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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精精彩彩百百國國  納納米米比比亞亞、、南南部部非非洲洲經經典典六六國國全全覽覽之之旅旅 2233 日日  

金金黃黃色色瑰瑰麗麗光光芒芒  玩玩家家魂魂牽牽夢夢縈縈的的幻幻境境  

行程完整走訪非洲南部六國－－馬拉威、莫三比克、史瓦濟蘭、賴索托南非及納米比亞，

絕無遺珠。每年的 5至 11月是南部非洲的最佳旅遊季節，氣溫介於 10至 25度，氣候涼

爽。既然是一生必遊之地，必然要慎重選擇出遊時機。 

 

【百國行程特色】 

 馬拉威  參觀野生動物樂園卡松古國家公園及首都黎朗威，馬拉威人民友善且溫 

  和，因而博得「非洲溫暖之心」的美名。 

 莫三比克  首都馬布多是一個充滿葡萄牙風味建築的都市。 

 史瓦濟蘭  台灣於南部非的唯一邦交國，參觀馬登戈原住民文化保護區，欣賞蜂  

   窩棚屋及史瓦濟族傳統舞蹈表演。 

 賴索托  位於南非境內的「國中之國」。山川秀麗、風景獨特，有「非洲瑞士」的 

  美名。 

 摩蘇蘇的古城堡遺址－－塔巴波蘇及賴索托版的世外桃花源－－孔瑪岩穴。 

南非 

 桌山  用刀鋒削平如桌般平坦的山頂，形成獨特的奇景，更是俯瞰港區美景的最 

   佳地點。 

 黃金礦脈城  搭乘纜車深入地底二百公尺的礦道及觀賞金塊的融解與鑄造表演。 

 豪特灣海豹島  您可看到成千上萬的海豹或在岸上曬太陽或遨遊於海中，模樣非 

   常可愛。 

 好望角  非洲大陸最著名的陸岸地標，於最頂處俯瞰印度洋及大西洋交會的壯麗 

   海景。 

 企鵝生態保護區  於博德斯海岸觀賞成群活潑又逗趣的企鵝 

 克斯騰伯斯國家植物公園  各種植物種類繁多，到處充滿了瑰麗燦爛的色彩。 

納米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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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人所驚豔。 

 粗獷原始非洲岩畫  布希曼人在數千年前的創作，刻畫著納米比亞的歷史及遠 

  古足跡。 

 石化森林  遠古時代的森林化石，歷經時間淬煉後，呈現出如彩虹般晶瑩美麗的 

   色彩。 

 千歲蘭  終生僅長出一對葉片，壽命可長達 2,000年，為地球上最為最奇特的植 

   物之一。 

 史瓦科蒙  一個充滿休閒氣氛的海邊渡假小鎮，是全球最乾淨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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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狎海豹保護區  欣賞數萬隻海豹嬉戲於海岸沙丘的世界奇景。 

 瓦維斯灣瀉湖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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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米布沙漠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沿海沙漠，閃耀著金黃色瑰麗光芒，是攝影愛好   

   者的天堂。搭乘四輪傳動車進入奇幻的沙漠世界中，感受沙漠的無窮變化！  

 溫托克  納米比亞首都，充滿德國風味，是非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輕巧環保導覽耳機 

全面採用成新式導覽耳機，更為環保(充電式)、輕巧方便，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讓您一邊自由拍照也不會錯過當地專業中文導遊的精采講解。 

 車上供應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貼心包含每日午、晚餐皆提供一杯飲料 

 贈送晴天專屬過夜包  

每位旅客皆贈送一個過夜包，讓長途旅行的您，可放入個人隨身用品，方便且輕

巧。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安排旅館人員替您將行李送抵房間，省卻拉行李的辛勞。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2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納米比亞的特威爾飛泉壁畫(2007)、納米布

沙漠(2013)。 

 

【寂寞星球全球 500大景點】 

 行程參觀 3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大景點」  納米比亞的

伊托夏國家公園（415）、索斯蘇維雷（212）；南非的桌山（43）。 

 

第01天 台北✈香港✈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 

BR-857 1810/1955【飛行時間 1 時 45 分】；SA-287 2350/0705+1【飛行時間 13 時

10 分】 

今日集合於中正機場搭機經香港飛往南非大城約翰尼斯堡，夜宿機上。 

 

