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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深度南非~ 

花園大道、動物獵遊、維多利亞瀑布 14 日 
 
輸送計劃 :長榮航空+南非航空 (BR+SA)             ※本公司保有航班調整之權利 

出發日 班機 起飛地/目的地 起飛地/抵達地時間 飛行時間 

第 01 天 BR857 台北/香港 18:10 / 20:05 01:55 

第 01 天 SA287 香港/約翰尼斯堡 23:50 / 07:05+1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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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7 天 SA2076 喬治鎮/約翰尼斯堡 14:20 / 16:00 01:40 

第 11 天 SA040 約翰尼斯堡/維多利亞瀑布 10:50/12:25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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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天 SA286 約翰尼斯堡/香港 17:55 / 12:45+1 12:50 

第 14 天 BR870 香港/台北 15:30 / 17:10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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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 

台北              香港               約翰尼斯堡            

參考航班：BR857 18:10/20:05+ SA 287 23:50/0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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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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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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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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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程 0:20 ↘ 

科斯坦伯斯國家植物公園         康士坦夏酒鄉之旅 

 隨後前往位於桌山東麓的★科斯坦伯斯國家植物公園，面積寬達 500 公頃以上，在此可
欣賞到超過 4000 種非洲特有的原生種草木花卉，如帝王花、石楠..等花草，非常值得一
遊。 

 

 

 

 

 

 

 

 

 

  

 下午前往開普酒原產地康士坦夏展開浪漫的酒鄉之旅。這裡屬於地中海型氣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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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製出

多種世界頂級的葡萄美酒。抵達後，由專人帶領實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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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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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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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程 4:50↘     ↗車程 4:50↘ 

開普敦         摩梭灣          奧茲頌 (鴕鳥養殖場)                

 早餐後，前往印度海濱風景的▲摩梭灣，1488 年，西班牙航海探險家巴托羅缪狄亞士 (Bartolomeu 

Dias) 為了找尋一條由歐洲經非洲南端前往亞洲印度的航海路線，將船停靠於此補充船上的飲水，

在往後的數百年間，摩梭灣一直扮演著往來於歐、亞船隻最重要的中繼補充站。※老樹郵局，現已

成為著名地標，據傳於 1501 年，當時西班牙無敵艦隊的一位船長貝德羅˙狄˙阿泰德 (P edro 

d'Ataide)於此寄出了南非有史的第一封信，船長將其一隻舊皮靴充做寄信的郵筒，而此舊皮靴便被

懸掛在當時人稱的牛奶樹上；現今樹下的紀念碑刻著當年信件內容及典故，而旁邊則有當年皮靴的

複製品供人拍照。※貝類博物館，由 1902 年的碾米廠改建而成，陳列各式貝殼及魚類標本展示；

續往見證著摩梭灣 500 年來所發生一切海事歷史的※海事博物館，館內陳列著一艘仿造自狄亞士於

1488 年首次登陸摩梭灣時所搭乘的單桅帆船供遊人登船參觀。 

 之後專車前往以飼養鴕鳥聞名於世並號稱世界羽毛城的奧茲頌，參觀★鴕鳥養殖場（約 2 小時）。

南非九成的駝鳥盡集於此，參觀如何養駝鳥、了解鴕鳥生態及習性於此您可了解鴕鳥生態及習性，

同時可立於鴕鳥蛋上照相、晚間也在此享用挪鳥排大餐。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Café Gannet 西式餐食 晚餐 
Safari Ostrich Farm 

鴕鳥肉排餐 

住宿 4★Queens Hotel Oudtshoor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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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天 

 

      ↗車程 0:30↘    ↗車程 2:00↘   

奧茲頌          甘果洞        奈斯納                                     

 早餐後前往著名的鐘乳石洞★甘果洞（遊覽約 1 小時）參觀，此洞於 1780 年始被人發現，

洞內綺麗的鐘乳石生態，令人嘆為觀止。觀賞此一深 107 公尺、寬 54 公尺高 17 公尺之巨

大綺麗的鐘乳石洞窟奇景，這座山中洞穴於 1780 年被人發現，入口處有土著布希曼人所

遺留下的壁畫，洞穴中則盡是石筍、石柱，有些甚至高達十公尺以上。洞穴內安排了五彩

繽紛的投射燈光，別有一種神秘的美感。嚮導利用燈光的明滅，解說鐘乳石地形的形成，

還有內部中空，用手拍打會發聲的「鼓石」，嚮導也讓大家動手嘗試。據考據洞中有些地形

已歷經十五萬年之久，蘊藏著許多寶貴的學術資料，探勘的工作仍持續進行中，稱得上是

南非最珍貴也最壯觀的自然地形之一。 

 續前往由喬治三世之子喬治克雷斯創建的渡假勝地－奈斯納，相傳由英王喬治三世的庶子

喬治雷克斯於十九世紀初所開發的渡假勝地，沿途峽谷礁湖，山林溪流不斷，交幟成一幅

幅令人目不暇給的天然美景，★搭乘遊船遊覽風光明媚的奈斯納潟湖，湖岸高級別墅林立、

棟棟色彩鮮明，欣賞美麗湖海相連美景。今晚夜宿奈斯納。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34 Degree (Oyster Start) 

