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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驚艷南非~ 
微醺開普敦、克魯格獵遊、維多利亞瀑布 12 日 

 
輸送計劃 :國泰航空+南非航空 (CX+SA)                 ※本公司保有航班調整之權利 

出發日 航班 起飛地/目的地 起飛地時間/抵達地時間 飛行時間 

第 1 天 CX473 台北/香港 18:40 / 20:45 01:55 

第 1 天 CX749 香港/約翰尼斯堡 00:30 / 07:30 13:00 

第 2 天 SA323 約翰尼斯堡/開普敦 10:15 / 12:20 02:05 

第 5 天 SA8657 開普敦/克魯閣(Hoedspruit) 10:50/13:20 02:30 

第 8 天 SA040 約翰尼斯堡/維多利亞瀑布 10:50/12:25 01:35 

第 10 天 SA041 維多利亞瀑布/約翰尼斯堡 13:25/15:05 01:40 

第 11 天 CX748 約翰尼斯堡/香港 12:30 / 07:05+1 12:35 

第 12 天 CX450 香港/台北 10:00 / 11:55 01:55 

 
行程內容 :                             ★包含購票入內參觀  ※下車拍照  ▲行車經過 

天 數 行                程 

第 01天 
 

   ↗飛行時間 1:55↘  ↗飛行時間 13:00↘ 

台北              香港                約翰尼斯堡            

參考航班：CX473 18:40 / 20:45+CX749  00:30 / 07:30 

 帶著想像和憧憬，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轉機前往南非開普敦。夜宿機上。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 

住宿 豪華客機 



 

1 

第 02天 
 

   ↗飛行時間 2:05↘   ↗車程 0:20↘  ↗車程 0:20↘     

約翰尼斯堡         開普敦            桌山          水門購物廣場         

參考航班：SA323 10:15/12:20 

 由約翰尼斯堡轉機飛往飛往非洲南端第一大城且是名列世界
最美麗的城市之一開普敦。開普敦是南非第二大城，是南非
召開共和國會議的立法都市。也因她是南非的發源地，許多
人稱她為「母城」。 

 抵達後，在天氣許可下搭乘纜車登上★桌山。桌山雖高僅
1067 公尺，卻如屏風般環繞著開普敦市。山上常有麝香貓和
鼬鼠等小動物，不怕人似地跳躍著。如果山上嵐霧迷漫，緩
緩飄下桌山時，彷如繡滿蕾絲邊的白桌巾隨風輕輕飄動，美
得令人不敢置信！由山上可以俯瞰整個港灣，遠近海景盡收眼前。 

 爾後，專車前往擁有開普敦最高級地段，鄰近大西洋，耗資億萬所建的水門購物廣場，水

門購物廣場有【開普漁人碼頭】之稱，廣場內展現濃濃異國風情，技藝高超的街頭藝人、

五光十色的商品展示、環宇風味的珍饌美食，絕對是來開普敦必體驗的旅遊勝地。 

  

早餐 機上 午餐 Meloncino 西式餐食 晚餐 
Greek Fisherman 

水門購物廣場希臘海鮮餐廳 

住宿 5★Table Bay Hotel 或同級 



 

2 

第 03天 
 

 ↗車程 0:30↘  ↗車程 0:40 ↘     ↗車程 0:25↘  ↗車程 1:50↘ 

開普敦     海豹島         企鵝保護區        好望角         開普敦 

 早餐後，順著大西洋沿岸一路南下，途經克里夫頓灣，此處為開普敦的高級住宅區，若天候良好，

可在此處看到 12 門徒岩，隨後抵達豪特灣，在天候許可下安排★搭乘遊艇前往著名的海豹保護區，

觀賞上百隻海豹聚集在一起嬉戲的自然生態景像。 

 中午安排前往享用此地的焗龍蝦大餐。 

 午餐後前往博德斯海岸★企鵝保護區，觀賞成群活潑
逗趣的南非企鵝。 

 隨後再經開普敦半島的海濱公路，前往★好望角自然保育

區，保育著開普半島無數特有的植被花卉及多種野生動

物。抵達後，搭乘★雙軌纜車上達好望角的最頂處並登上

瞭望臺，俯瞰大西洋海浪之洶湧的浩瀚風光，令人難忘。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Fish Hoek 

全隻龍蝦海鮮拼盤 
晚餐 

Sea Palace 

中式餐食八菜一湯 

住宿 5★Table Bay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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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天 
 

