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視界假期】 
南非．開普賞鯨之旅．太陽城．彼蘭斯堡 9 天 

開普敦．好望角．鴕鳥園．賞鯨之旅．普利托利亞．彼蘭斯堡國家公園 
 主題欣賞．行程特色： 

 行程涵蓋約翰尼斯堡、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太陽城、開普敦、鴕鳥園、酒香巡禮，豐富有趣。 

 搭乘 360 度旋轉纜車登上世界聞名的桌山，眺望美麗的港都，景色宜人。 

 海豹島（海豹保護區）：搭乘遊船欣賞活潑的海豹生態。 

 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雙軌纜車登上最頂處，俯瞰印度洋與大西洋交會的浩瀚壯麗海景。 

 企鵝保護區：欣賞逗趣的企鵝生態。 

 鴕鳥園：了解鴕鳥生態，近距離接觸鴕鳥。 

 賞鯨之都：賀曼紐斯於每年的 7 - 11 月，成群的南方露脊母鯨，帶領著初生的幼鯨迴游至賀曼紐斯

沿岸的海域渡過其溫暖的寒冬。因而使賀曼紐斯成為世界上唯一陸地觀賞鯨魚嬉戲海中的地點 

 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安排吉普車之旅（黃昏一次及清晨一次），探訪大自然及野生動物生態。 

 精心挑選．體驗美食 

午、晚餐若為中式料理則為七菜一湯。若為西式料理，儘量安排自助餐與西式套餐交相使用（視當

地情況而定），讓您吃得好、吃的精緻。 

 開普半島四天三夜．天天精選風味： 

好望角：於開普半島的好望角區域，享用龍蝦餐料理，也享受周遭的海岸美景。 

鴕鳥園：除瞭解鴕鳥生活習性外，安排品嘗鴕鳥肉風味料理，是個難得體驗喔。 

 特別安排．舒適飯店 

 開普敦【五星】：PEPPER CLUB HOTEL 或 RADISSION BLU HOTEL 或同級。 

 約翰尼斯堡【五星】：DAVINCI HOTEL 或 RADISSION BLU HOTEL 或同級，讓您住得更舒適。 

 普利托利亞：住宿於太陽國際集團的系列新穎飯店 THE MASLOW TIME SQUARE，距離 MENLYN 

MAINE CENTRAL SQUARE 購物中心不到 300 公尺，或同級飯店。 

 太陽城：安排住宿於號稱「南非的拉斯維加斯」的太陽城渡假村內飯店。如時間充足，您可在度假

村內著名的景點－失落之城（Lost City），傳說在古老的叢林中，極度聞名的城市，因地震和火山

爆發而消失，而它就坐落在擁有一百多萬株各種樹木植披的古叢林裡。 

 含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每人上下各一件）。 

 每人每日提供一瓶瓶裝礦泉水。 

 

出發日期：2019 年７月－９月 

參考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所需時間 

第 1 天 台北 香港 長榮航空 BR857 18:10 20:05 02 小時 05 分 

第 1 天 香港 約翰尼斯堡 南非航空 SA287 23:50 07:05+1 13 小時 15 分 

第 2 天 約翰尼斯堡 開普敦 南非航空 SA323 09:15 12:05 02 小時 10 分 

第５天 開普敦 約翰尼斯堡 南非航空 SA322 09:10 11:45 01 小時 55 分 

第 8 天 約翰尼斯堡 香港 南非航空 SA286 17:35 12:40+1 12 小時 50 分 

第 9 天 香港 台北 長榮航空 BR870 15:25 17:15 01 小時 55 分 

※ 以上台港及內陸段航班僅供參考，正確航班請以當團說明會資料為主。 

 

http://www.pepperclub.co.za/
http://www.radissonblu.com/hotel-capetown
http://www.radissonblu.com/hotel-capetown


第 1 天 台北／香港／約翰尼斯堡 

今日下午搭機由台北出發，經轉機後非往南非，夜宿飛機上。 

餐食： 早餐－無 午餐－無 晚餐－機上 

住宿飯店：飛機上 

 

第 2 天 約翰尼斯堡／開普敦 CAPE TOWN－桌山－水門廣場－開普敦 

今早班機抵達最受上帝眷顧的南非母城－開普敦，展開市區巡禮。前往開普半島國家公園中最享負

盛名的山脈－桌山。頂峰平整如桌面，山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距離為三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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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候准許的情況下，搭乘 360 度旋轉纜車登上桌山

之頂，在此可眺望美麗的開普敦港都景緻。隨後前往返回開普敦市區後，前往耗資億萬所建之開普水門

遊樂區享受逛街購物的樂趣。 

【下車參觀】：開普水門遊樂區。 

【門票安排】：桌山纜車。 

餐食： 早餐－飛機上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五星 PEPPER CLUB HOTEL 或 RADISSION BLU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開普敦－海豹島－好望角自然保護區－企鵝保護區 BOULDERS BEACH－開普敦 