第02天 約翰尼斯堡✈黎朗威 Lilongwe【馬拉威】 

SA-170 1000/1220【飛行時間 2 時 20 分】 

今日上午搭機經約翰尼斯堡飛往位於東非大地南端、有「非洲暖心」之稱的馬拉威。

馬拉威原是我國邦交，與我國往來密切，惜其於 2007 年中斷了與我國數十年的邦

交。下午達馬拉威首都黎朗威。抵達後進行市區觀光。黎朗威為馬拉維首都，是全

國的政治中心，亦是全國第二大城市，位於國土中西部。在黎朗威河兩岸，分別是

新城區和舊城區。首先前往▲首都山，這座建築和美國首都有著一樣的宗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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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府行政辦公室，是一座綜合性建築，讓人嘆為觀止。▲英雄紀念塔在 18 區埋

葬著眾多在世界大戰中英勇獻身的英雄，這座偉大建築便是要紀念他們為了獨立而

戰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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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President Walmont at Umodzi Park 或 同級 

 

第03天 黎朗威－卡松古國家公園 Kasungu N.P.－黎朗威 

 (行車：116 公里，2.5 小時，單程) 

今日專車前往位於中西部高原地區的★卡松古國家公園。這裡曠野茫茫，滿目翠

綠，空氣清新，尤其是這裡的山景格外迷人，園內青山綠水，植被茂盛，風景宜人，

在這裡大象和羚羊非常常見，還有一小群水牛和斑馬群；犀牛、獅子和獵豹偶爾可

見，愛鳥者亦可以看到許多鳥種類。下午返回首都黎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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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President Walmont at Umodzi Park 或 同級 

 

第04天 黎朗威✈約翰尼斯堡✈馬布多 Maputo【莫三比克】 

SA-171 1305/1530【飛行時間 2 時 25 分】；SA-7097 1910/2010【飛行時間 1 時 00

分】 

今日上午續參觀首都黎朗威郊區，▲Kamuzu 陵墓是紀念共和國第一屆總統，馬拉

威的創始人和其父親 Kamuzu 博士安息的地方。續走訪以 Kamuzu 為名的▲第二水

壩，當地的居民於假日時會來到這裡野餐、烤肉。中午前往機場搭機經約翰尼斯堡

飛往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莫三比克雖沒有十分著名的名勝古蹟，但仍然是一個極

具非洲特色、值得一遊的國家，陽光、海灘和熱情好客的莫三比克人民正熱切呼喚

著您。莫三比克的李法拉灣據說是中國遠洋航海家鄭和停泊船隊的地方。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搭機耗時，發放餐費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 Residence Maputo 或 同級 

 

第05天 馬布多－蒙巴本 Mbabane【史瓦濟蘭】 

 (行車：160 公里，3 小時) 

上午馬布多市區觀光，參觀綠蔭蔽日的寬敞街道和充滿葡萄牙風味的都市建築▲市

政廳 (1975 年獨立前，莫三比克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並走訪景色宜人的▲濱

海大道、造型特殊的▲聖安東尼教堂、由法國著名土木工程師埃菲爾於 1910 年設

計建造至今仍在營運的▲中央車站及廣場前▲女蛇神雕像及葡萄牙的艾曼紐式的

建築物。走訪▲傳統市場，體驗當地生活型態。午後驅車前往與台灣邦交甚篤的非

洲友邦史瓦濟蘭王國，境內山巒起伏，景色渾然天成，有「非洲小瑞士」之稱，因

其民風純樸、鮮少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至今該國人仍保留大量非洲傳統的生活習

性及民俗。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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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Mvubu Falls Lodge 或 同級 

 

第06天 蒙巴本－馬登戈 Mantenga Cultural Village－蒙巴本 

 (行車：120 公里，2 小時) 

上午前往參觀★馬登戈原住民文化保護區，居民以友善及熱情著名，保護區蘊含豐

富文化遺產。參觀古代傳統技術，用茅草及繩索編綁而成的蜂窩棚屋，並欣賞由非

洲鼓伴奏的史瓦濟族傳統舞蹈表演。下午行車經過有「皇家谷地」之稱的伊祖威尼

谷地，此地乃現任國王所居住的地方，依山傍水、風景優美，在此參觀★國家博物

館。隨後前往回收玻璃再製之★玻璃加工中心，此中心早期是北歐國家瑞典，為濟

助史瓦濟蘭所專案成立，您可由此感受史瓦濟蘭人民傳統、環保的世界觀，並可實

際參觀到各種玻璃飾品的燒製過程。續參觀著名的史瓦濟蘭非洲▲傳統手工藝品市

場，在長達 200 公尺、多達百家的傳統商舖，展示各式各樣風格純樸脫俗、做工精

美且別具非洲風情的純手工藝品。有機會前往史國最富盛名的▲傳統手工蠟燭製作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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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Mvubu Falls Lodge 或 同級 

