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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esburg
約翰內斯堡

Victoria Falls
維多利亞瀑布

Kruger 
National Park

克魯格國家公園

Pretoria
普利托利亞

Mbabane

Cape Town開普敦

Shakaland
夏卡祖魯王國

Durban
德班

Chobe 
National Park

丘比國家公園

精選行程：

1.	造訪兩大UNESCO世界自然遺產

	 A. 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B. 聖露西亞濕地	St. Lucia Wetlands Park

2.	 深入南非金三角：開普敦、德班、約翰尼斯堡。

3.	 欣賞非洲未被破壞的自然美景	

桌山Table Mountain:搭乘纜車登上桌山，眺望美

麗港都。	

甘果鐘乳石洞Cango Falls:參觀神奇洞窟，體驗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世界三大瀑布中最為

雄偉壯闊的瀑布。	

尚比西河Zambezi River:搭乘渡輪倘佯並欣賞非

洲大地的落日餘暉。

	 好望角Cape Point:非洲大陸最南端，俯瞰印度洋

與大西洋交會的浩翰壯麗海景。

5.	 造訪非洲特色大城小鎮	

夏卡祖魯王國Shakaland:體會祖魯族傳統部落建

構及當地風情。	

黃金礦脈城Gold Reef City:探尋19世紀末期的淘

金小鎮，參觀冶金程序。

特色安排
探訪神秘的非洲，感受奇妙的非洲文化，古樸粗狂

的風俗民情，回顧聞名世界的種族政治歷史，欣賞

壯觀的自然景觀，追尋驚心動魄的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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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觀賞非洲特有動物	

克魯格國家公園KrugerNatiional Park:非洲最大的

自然保護區之一，搭乘四輪傳動敞蓬式吉普車由

專業叢林導遊帶領搜尋野生動物。	

企鵝保護區Boulders Beach:欣賞逗趣的非洲企鵝

生態。	

丘比國家公園Chobe NationalPark:野生動物的天

堂，有很豐富的野生動物和鳥類生態，因此成為

世界上動物最密集的國家公園之一。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4星級或當地最優質豪華的旅館，保證您旅

途中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全程包餐，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

您一饗其傳統餐食文化。

特優待遇: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送一瓶裝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 南非
South Africa

今日搭機飛往南非約翰內斯堡，夜宿飛機上。

第2天 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
今日班機抵達約翰內斯堡，轉往飯店休息以消除長途

飛行之勞頓。

【早餐】自理【午餐】自理【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Radisson Blu Sandton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 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今日飛往維多利亞瀑布。

搭乘贊比西河遊船Zambezi River Cruise欣賞神秘日落。

隨後欣賞傳統非洲表演并享用Boma Dinner。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The Kingdom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Johannesburg - (Q) - Victoria Falls

第4天 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丘比國家公園
Chobe National Park  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

	★ 丘比國家公園Chobe National Park: 這裡非洲四國交

界之際，野生動物遍布整個國家公園是非洲象數量

最多的地區，可乘坐狩獵車觀賞壯觀的野生動物。

午後搭渡輪徜徉於丘比河Chobe River，觀看野生動

物群體飲水之壯闊奇觀，一探各種野生動物之生態

奧秘。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The Kingdom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Victoria Falls –(200 km)– Chobe National Park –(200 km)– Victoria Falls

第5天 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 約翰內斯堡
Johannesburg

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 世界七大奇跡之一，世界三
大瀑布中最為雄偉壯闊的維多利亞大瀑布。確切來說

維多利亞瀑布是一個瀑布群由5條瀑布組成，其中最著
名的是魔鬼瀑布Devil’s Cataract及彩虹瀑布Rainbow 
Falls。1989年，被UNESCO列為自然類世界遺產名錄。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午餐盒【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Radisson Blu Sandton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Victoria Falls-(Q)-Johannesburg

第6天 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普利托利亞 
Pretoria  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普利托利亞Pretoria: 此處不僅是川斯華省的首府，也是

南非的行政中心。普利多利亞位於標高1400公尺的高

原上，氣候溫和，每到春季紫薇花怒放，形成一片紫

色花海，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感覺。	

▲教堂廣場Church Square,▲聯合行政大樓Union Build-
ings: 總統府、保羅克魯格總統故居。

	▲開發先民紀念堂Voortrekker Monument:	堂內 27幅浮

雕，陳述當時拓荒者（布耳人）為重建家園所展開壯

烈的「大遷徙」。

	★ 黃金礦脈城Gold Reef City: 城內展現19世紀末時淘金的

風貌，遊客在此可看到舊式的釀酒廠、洗衣房、裁縫

店等。亦保有昔日開採黃金礦之一切設備，遊客可搭

乘吊車深入地下200多公尺的礦坑內，感受礦工生活

並可觀賞鑄金表演。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Radisson Blu Sandton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Johannesburg –(62 km)– Pretoria –(62 km)– Johannesburg

第7天 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克魯格國家公園
Kruger National Park