今日暢遊於開普半島多處勝景，途經克里夫頓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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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專車前往南非最有名的海灣之一－豪特灣 HOUT BAY，搭乘遊艇前往開普敦著名的

遊覽勝地－海豹島，島上有上千隻海豹棲息，為了保護海豹棲息地，漁碼頭有專用遊艇前往觀賞，在距

離島嶼很近的地方緩慢繞行，可以近距離的觀賞到海豹捕食、在岸上曬太陽或遨遊於海中、嬉水的模樣

非常可愛。午餐後前往非洲大陸最著名的陸岸地標－好望角自然保護區 CAPE OF GOOD HOPE，搭乘

雙軌纜車到達好望角的最頂處俯瞰大西洋交會的浩瀚壯麗海景。欣賞完壯闊的海景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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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南極或冰原上的企鵝們，也在南非出現了，保護

區內的小企鵝群們成對或成群排列步行的逗趣模樣，著實令人難忘。雖然企鵝被列為瀕臨絕種的生物，

但 Boulders Beach 的企鵝數目，卻由一九八四年的兩對繁衍至今達三千的數目，全賴這裏盛產企鵝最

愛吃的沙丁魚。非洲企鵝的身高約 50 公分，叫聲酷似驢鳴，所以被冠以（公驢企鵝）的稱號。 

備註：海豹及企鵝為大自然現象，如行程中因任何自然因素而導致無法前往或是野生動物數量不如預

期，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豪特灣。 

【門票安排】：海豹島遊船、企鵝保護區、好望角自然保育區、雙軌纜車。 

【主題欣賞】： 

 好望角自然保護區 CAPE OF GOOD HOPE：首位發現好望角的人，是葡萄牙籍航海家 

Bartholomeus Dias，因為這裡長年吹著強風，故此處曾被稱為「暴風之角」（Cape of Storms）。在發

現初期，更被認為是世界最遠處，至今仍為全球人土所希望一到的地方。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大西洋、印

度洋兩洋交匯而掀起的淘天巨浪和漩渦，在附近有很多船隻遭遇強風巨浪而遇難。一九一九年，好望角

建立了整個非洲最明亮的燈塔為過往船舶指點迷津。自然保護區總面積達 7750 公傾，除旅遊車外禁止

其它車輛入內，區內有總長高達 40 公里的海岸線，有許多的灌木和野花，最著名的是高原凡波斯花

（Fynbos）和甘龍眼（Protea），棲息著狒狒、鴕鳥、羚羊、斑馬等野生動物。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龍蝦海鮮拼盤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五星 PEPPER CLUB HOTEL 或 RADISSION BLU HOTEL 或 WESTIN GRAND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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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賀曼紐斯【賞鯨之都】－開普敦【鴕鳥園】 

早餐後前往賞鯨小鎮－赫曼紐斯，賀曼紐斯於每年的 7 - 11 月，成群的南方露脊母鯨，帶領著初生

的幼鯨迴游至賀曼紐斯沿岸的海域渡過其溫暖的寒冬。因而使賀曼紐斯成為世界上唯一陸地觀賞鯨魚嬉

戲海中的地點，這小鎮為世界自然基金會認可的全球 12 個賞鯨地之一，不論你出海或是靠在岸邊，都

較容易覓得鯨蹤。鯨魚的到來，平靜的小鎮也因此變得熱鬧。您更可於賞鯨之餘欣賞此座充滿古樸民風，

深具南非傳統風情特色的南方小鎮。後續前往鴕鳥養殖場，南非是世界著名的羽毛加工地，於專人帶領

解說下參觀有趣的鴕鳥生態及習性，同時還可試試膽量踩在駝鳥蛋上，並與可愛的鴕鳥合影留念，當然

相關的駝鳥皮製品可供採購，值得自己珍藏或餽贈親友。 

備註：賞鯨為大自然動物現象，如行程中因任何自然因素而導致無法賞鯨或是鯨魚數量不如預

期，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賀曼紐斯賞鯨小鎮。 

【門票安排】：鴕鳥養殖場。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赫曼紐斯西式餐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五星 PEPPER CLUB HOTEL 或 RADISSION BLU HOTEL 或 WESTIN GRAND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開普敦／約翰尼斯堡－普利托利亞 PRETORIA 

今日搭機飛往約翰尼斯堡，抵達後前往南非的南非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亞。參觀共和國聯合行政大

