備足夠保障的保險。
貴客惠顧，請以現金、易辦事(EPS)或支票付款，支票抬頭“香港學聯旅遊有限公司”。

惟如在付全部團費期限前七個工作天內繳費，支票付款恕不接受，多謝合作。

報 名 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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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推介

伴您闖世界伴您闖世界

18天考察團
AA18

2737 8347 / 2737 8348 www.hkst.com/extravel

行程聚焦
採用150人以下極地探險考察船深入南極
半島考察，更多登陸機會及時間

南極半島考察航程長達11天，有多達5天
約十次登陸南極半島機會，更可造訪多
國南極考察研究站及探險家遺址

在南極半島近距離觀看企鵝、海豹、海鳥
群等南極生物棲息地，乘坐橡皮艇穿梭冰
區及追尋鯨魚踪跡

體驗一晚畢生難忘的南極露營

走進世界盡頭城市烏斯懷亞，乘坐世界盡
頭小火車遊覽火地島國家公園

遊歷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一睹森
巴探戈熱情奔放的魅力

暢遊「南美威尼斯」蒂格雷感受南美風情

出發日期：2018年12月16日至2019年1月2日

考察團價格

CRUISE ONLY

HK$128,890/每人
Twin Private cabin Superior cabin

（所有船艙均為全海景及設有私人衛生間）

極地遊船全程小費US$100-150/每人，旅行團服務費全程HK$2,880/每人���

(只參加12月20-30日南極船航程）

HK$139,890/每人

Twin Private cabin HK$88,990/每人�
Superior cabin HK$101,090/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