	▲布萊德河峽谷Blyde River Canyon: 可媲美美國大峽

谷。

	★ 波克幸運壺穴Bourke’s Luck Potholes: 位於Treur河和

布萊德的交叉處，強大的水流在岩石中雕刻了一個



第10天 夏卡祖魯王國Shakaland  德班Durban 
夏卡祖魯王國城市觀光及非洲祖魯人的傳統文化與風

俗體驗。

夏卡祖魯王國Shakaland: 實地體會祖魯族傳統部落建

構，他們因友好及熱情個性出名，並且為豐富文化遺

產而驕傲，根據古代技術傳統用茅草及繩索編綁而成

俗稱”蜂窩棚屋”	探訪	“Sangoma”先知的神秘知識，觀

賞非洲鼓的脈動節奏舞蹈。

德班Durban: 南非第二大城市，被稱作“ 非洲最佳管理

城市”，也是著名國際會議之都。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Southern Sun Elangeni或同等級酒店
Shakaland–(335 km)–Durban

第11天 德班Durban  開普敦Cape Town
搭乘飛機飛往開普敦Cape Town。

開普敦Cape Town: 是南非人口排名第二大城市，也是

開普敦都會城區組成部分、西開普省省會，開普敦為

南非立法首都，因此國會及很多政府部門亦座落於該

市。開普敦以其美麗的自然景觀及碼頭聞名，知名的

地標有被譽為“ 上帝之餐桌”的桌山，以及印度洋和大

西洋的交匯點好望角。因其美麗的自然及地理環境，

開普敦被稱為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亦成為南非其

中一處旅遊勝地。

	★ 鴕鳥養殖場Ostrich Farm: 了解鴕鳥生態及習性。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Southern Sun Waterfront或同等級酒店
Durban–(Q)–Cape Town

第12天 開普敦Capetown
	★ 桌山Table Mountain: 桌山雖高僅1,067公尺，卻如屏

風般環繞著開普敦市。在天氣許可下搭乘纜車登上

桌山，至山頂遠眺一望無際的開普敦，山水風光盡

收眼底。

	▲克利夫頓Clifton Bay: 是南非開普敦的富裕郊區。	這

是一個獨特的住宅區，是南非最昂貴的房地產的所

在地，住宅坐落在懸崖上，可以看到大西洋一覽無

餘的景色。該地區擁有4個海灘，是當地人和遊客

經常使用的目的地。這些海灘以1號到4號的名字命

個稀奇的水坑，造成了一個罕見的自然現象。此處

命名於一個預語這里有黃金的探礦者。

	▲上帝之窗Window of God:	非洲最美麗的景觀。爾後專

車穿越秀麗的山川，進入特藍斯瓦高原，觸目所及是

藍天白雲，草原無盡。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rotea Hotel Kruger或同等級酒店
Johannesburg–(470 km)–Kruger National Park

第8天 克魯格國家公園Kruger National Park  墨巴
本Mbabane

	★ 克魯格國家公園Kruger National Park: 第一座人類為

保護野生動物而設立的保護區。可搭乘四輪傳動敞

蓬式吉普車(約3.5小時	)，由專業叢林導遊帶領穿

梭在非洲特有的莽原上找尋各種的野生動物，如大

象、獅子、花豹及獵豹等野生動物的足跡。（敬請自

備望遠鏡、防風外套、太陽眼鏡及便帽）。

墨爾本Mbabane: 史瓦濟蘭王國Swaziland的首都及最大

的城市。史瓦濟蘭王國俗稱“ 非洲的瑞士”，國家雖小

但境內景色渾然天成地勢西高東低，由於地勢平均較

高，使其成為非洲南部水源供應的主要地區。

若時間許可，可參觀藝術蠟燭廠Swazi Candle Factory: 
史瓦濟蘭蠟燭工藝始於西元1981，使用的是源自於亞

歷山大大帝時代的[Millefoire]技術。

【早餐】早餐盒【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Royal Swazi Spa或同等級酒店
Kruger National Park–(320 km)–Mbabane

第9天 墨巴本Mbabane  夏卡祖魯王國Shakaland
	★ 聖露西亞濕地公園St. Lucia Wetlands Park: 位於南非

夸祖魯納塔爾東部海岸。聖露西亞濕地公園是南非

第三大保護區，跨越海岸線約280千米。1999年後被

UNESCO列為南非首個世界自然遺產。特別安排乘船

遊覽聖露西亞湖Lake St. Lucia。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船餐【晚餐】當地晚餐

【住宿】	Shakaland Culture Village或同等級酒店
Mbabane–(380 km)– Shak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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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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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ave this PDF file to your computer before you can fill in the following form.

團體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團費 Land Only 內段機票 Intra Air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8/13/2019
$4,200 $1,100 $1,200

10/19/2019

內段機票包括:
1. 約翰內斯堡 Johannesburg  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2. 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約翰內斯堡 Johannesburg
3. 德班 Durban  開普敦 Cape Town

名，由花崗岩巨石落下，並有幾乎純淨的白色花崗

岩沙。克利夫頓的四個海灘是為數不多的受到臭名

昭著的東南風影響的地區之一，這與其與游泳者的

受歡迎程度有很大關係。

	★ 好望角Cape Point: 經開普敦半島的海濱公路遊覽天

涯海角。自然保育區並登上瞭望臺，俯瞰瞭望兩

洋相會，印度洋及大西洋兩洋交會之浩瀚壯闊的海

景，這裡確是海之角、天之涯，令人流連忘返。

	★ 企鵝保護區Boulders Beach: 參觀著名的南非企

鵝。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Southern Sun Waterfront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CST#2068966-40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第13天 開普敦Capetown 美國USA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趨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美國，結

束圓滿的南非探索發現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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