★Franschhoek Wine Tram 法國小鎮葡萄酒列車一日遊 

 早餐後，展開浪漫的 Franschhoek 酒鄉之旅，距離開普敦一小時車程，所有南非酒莊皆聚
集於此。地中海型氣候，溫暖濕潤，土地肥沃，得天獨厚的氣候及土壤條件，發展為現今
南非葡萄酒重要的產區。搭乘★Franschhoek 葡萄酒列車，穿梭在山谷風景如畫的葡萄
園，欣賞風景、享受美食、品嚐優質葡萄酒。由專人帶領於各個著名酒莊★參觀酒窖，並
詳細介紹各種葡萄酒的產置過程，從垂掛藤間飽滿的果實開始，經由採收、篩選、榨汁、
發酵、醇化而終成瓊漿玉液的釀製。在此您可了解葡萄酒的一生。同時可品嚐數種紅白葡
萄美酒，讓您齒唇留香回味無窮。也可以穿梭酒莊自在散步，聆聽導遊將向你介紹南非法
國小鎮葡萄酒的文化與趣事。同時可品嚐數種紅白葡萄美酒，讓您齒唇留香回味無窮。 

 

 ★貼心安排晚餐：浪漫復古意式饗宴請穿著”稍正式服裝 Smart Casual”；請勿穿著短褲、
圓領 T-SHIRT、拖涼鞋。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酒莊內西式餐食 晚餐 
Pigalle 

浪漫復古意式饗宴 

住宿 5★Table Bay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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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天 
 

       ↗飛行時間 2:30↘   

開普敦                克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 

參考航班：SA8657 10:50/13:20   

 今日搭乘國內線班機經由約翰尼斯堡轉機前往聞名世界的克魯格國家公園。 

 抵達克魯格國家公園外 Hoedspruit 專用機場，爾後專車進入克魯格國家公園內世界聞明豪
華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克魯格國家公園佔地兩百萬頃，約為台灣的 2/3 倍大，擁有全南非
最豐富的動物生態國家公園。今天您將續住宿此世界級的渡假營地旅館，抵達 Lodge 後，
將體驗獨具風味的飯店烹煮頂級餐食體驗。 

 傍晚搭乘★四輪傳動吉普車（遊覽約 3 小時）穿梭在保護區內找尋大象、獅子、犀牛、長
頸鹿、羚羊等各種野生動物的蹤跡。此種充滿蠻荒探險的刺激並感受大自然生態的奇妙與
樂趣是其他任何地方所無法體會到的難得經歷。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機上 (自理餐食) 晚餐 飯店內晚餐 

住宿 5★Kapama River Lodg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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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天 
 

克魯閣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 

 今日滿懷期待的心情進入克魯格國家公園，搭乘★四輪傳動吉普車，由專業叢林導遊等領
搜尋野生動物，園中所有的野生動物皆可以自由遷徙，克魯格國家公園在動物保育、自然
生態保護的相關技術皆具世界領導地位。佔地二百萬頃，擁有全南非最豐富的動物生態，
生物種類之多，為非洲之冠。 

 活動期間您可以悠哉於 Lodge 內享用設施，體會非洲大地給您的悠閒氣氛。 

 今天您將續住宿此世界級的渡假營地旅館，您將會有時間親身體驗非洲奢華風情，盡情享
受身在南非大草原野生動物親臨身旁的特殊感受，並且也可在飯店奢華泳池旁看本書，小
酌體驗在吵雜的台北永遠感受不到的寂靜奢華。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飯店內午餐 晚餐 飯店內晚餐 

住宿 5★Kapama River Lodge 或同級 

第 07天 
 

            ↗車程 2:00↘        ↗車程 4:50↘  

克魯閣國家公園        布萊德河峽谷            約翰尼斯堡             

 今日返回約翰尼斯堡，途經前往拜訪世界 3大峽谷之一的★布萊德河峽谷，堪稱非洲自然
奇景，登高眺望峽谷及三茅屋岩，峻麗美景盡入眼簾。保護區的中部－布萊德河與楚爾河
交流處有 水蝕洞穴地形，即是著名的★「波克幸運湖穴」。南端有一個最佳的瞭望點，由
此可俯瞰深一千公尺以下的景物，其景觀深遠遼闊，令人不禁有「小天下」的胸懷，因而
得到★「上帝之窗」的美名。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西式餐食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4★The Maslow Hotel Sandto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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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天 
 

