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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紅紅色色納納米米比比亞亞「「上上帝帝也也瘋瘋狂狂」」深深度度之之旅旅 1144日日 

「上帝也瘋狂」中的歷蘇把納米比亞介紹給全世界的觀眾。而這個令全球旅遊愛好者魂牽夢縈的

地方，卻是因為她有─色彩絢爛的紅色納米布沙漠、辛巴族原始村落以及野生動物的最後樂園伊

托夏國家公園等豐富的地理、人文、生態景觀。但納米比亞也是非洲國家中消費最高的國家，是

世界富豪之渡假天堂、蜜月勝地！甚至著名好萊塢影星「古墓奇兵」女主角亦選擇於納米比亞為

她待產之地！其引人入勝之魅力，靜待您的精彩體驗！  

【行程特色】  

 伊托夏國家公園，野生動物天堂、全球觀賞野生動物的最佳國家公園之一，這裏的動物

會打架給您看！闔家探險生態觀察的最佳選擇之地。  

 紅人部落，至今仍過著傳統游牧生活的古老原始部落辛巴族，男女族人上身裸露，塗滿

紅色礦粉，其獨特的原始人文景觀，為世人所驚艷。 

 粗獷原始非洲岩畫，布希曼人在數千年前的創作，刻劃著納米比亞的歷史及遠古足跡。 

 史瓦科蒙是一個充滿休閒氣氛的海邊渡假小鎮，此鎮列入全球最乾淨的城市之一。 

 十字狎海豹保護區，欣賞數萬隻的海豹嬉戲及海岸沙丘等難得一見的世界奇景。 

 瓦維斯灣瀉湖巡遊，欣賞瀉湖的生態美景同時，近距離接觸成群海鳥、海鷗、紅鶴

在您身邊群聚飛舞，令人驚豔，是觀賞鳥類生態最佳地點。 

 納米布沙漠，閃耀著金黃色瑰麗光芒，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沿海沙漠，攝影家鏡頭下的天

堂。行程安排乘四輪傳動車進入奇幻的沙漠世界中，感受沙漠的無窮的變化，沙丘的曲

線弧度，在晨曦下它美麗得像海市蜃樓圖畫！  

 溫托克，納米比亞首都，充滿德國風味，非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行程參觀一處 UNESCO世界遺產地：特威飛爾泉非洲岩畫。 

 

第01天 台灣香港約翰尼斯堡【南非】 

BR-857 1810/2000 【飛行時間 1時 50分】；SA-287 2350/0705+1【飛行時間 13時 15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香港、約翰尼斯堡飛往獨立於 1990 年的年輕的國家─納米

比亞。 

 

第02天 約翰尼斯堡溫托克 Windhoek【納米比亞】－奧克漢賈 Okahandja－奧奇瓦龍戈 Otjwarongo 

SA-074 0950/1145 【飛行時間 1 時 55 分】；(行車：280 公里，4 小時) 

飛機於上午抵達約翰尼斯堡後，隨即轉機飛往溫托克，納米比亞因曾經受德國及英國的殖民，

保有相當的殖民風格。飛機抵達後，隨即專車北駛，中途停靠▲奧克漢賈，我們有機會參觀

納米比亞的最大木雕特賣場(此木雕市集開放時間不固定，如遇開放則下車參觀)。續經過一片

納米比亞的穀倉後抵達北部的花園城市－奧奇瓦龍戈市。夜宿於此。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Frans Indongo Lodge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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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飛機抵達溫托克已是中午，為了有最充份的時間參觀景點，我們決定抵達後就直接北

上前往我們的重點行程－伊托夏國家公園(離溫托克約 580 公里)，今日先開了一半的

車，明日再行駛另一半的路程，將會是較佳的選擇。而且今日的道路是非常平坦舒適

的柏油路，將不至於太增加您旅遊的負擔。 

 

第03天 奧奇瓦龍戈－伊托夏國家公園 Etosha National Park 

(行車：226 公里，4 小時) 

上午前往★獵豹保護基地拍攝“獵豹奔跑”場景。獵豹是世界上在陸地上奔跑得最快的動物

它的時速可以達到 115 公里，獵豹的體型纖細、腿長、頭小、耳朵短，整體呈流線型，所以

跑起步來顯得十分輕盈。全非洲的獵豹只有九千頭到一萬二千頭；納米比亞是世界上獵豹最

多的國家，在這裡不僅能夠近距離觀察拍攝非洲的獵豹、花豹，還能瞭解國外民間機構保護

野生動物的理念與做法:比如怎樣拯救瀕危動物安置動物孤兒讓動物重回自然。隨後前往到★

伊托夏國家公園。今晚入住的公園口的飯店！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Etosha Safari Lodge 或 同級 

 

第04天 伊托夏國家公園 

(全日伊托夏國家公園獵遊) 

