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花園大道．太陽城 THE PALACE．彼蘭斯堡 11 天
開普敦．好望角．花園大道．彼蘭斯堡國家公園．太陽城 PALACE．約翰尼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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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普敦、太陽城、花園大道，豐富有趣。
科斯坦博斯植物園：面積達 560 公頃，種植超過 4000 種南非特有植物，如帝王花、石楠…等。
登上世界聞名的桌山，眺望美麗的港都，景色宜人。
海豹保護區（海豹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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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園大道（South Africa – Garden Route）
：南非最知名的旅遊長廊，從開普敦一直向東延伸至伊
麗沙伯港，這條濱海的高速公路，幾乎穿越了南非最美麗的印度洋沿岸地區。道路一側瀕臨波濤萬
頃的大洋，另一側則是湖泊、峽谷、海灘、懸崖峭壁和茂密原始森林與道路並行伸展，還有讓人難
忘的海濱小鎮，美景令人目不暇給。










鴕鳥園：了解鴕鳥生態，近距離接觸鴕鳥。
剛果鐘乳石洞之旅：參觀大自然的神奇洞窟。
奈斯那遊湖，並於海港沿岸旁品嚐世上公認最美味的生蠔。
黃金礦脈城：可觀賞鑄金塊表演，城中並展現維多利亞式的懷舊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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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舒適飯店
開普敦住宿 2 晚：升等優質市區五星飯店 Hilton Cape Town City Centre【五星飯店】或同級。
太陽城：又號稱「南非的拉斯維加斯」，連續四年榮獲舉辦世界小姐選美。住宿【五星皇宮飯店】
The Palace Hotel ，或是 MAIN HOTEL【五星】讓您親身感受世界頂級旅館之尊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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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一股神秘又讓人












充滿幻想的世外桃源。
赫曼紐斯：免費升等 Arabella Hotel & Spa【五星飯店】，飯店前可俯瞰的天然潟湖，四周是鬱鬱
蔥蔥的迷人風景以及獲獎過的一流高爾夫球場。
花園大道港灣城鎮：奈斯那（Knysna）：港畔飯店 Protea Hotel Knysna Quays 或普利登堡灣：
Beacon Island Lifestyle Resort 或同等級飯店
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特別安排入住 Bakubung Bush Lodge 或 Kwa Maritane Bush Lodge
同級飯店，距離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僅約 10 分鐘車程，讓您在非洲狂野中又存在著歐式典雅
的風格感受。
精心挑選．體驗美食
好望角：精心安排享用西式龍蝦餐料理。
奈斯那：品嚐世上公認最美味的生蠔。
開普敦及約翰尼斯堡特別安排：精選在地熱門 Rossouw's Restaurants 指南推薦餐。
安排於太陽城的 The Calabash 以及 The Sun Terrace 享用自助式西餐，讓您親身感受世界頂級旅
館之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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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2018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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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香港

國泰航空

CX531

20:05

21:50

1 小時 45 分

第1天

香港

約翰尼斯堡

國泰航空

CX749

23:40

06:40

13 小時

第4天

約翰尼斯堡

伊莉莎白港

英國航空

BA6237

16:10

17:50

1 小時 40 分

第 10 天

開普敦

香港

國泰航空

CX749

11:05

06:55

13 小時 50 分

第 11 天

香港

台北（高雄） 國泰航空

CX474

08:30

10:15

1 小時 45 分

第 一 天 台北（高雄）／香港／約翰尼斯堡
今日由台北（高雄）搭機出發經香港前往彩虹之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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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天 約翰尼斯堡－普利托利亞 PRETORIA－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特別安排兩次 SAFARI）
今日搭機飛往因 1886 年金脈開發而繁榮的南非經濟大城－約翰尼斯堡。隨後前往南非的花園城市
－普利托利亞，普利托利亞（Pretoria）是南非行政首都。參觀共和國聯合行政大樓，為希臘式建築風
格，正面的花園花團錦簇，爭奇鬥豔、美不勝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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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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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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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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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共和國聯合行政大樓。
【門票安排】：先民開發紀念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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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非洲燒烤餐

住宿：Bakubung Bush Lodge 或 Kwa Maritane Bush Lodge 或同級

第 三 天 彼蘭斯堡國家動物保護區－太陽城度假區 SU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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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專車前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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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一股神秘又讓人
充滿幻想的世外桃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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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到度假村內一座約 100 公尺的長的地震橋（Bridge of time）
，設座橋的設計目的，是想
告訴遊客：當年的失落之城就是被一場地震和火山岩漿給淹沒的。地震橋每隔１小時就會發出轟隆的巨
響，帶出了一種地裂山崩、火山爆發的驚奇感受。今日獨家安排於太陽城的 The Calabash 以及 The Sun
Terrace 享用自助式西餐，讓您親身感受世界頂級旅館之尊榮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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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城：被譽為「南非拉斯維加斯」，是南非最豪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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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十餘年來的不斷擴建，太陽城已有四家大飯店。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太陽城西式自助餐