          ↗飛行時間 1:35↘   

約翰尼斯堡                 維多利亞瀑布(辛巴威) 

參考航班：SA040  10:50/12:25 

 今早搭乘國內線班機前往辛巴威、尚比亞邊境、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維多利亞瀑布─198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自然遺產，由贊比西河流經玄武岩切割而成，橫寬 1700 公尺，是
世界最長的瀑布，由魔鬼瀑布、馬蹄瀑布、彩虹瀑布、主瀑布及東瀑布共五條的大瀑布組
成。瞬間落水量也是世界第一，與加拿大、美國邊境的尼加拉瓜瀑布；巴西秘魯邊境的伊
瓜蘇瀑布被譽為世界三大瀑布。 

 午餐於辛巴威贊比西河畔 Lookout Café 享用，餐廳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悠閒享用邊美食
邊觀賞贊比西河谷的壯闊河谷，下午在酒店內自由活動充分休息，為隔天精彩的維多利亞
瀑布之旅養精蓄銳。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西式餐食 晚餐 The BOMA  

住宿 5★Victoria Falls Hotel 或同級 

第 09天 
 

維多利亞瀑布 (景觀步道健行、直升機高空遊覽 12 分鐘、市集、落日遊艇 Safari)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上午沿維多利亞瀑布★水邊步道向上參觀，領略彩虹
瀑布驚心動魄、令人震撼的感受。1855 年蘇格蘭探險家大衛•李文斯頓成為首位見到維多
利亞瀑布的歐洲人，並以維多利亞女王的名字為之命名。維多利亞瀑布約有四分之一在尚
比亞側，雨季時可以近距離感受到萬馬奔騰、驚心動魄的水勢，枯水期時水量較少，瀑布
宛如石牆矗立於眼前，然而枯水期的亮點是可以趁著水勢較低，徒步涉水前往瀑布邊緣的
魔鬼泳池，絕對是您畢生難忘的經驗。 

 午後安排搭乘★直升機高空遊覽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維多利亞瀑布，豐沛的水量在遠處就
能聽到源源不斷的洪水聲、搭乘直升機才能全覽他的氣勢磅礡，順時針與逆時針各瀏覽一
次維多利亞瀑布，因為是高低落差最大的瀑布，瀑布群形成的高几百米的柱狀雲霧，飛霧
和聲浪能飄送到 10 千米以外，聲若雷鳴，雲霧迷濛。不同的太陽折射角度可以同時看到多
道彩虹與，還可發現有名的惡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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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前往★傳統手工藝品市集，辛巴威的主要特產是木雕和石雕。 

 傍晚安排★搭船遊覽贊比西河，沿途可看到種類繁多的水鳥振翅飛翔，時而出沒的鱷魚及

河馬。隨著落日夕照的天色變幻，將古老的非洲渲染的魔幻瑰麗，從船上遠眺無邊江水與

草原，驚心動魄的視覺饗宴令人難忘。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酒店內Pool Braai  晚餐 Livingstone Room 

住宿 5★Victoria Falls Hotel 或同級 

第 10天 
 

      ↗飛行時間 1:40↘        ↗車程 0:50↘ 

維多利亞瀑布          約翰尼斯堡           Sandton City Shopping Mall 自由購物樂 

參考航班：SA041 13:25/15:05    

 今日搭乘班機回到約翰尼斯堡。 

 爾後安排前往約翰尼斯堡最高級Shopping Mall購物中心Sandton City展開尋寶之旅；此間
Mall樓高約有20層左右，內有數千家的商店及餐聽、電影院、超商等，舉凡食、衣、住、
行應有盡有，世界名牌也進駐於此，看著打伴時髦的摩登女郎及衣冠楚楚的紳士們，可看
到此地出入的人群都是顯貴之士較多。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機上 (自理餐食) 晚餐 
Butcher Shop 

約堡經典肉舖餐廳 

住宿 5★The Maslow Time Sandton 或同級 

第 11 天 
 

        ↗車程 0:40↘        ↗飛行時間 12:50↘ 

約翰尼斯堡       約翰尼斯堡機場            香港 

參考航班：CX748 12:30 /07:05+1  

 早餐後驅車前往機場，帶著豐收的心情前往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香港轉機
返回台北。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機上 晚餐 機上 

住宿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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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天 
 

↗飛行時間 1:40↘ 

香港               台北    

參考航班：CX450 10:00 / 11:55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闊別已久的家園，結束此次愉快的的南非之旅。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