上午專車進入野生動物最後樂園之稱的★伊托夏國家公園，「Etosha」的意思為「廣大而終年

乾旱的白色大地」，是非洲最重要的野生動物保護區之一，也是當今世界上保有黑犀牛數量最

大的保護區。今日全天進行野生動物的獵遊，沿途參觀幾個動物群聚的集水區，並前往觀景

點眺望壯觀瞭闊的伊托夏沼地，並可看到黑犀牛、大象、獅子及羚羊等許多動物漫遊其中。

中午在▲哈拉利營區（Halali Camp）休息並用午餐。下午續進行另一場獵遊活動。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Okukuejo Rest Camp Lodge 或 同級 

 

第05天 伊托夏國家公園－奧普沃 Opuwo 

(行車：429 公里，6 小時) 

清晨驅車前往奧普沃，辛巴紅人的故鄉。辛巴部落是著名的非洲傳統部落, 至今仍維持著數

千年前的古老生活方式。有機會和他們做面對面的接觸，並瞭解部落的傳統風俗、食物。進

入★紅人部落創作拍攝。這個納米比亞北部省會城市是著名的辛巴族紅泥人聚居地與納米比

亞許多主要城市不同，這是一個典型的非洲小城市，尚未受到歐洲殖民文化影響。辛巴女人

終年用紅土混合黃油塗抹在皮膚和頭髮上，既是裝飾的色彩、又是避免烈日曝曬的最佳聖品，

一般稱之為紅人。婦女全身著色裸露半身，衣飾、皮飾、髮飾極富色彩，頭頂柴木、水桶，

與世無爭過著原始生活，其獨特的原始人文景觀，為世人所驚艷。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Opuwo Country Lodge 或 同級 

 

第06天 奧普沃－何利克斯 Khorixas－特威飛爾泉 Twyfelfon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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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344 公里，6 小時) 

今日上午有機會再度進入★紅人部落，半遊牧民族的辛巴人聚集在一個個獨立的小村落中，

依靠傳統畜牧業為生，遠離現代文明。辛巴女人展示美的方式十分獨特，她們袒露上身不穿

上衣，把紅石粉和羊脂混合而成的紅泥裹滿全身和頭髮，因此辛巴人的皮膚永遠是紅色的所

以也被稱為“紅泥人”。在這些偏遠的村落裡遊客可以欣賞到紅泥人磨制塗抹紅泥，傳統熏

香儀式，辛巴孩子的遊戲和舞蹈。由於受現代文明衝擊，專家預言不久的未來辛巴文化可能

會慢慢消失，這一幕幕更顯彌足珍貴。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wyfelfontein Country Lodge 或 Damara Mopane Lodge 或 同級 

 

第07天 特威飛爾泉－石化森林 petrified Forest－火焰山 burnt Mountain－特威飛爾泉 

前往納米比亞的沙漠岩石區－達馬拉蘭區域。沿途經過▲何利克斯小鎮，前往參觀遠古時代

的★石化森林、這些巨木化石有的斷裂成好幾塊大小不一的樹段，有的還保持著整棵完整樹

幹的形狀。化石的外表呈現鮮明的樹皮紋路，而橫切面則有如彩虹般呈現晶瑩美麗的色彩。

抵達後並參觀布希曼人於石器時代便留存下來的★石壁雕刻與壁畫，布希曼人在幾千年的漫

長歲月中創作出來的非洲岩畫，刻劃著納米比亞的歷史及遠到足跡！續前往參觀▲管風琴石

柱群，是一平均高五公尺、延伸一百公尺的的垂直白色玄武岩柱，橫列在峻峭的▲火焰山腳

下。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wyfelfontein Country Lodge 或 Damara Mopane Lodge 或 同級 

 

第08天 特威飛爾泉－布蘭堡山 mt. Brandberg－十字岬 Cape Cross－史瓦科蒙 Swakopmund  

(行車：440 公里，6.5 小時) 

今日出發前往史瓦科蒙，沿途經過納米比亞的最高峰、也是布希曼人的聖山－▲布蘭堡山 

(2573 M)。再轉往北參觀舉世聞名★十字海岬的海豹棲息地，欣賞數萬隻的海豹嬉戲及海岸沙

丘等難得一見的景觀。造訪 1468年葡萄牙探險家迪亞哥 diego(第一位踏上納米比亞的歐洲人)

在此豎立一個 2 公尺高，360 公斤的▲十字架以彰顯葡萄牙國王的尊榮。續沿著骷髏海岸南下

前往納米比亞的觀光重鎮、也是德國風味最濃厚的城市－史瓦科蒙，這裡曾經是德國的領地，

小鎮充滿歐式風味。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Strand Hotel 或 同級 

 

第09天 史瓦科蒙－瓦維斯灣 Walvis Bay－月世界 Moon Landscape－史瓦科蒙 

(行車：158公里，2.5小時) 