西式餐食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食 

住宿 4★Protea Hotel by Marriott Knysna Quays 或同級       

第 07天 
 

       ↗飛行時間 02:30↘     ↗車程 01:00↘ 

喬治鎮              約翰尼斯堡           普利托利亞    

參考航班：SA2076 14:20 / 16:00 

 今日搭乘國內線班機經由前往約翰尼斯堡。 

 隨後前往酒店休息，養精蓄銳，期待隔日的比蘭斯堡國家公園動物巡禮。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機上 (自理餐食)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食 

住宿 5★The Maslow Time Square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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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天 

 

       ↗車程 2:30↘    

普利托利亞      彼蘭斯堡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早餐後隨後驅車前往南非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亞。南非總統府位於這個城市內，各國使館亦
集中於此城的使館街，抵達後，展開普利托利亞市區觀光，參觀※教堂廣場、※聯合行政
大樓－總統府、▲保羅克魯格總統故居、★先名紀念館及美麗的整齊市容。 

 

 午餐後安排前往★彼蘭斯堡國家公園(PilanesbergNationalPark)占地近 580 平方公里大，這裏
是南非第三大野生動物保護區，此區位於一古老之火山區內，舉目四望，草原上遍佈花崗
石脈。區內棲護之動物在一萬頭以上，於國家公園內搭乘四輪傳動吉普車由專業叢林導遊
帶領搜尋野生動物，如大象、獅子及獵豹等野生動物的足跡，觀看各種動物自然生態，刺
激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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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自備望遠鏡、防風外套、太陽眼鏡
及便帽)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HANA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晚餐 園區內西式餐食 

住宿 5★Ivory Tree Lodge hotel 或 Shepherds Tree Lodge Hotel 或同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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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天 

 

      ↗00:40↘                    

彼蘭斯堡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太陽城   

 清晨再次安排搭乘★敞蓬狩獵車，一探各種野生動物之生態與奧秘；此種有如身歷蠻荒的

刺激並感受大自然生態的奇妙與樂趣，是在其他地方體會不到的難得經驗。 

 前往素有【南非拉斯維加斯】之稱的太陽城。這座完全經由人工的力量在一片荒蕪的沙漠

地上打造出的一座巨型綜合旅遊區及全世界最大的戶外人工沖浪及沙灘。您可以在太陽城

內自由活動，盡情享用各式遊樂設備：諸如國際水準的高爾夫球場、網球場、游泳池、騎

馬或至賭場一試手氣，享受一個悠閒的假日，皆可令您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晚上特別安排在叢林中的拉斯維加斯-太陽城內，享用西式尊榮晚宴，享受高級用餐環境各

氣氛。貼心提醒：太陽城水晶宮晚宴請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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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內西式餐食 晚餐 
皇宮飯店 Crystal Court 

水晶宮西式尊榮晚宴 

住宿 超 5★The Lost City—Palace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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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天 
 

    ↗車程 02:10↘   ↗車程 0:40↘                        ↗車程 0:20↘ 

太陽城         獅子園    Sandton City Shopping Mall 自由購物樂        約翰尼斯堡        

 早餐後返回約堡，前往約堡的近郊★Lion Park私人動物保護區，搭乘園內敞篷車，安排Guide

d Game Drive近距離觀看非洲最具代表性的獅子，園內多達80隻獅子，除了遠觀，還可以零距離

接觸，親手觸摸小獅子。此外還有獵豹、長頸鹿、班馬、鴕鳥等等，相當有趣。 

 緊臨在Mall的另一邊是有名的(Nelson Mandela Square)尼爾森‧曼德拉廣場，這是紀念前總
統曼德拉獻身民主推翻「種族格離政策」的紀念廣場，裡面有曼德拉的肖像供人瞻仰 

，廣場的四周有許多異國風味的餐廳、精品店、電影院櫛比鱗次，一片繁華，有千奇百怪
的非洲傳統手工雕刻藝品，保證讓您滿載而歸。 

 晚上特別安排於Sandton City購物中心曼德拉廣場 (Nelson Mendela Square) 旁知名高級西
餐廳【Butcher Shop & Grill】，享用超級肋排餐。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Bull’N Buck 

獅子園西式餐食 
晚餐 

Butcher Shop 

約堡經典肉舖餐廳 

住宿 5★Four Seasons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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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飛行時間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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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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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天 
 

      ↗飛行時間 01:40↘        ↗車程 0:50↘ 

維多利亞瀑布          約翰尼斯堡           香港   

參考航班：SA041 13:25/15:05+SA286 17:55 / 12:45+1    

 帶著豐收的心情，今天前往機場搭乘飛機返回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隨後香港轉機返回台
北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 機上 (自理餐食) 晚餐 機上 (自理餐食) 

住宿 夜宿機上 

第 14天 
 

↗飛行時間 1:40↘ 

香港               台北    

參考航班： BR870 15:30 /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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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