樓，為希臘式建築風格，在此可欣賞市街美景、教堂廣場及莊嚴巍巍的先民開發紀念堂，一座為感念先

民為建國之初，所付出的一切貢獻與犧牲而建築之聖殿。普利托利亞是種族隔離政策下的生成、茁壯的，

1815 年時祖魯族的夏卡國王開始大肆侵略其他族群時，造成不可計數的南非原住民逃離家園、流離失

所，使得普利托利亞和約瀚尼斯堡一帶成為暫時的真空狀態。此時原在開普敦的斐人，因為英國人逐漸

占據開普敦，於是展開了史上著名的大遷徒（The Great Trek），往北越過山區，來到這片看起來無人的

區域，在此定居，並建立了斐共和國。但先前離開的原住民後續回來索討家園，經過數次的激烈交戰，

傷亡慘重。在約翰尼斯堡發現金礦之後，英國人對這塊土地也起了貪念，於是又開始與英國的爭戰，前

後兩次戰爭讓斐人幾乎死傷殆盡，最後不得已和解，和英國合組聯合政府，此即今日南非共和國的前身。 

【下車參觀】：共和國聯合行政大樓。 

【門票安排】：先民開發紀念堂。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或發餐費 10 美元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THE MASLOW TIME SQUARE 或同級 

 

第６天 普利托利亞－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傍晚～吉普車狩獵】－太陽城度假區 SUN CITY 

早午前往有「南非拉斯維加斯」之稱的太陽城度假區，太陽城位於南非西北生的豪華度假區，飯店

的旨意是希望在非洲原始的叢林中，建造出一個如同美國阿斯維加斯的娛樂中心，並以古老的太陽谷傳

說為理念，設計出了一座叢林中的城市。傍晚前往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狩獵搭乘敞篷狩獵車

SAFARI 深入彼蘭斯堡動物保護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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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長頸鹿、羚羊等的蹤跡。彼蘭斯堡國家公園最珍貴的是白犀牛和黑犀牛，在創立初期還發生

大象與犀牛衝突，時常發生大象肚子有犀牛角孔或犀牛屁股有大象角洞，造成公園嚴重損失，經國家公

園管理局深入研究發現，原引進在本火山區之野生動物太過年輕，無法產生領導者所造成，經重新由克

魯格國家公園引進成熟雄象及犀牛，才解決此一緊張情況。今日安排住宿太陽城度假區內飯店。 

備註：動物生活在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特別安排敞篷狩獵車（傍晚一次），如找尋野生動物中因動物活

動或任何自然因素而導致野生動物數量不如預期，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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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票安排】：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敞篷狩獵車。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西式自助餐 

住宿：CABANAS HOTEL 或同級 

 

第 7 天 太陽城度假區－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晨間～吉普車狩獵】－太陽城度假區 

  清晨再次安排搭乘敞篷狩獵車 SAFARI 穿梭於保護區內，找尋各種的野生動物。1970 年代末期，

南非政府實施「創世紀計劃」Operation Gemesis，從其他國家公園引進在本火山區消失已久的野生動

物，並且在保護區四周築起圍籬，正式成立「彼蘭斯堡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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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城度假區也是知名度最高的渡假村，擁有南非最大的遊

樂賭城、一流觀光飯店、各種運動及娛樂設施，如游泳池、人工衝浪、騎馬、打高爾夫球等。太陽城就

好像是個神祕的非洲王國宮殿，美侖美奐，超級巨星如麥可傑克森等都曾在此登台獻藝，帶著一股神秘

又讓人充滿幻想的世外桃源。您可於飯店悠閒享用遊樂設施，如時間充足，您可在度假村內著名的景點

－失落之城（Lost City），傳說在古老的叢林中享受悠閒時光。今日安排住宿太陽城度假區內飯店。 

備註：動物生活在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特別安排敞篷狩獵車（清晨一次），如找尋野生動物中因動物活

動或任何自然因素而導致野生動物數量不如預期，敬請見諒。 

【門票安排】：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敞篷狩獵車。 

【主題欣賞】： 

 彼蘭斯堡國家公園（Pilanesberg National Pa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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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或餐盒 午餐－西式料理 

      或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太陽城內西式餐 

住宿：CABANAS HOTEL 或同級 

 

第 8 天 太陽城度假區－約翰尼斯堡／香港 

今日前往南非鑽石藝品中心，南非以鑽石和黃金聞名，在南非能以合理的價格買到鑽石，當地鑽石

藝品中心所提供的成品比在歐洲買到的鑽石製品便宜，而且只要帶護照和機票，還可以省下 14%的加值

稅。返回約翰尼斯堡後，帶著豐收的心情，搭機經香港返回台北。 

【下車參觀】：南非鑽石藝品中心。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 9 天 香港／台北 

班機於今日返回台北，結束您此次快樂難忘的南非之旅。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