 

第07天 蒙巴本－曼齊尼 Manzini✈約翰尼斯堡✈馬塞魯 Maseru【賴索托】 

(行車：38 公里，40 分)； 

SA-8083 1125/1225【飛行時間 1 時 00 分】；SA-8062 1500/1600【飛行時間 1 時

00 分】 

早上前往曼齊尼，是史瓦濟蘭中部的集鎮及主要的工業中心，也是曼齊尼區的首

府。成立於 1890 年，是英國殖民者的基地，但在 1902 年第二次布爾戰爭中被毀，

最後遷都至墨巴本。在此搭機經約翰尼斯堡轉機至賴索托首府馬塞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搭機耗時，發放餐費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AVANI Lesotho Hotel & Casino 或 同級 

 

第08天 馬塞魯－塔巴波蘇 Thaba Bosiu－孔瑪岩穴 Kome Caves－馬塞魯 

(行車：150 公里，3.5 小時)  

今日參觀「山之國」賴索托，賴索托座落於美麗的高原及山岳地帶，每一寸土地都

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上，以東部和北部是 1800~3000 公尺的山峰和高原。賴索托人

通常居住於不超過 250 人的小村落裡，其居住的茅草屋牆壁常繪有鮮明的圖案。首

先驅車前往▲塔巴波蘇，此地乃賴索托創建者摩蘇蘇的古城堡遺址所在，是一個易

守難攻的堡壘。目前也是摩蘇蘇家族的陵寢所在。隨後前往▲孔瑪岩穴，此仍二百

年前為逃避食人族的追殺，而隱匿於此，現住在此地的人其生活模式仍和其祖先一

樣，是賴索托版的世外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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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AVANI Lesotho Hotel & Casino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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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天 馬塞魯✈約翰尼斯堡 

SA-8053 1055/1150【飛行時間 0時 55分】 

今日早上飛往約翰尼斯堡，前往著名的★黃金礦脈城，一座建於十九世紀末至今，

仍然完整保存昔日維多利亞時期風貌的淘金小鎮風情，除了搭乘纜車深入地底二百

公尺的礦道，遊客亦能觀賞金塊的融解與鑄造表演，在此可親眼目睹金漿變成金磚

的過程，了解昔日採金的生活實況。光是閱讀旅遊與文史資料，彷彿只是隔靴搔癢，

想要親身體驗 19世紀所引爆空前未有的淘金熱潮，黃金礦脈城 Gold Reef City，非

去不可。深入地下 220 公尺，到昔日開採金礦的礦坑中實地參觀，進入前每人須戴

上安全帽，拿著蓄電池照明燈，乘坐升降梯至第五層坑道，隨著礦車軌道深入內部，

沿途可看到全世界僅存二部之一的交直流變電器，造型奇特的炸藥存箱，混合數種

語言文字所創造的" 礦工語 "海報及支撐礦坑的各種設備，更可以看到習日與現今

開礦方式顯著不同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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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Hilton Sandton Hotel 或同級 

 

第10天 約翰尼斯堡✈開普敦 Cape Town 

SA-313 0825/1035【飛行時間 2 時 10 分】 

今日前往機場搭機經約翰尼斯堡飛往開普敦。南非觀光資源最豐富的地方，絕非開

普半島莫屬！其自然景觀、歷史、購物娛樂、多元民族生活樣貌和發達的旅行業均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蜂擁而來。開普敦市區給人的感覺很像歐洲的大城市，優美

的開普荷蘭式、英式古建築林立、寬廣的人行步道和林立的特色商店，在在讓遊客

樂不思蜀。搭乘★纜車登上桌山（依當日天氣狀況而定），如用刀鋒削平、如桌般

平坦的山頂，經常圍繞著如桌布般的雲朵，形成獨特的奇景，山上更是俯瞰港區美

景的最佳地點。此山更是超過 1470 種植物的安樂窩，而其中更有大部份是此山獨

有的品種，例如罕見的銀樹以及野生蘭花。前往耗資億萬所建▲水門遊樂區享受逛

街購物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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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Radisson Blu Waterfront 或 同級 

 

第11天 開普敦 

(全日開普敦半島參觀) 