今日前往瓦維斯灣，納米比亞唯一的深水港，是個乾淨的小城，帶有歐洲遺風。抵達後安排

搭乘★遊艇暢遊海灣區，欣賞瀉湖的生態美景、各種的海鳥、鵜鴣、軟毛海豹及體態優美的

紅鶴，有些海豹及海鳥與船伕都己成了伙伴朋友一起搭檔表演。前往▲月世界，欣賞巧奪天

工、嘆為觀止的大地塹。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船上簡餐           晚餐：飯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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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Strand Hotel 或 同級 

 

第10天 史瓦科蒙-索蘇斯維雷 Sossusvlei 

(行車:340 公里,5 小時) 

今日前往索蘇斯維雷,索蘇斯維雷沙漠公園是納米布國家公園的一部分,納米布(Namib)在當地

語中是“遙遠的干燥平地”的意思,納米比亞(Namibia)的國名就取自於此。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ossusvlei Lodge 或 Moon Mountain Lodge 同級 

 

第11天 索蘇斯維雷 

(行車：150 Km，2 小時，來回) 

今早，在黎明之前，我們將搭乘★四輪傳動車進入索蘇斯維雷紅色沙漠，在奇幻的沙漠中享

用早餐，並欣賞色彩變幻的晨曦。在索蘇斯維雷沙漠中，您有充份時間漫步於▲沙丘谷或爬

上沙丘頂，眺望綿延不盡沙丘及其稜線；間或欣賞遠古湖泊遺留下來的▲沼澤水塘，這是沙

漠中的生命仍然欣欣向榮的保證；崢嶸的駱駝刺槐樹配上紅色沙丘絕對是您的底片殺手，有

機會亦可看到大角羚羊及鴕鳥漫步其中。回程停靠參觀▲45 沙丘，它因為距離公園入口處 45

公里而得名，45 沙丘的曲線弧度，一向是攝影師的最愛！回程欣賞西塞姆小型峽谷,下午可以

自由活動或參加當地的特色活動, 如騎乘沙漠摩託車(一人一台), 或搭乘小飛機觀賞航拍紅

色沙漠的壯麗美景! (此為國際影師鍾愛的當地活動) 

早餐：飯店餐盒           午餐：飯店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ossusvlei Lodge 或 Moon Mountain Lodge 同級 

備註： 

1. 自費行程：乘熱氣球或私人飛機在空中欣賞紅沙漠，此自費行程須於出發十天前預訂。 

2. 今天在黎明之前出發，帶著早餐盒在沙漠中享用。中午返回飯店用午餐休息。 

 

第12天 索蘇斯維雷－諾克路福山 Naukluft Mountains－雷福特山隘 Remhoogte Pass－溫托克 

(行車：450 Km，6 小時) 

早餐後，驅車返回溫托克，沿途地理景觀變化萬千，欣賞擁有多樣的地貌的▲諾克路福山，

連綿的山脈和嶙峋的岩石。續穿越▲雷福特山隘，景色自沙漠經半沙漠區、常綠高原區，回

到文明的世界。溫托克是納米比亞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

紐，在此地許多建築都是精巧的歐式小樓，難怪初到的人會懷疑，這裏真的是非洲嗎？隨後

參觀著名的▲國會大廈及▲福音路德大教堂，這座哥特式建築為納米比亞人視作珍寶。教堂

對面的騎士銅像，是當年德國占領納米比亞時的軍官雕像，見證了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ilton Hotel 或同級 

 

第13天 溫托克約翰尼斯堡香港 

SA-075 1235/1425 【飛行時間 1時 50分】；SA-286 1740/1245+1【飛行時間 13時 05分】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約翰尼斯堡、香港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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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自由用餐(發餐費)        晚餐：機上用餐 

 

第14天 香港台灣 

BR-870 1530/1710【飛行時間 1 時 40 分】 

班機於今早抵達香港後並直接轉機返回台灣，結束您此次快樂難忘的納米比亞「上帝也瘋狂」

深度之旅 14 日。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已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日 10 歐元，14 日共計 140 歐元。 

 本行程適用持〝晴天旅遊折價券〞扣抵團費（每一位貴賓限用 2000 元）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3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36,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

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

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

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

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摩洛哥餐食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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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護照彩色影本。(護照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2 頁以上空白頁)。 

 旅客基本資料。 (聯絡地址、電話) 

 工作天：21 天。 

 

 

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灣─香港 TPE/HKG 長榮 BR-857 1810/2000 1:50 

香港─約翰尼斯堡 HKG/JNB 南非 SA-287 2350/0705+1 13:15 

約翰尼斯堡─溫托克 JNB/WDH 南非 SA-074 0950/1145 1:55 

溫托克─約翰尼斯堡 WDH/JNB 南非 SA-075 1235/1425 1:50 

約翰尼斯堡─香港 JNB/WDH 南非 SA-286 1740/1245+1 13:05 

香港─台灣 HKG/TPE 長榮 BR-870 1530/1710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