開普半島多處勝景：途經的克里夫頓灣為著名的高級住宅區，此處可欣賞到矗立於

海上的▲12 使徒岩，之後專車到豪特灣★搭船前往海豹島，您可看到成千上萬的海

豹或在岸上曬太陽或遨遊於海中，模樣非常可愛。午餐後前往非洲大陸最著名的陸

岸地標▲好望角，搭乘★雙軌纜車到達好望角的最頂處俯瞰印度洋及大西洋交會的

浩瀚壯麗海景。之後前往博德斯海岸的★企鵝生態保護區，觀賞成群活潑又逗趣的

企鵝。拜訪桌山東側的★克斯騰伯斯國家植物公園，面積達 560 公頃以上，各種植

物種類繁多，到處充滿了瑰麗燦爛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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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Radisson Blu Waterfront 或 同級 

 

第12天 開普敦✈溫托克【納米比亞】－奧奇瓦龍戈 Otjwarongo 

SA-8126 1000/1205【飛行時間 2 時 05 分】)；(行車：280 公里，4 小時)  

下午前往機場搭機經約翰尼斯堡飛往獨立於 1990 年的年輕國家－－納米比亞首都

溫托克。納米比亞曾經受過德國及英國的殖民統治，至今仍保有當時德、英的風格。

飛機抵達後，隨即專車北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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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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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Frans Indongo Lodge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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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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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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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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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天 伊托夏國家公園－卡曼傑伯 Kamanjab 

(行車：210 公里，3 小時) 

今日離開伊托夏南行前往卡曼傑伯，在稍作休息後，前往★綠洲辛巴部落參觀，此

一部落位於卡曼傑伯 20 公里外的野地，他們是從納米比亞西北部的戈壁區域移居

至此，由於是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因此居住地常常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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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習俗都一往如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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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ra Mopane Lodge 或 同級 

 

第16天 卡曼傑伯－何利克斯Khorixas－石化森林Petrified Forest－火焰山Burnt Mountain

－特威飛爾泉 Twyfelfontein 

  (行車：180公里，3 小時) 

今日驅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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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級 

 

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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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天 史瓦科蒙－瓦維斯灣 Walvis Bay－月世界 Moon Landscape－史瓦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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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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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料理 

住宿：Strand Hotel 或 同級 

 

第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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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同級 

 

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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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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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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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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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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天 溫托克約翰尼斯堡香港 

SA-073 0630/0810【飛行時間 1時 40分】；SA-286 1315/0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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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搭機耗時，發放餐費          晚餐：機上用餐 

 

第23天 香港台灣 

BR-852 1105/1255【飛行時間 1 時 50 分】 

班機於今早抵達香港後並直接轉機返回台灣，結束您此次難忘的【【精精彩彩百百國國  納納米米

比比亞亞、、南南部部非非洲洲經經典典六六國國全全覽覽之之旅旅 2233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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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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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包含領隊、導

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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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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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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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以上空白頁)。 

 旅客基本資料。 (聯絡地址、電話) 

 此團型簽證所需資料時有變化，請依業務通知為主。 

 工作天：4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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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香港 TPE/HKG 長榮 BR-857 1810/1955 1:45 

香港─約翰尼斯堡 HKG/JNB 南非 SA-287 2350/0705+1 13:10 

約翰尼斯堡─黎朗威 JNB/LLW 南非 SA-170 1000/1220 2:20 

黎朗威─約翰尼斯堡 LLW/JNB 南非 SA-171 1305/1530 2:25 

約翰尼斯堡─馬布多 JNB/MPM 南非 SA-146 2015/2115 1:00 

曼齊尼─約翰尼斯堡 SHO/JNB 南非 SA-8083 1125/1225 1:00 

約翰尼斯堡─馬塞魯 JNB/MSU  南非 SA-8062 1500/1600 1:00 

馬塞魯─約翰尼斯堡 MSU/JNB 南非 SA-8053 1055/1150 0:55 

約翰尼斯堡─開普敦 JNB/CPT 南非 SA-313 0825/1035 2:10 

開普敦─溫托克 CPT/WDH 南非 SA-8126 1000/1205 2:05 

溫托克─約翰尼斯堡 WDH/JNB 南非 SA-073 0630/0810 1:40 

約翰尼斯堡─香港 JNB/HKG 南非 SA-286 1315/0820+1 13:05 

香港─台北 HKG/TPE 長榮 BR-852 1105/125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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