晚餐－太陽城西式自助餐

住宿：Sun City 超五星皇宮飯店 The Palace Hotel 或 Sun City Main Hotel 或同級五星
第 四 天 太陽城 SUN CITY－約翰尼斯堡【黃金礦脈城】／伊莉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今日可於飯店悠閒享用早餐及遊樂設施，後前往南非經濟大城－約翰尼斯堡，位於海拔 1800 公尺
的內陸高原上，因 1886 年金脈開發而繁榮，現在已是一座非常現代化的城市。參觀南非鑽石藝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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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約翰尼斯堡的中心區域的
曼德拉廣場，有世界知名品牌酒店和餐廳緊鄰著名的沙頓購物中心。南非在慶祝第一個民主獨立 10 週
年之際，在廣場上打造了一座 6 米高的曼德拉銅像，一時成為街頭巷尾的話題，也是南非人氣最旺的地
方之一，整個廣場的設計思路是將義大利式的生活氣息帶到非洲大陸。特別安排約翰尼斯堡 TOP 10
BUTCHER SHOP 著名豬肋排餐，此餐廳更於 2009 及 2010 年獲得 Rossouw’s Restaurants （南非
餐廳美食評鑑） 三星評等的餐廳。後前往著名的黃金礦脈城，這是一座重現 19 世紀威特沃斯蘭德掏金
熱的大型主題樂園，也是唯一作為觀光遊覽的礦脈，園內完整保存著昔日維多利亞時期風貌的淘金小鎮
風情，遊客能觀賞金塊的溶解與鑄造表演，在此可親眼目賭金漿變成金磚的過程，實際了解昔日採金的
艱苦情形。傍晚搭乘飛機前往被嚳為「友好城市」的伊麗莎白港（Port Elizabeth）
，位於南非東南沿海，
瀕臨印度洋的西南側，屬亞熱帶地中海式氣候，因盛行西風和東南風，亦有「多風的城市」的綽號。1320
年，當伊莉莎白港被確立為一個城市時，是英國用在收容殖民地和戰爭中種族之間的隔離區域，是東開
普省十分重要的沿海樞紐。
【下車參觀】：南非鑽石切割中心。
【門票安排】：黃金礦脈城（若遇每週一、二休息，改約翰尼斯堡近郊的獅子園或每人退 10USD）。

【主題欣賞】：
 黃金礦脈城：可說是約翰尼斯堡發跡的縮影，可觀賞鑄金塊表演，城中並展現維多利亞式的懷舊風
情，有釀酒廠、酒館、旅社、餐館、洗衣店、裁縫、報社等，路上還可遇見穿著圓篷裙的女郎及駕
著馬車的高帽紳士！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Rossouw's Restaurants 指南推薦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西式肋排餐

住宿：Summeratrand Hotel 或同級
第 五 天 伊莉莎白港－齊齊卡馬國家公園區域－普利登堡灣 TSITSIKAMMA－奈斯那 KNYSNA
早上續延著花園大道前行，前往有寶石之譽的普利登堡灣，昔日南非最大的捕鯨地，過去有殺鯨工
廠的普利登堡灣，由於保育意識抬頭及觀光發展，現在搖身一變為飯店林立的渡假勝區。在早期因葡萄
牙人發展印度洋所發現的普利登堡灣，當時其將此地命名為「BAHIA FORMOSA」，意指美麗海灣的意
思，這兒擁有金色的海灘、迷人的潟湖。沿途行經齊齊卡馬國家公園區域，穿越海灘、懸崖、荒野和原
始森林，有絕美的風景可觀賞，在此可觀賞到號稱非洲最美麗的海岸線，在園區內的藍峽谷橋更是世界
最高的高空彈跳地點，險峻的合谷連接印度洋，是非常壯麗的景觀！續前往由英王喬治三世之子喬治雷
克斯於 19 世紀出開發的渡假勝地－奈斯那，沿途可看間峽谷潟湖，海邊小鎮連續兩次被評為南非最受
歡迎且友好的的城。
【主題欣賞】
 花園大道：南非最知名的旅遊長廊，從開普敦一直向東延伸至伊麗沙伯港，這條濱海的高速公路，
幾乎穿越了南非最美麗的印度洋沿岸地區。道路一側瀕臨波濤萬頃的大洋，另一側則是湖泊、峽谷、海
灘、懸崖峭壁和茂密原始森林與道路並行伸展，還有讓人難忘的海濱小鎮，美景令人目不暇給。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Protea Hotel Knysna Quays 或 Beacon Island Lifestyle Resort 或同級
第 六 天 奈斯那 KNYSNA－剛果洞 CANGO CAVES－歐茲頌 OUDTSHHOORN
今日享用早餐後，特別安排搭乘遊艇，遊覽風光明媚的奈斯那潟湖，並在海港沿岸邊安排品嚐公認
世上最美味的奈斯那生蠔午餐，搭配湖岸美景的相連。參觀距離的奧茲頌往北 30 公里群山內著名的剛
果洞，剛果洞是一座天然的鐘乳石洞，與奧茲頌同樣享有盛名，也是遊客來到南非的必遊之地。剛果洞
在 1780 年被發現，由於規模實在太龐大，所以現在還在繼續探查之中，目前探勘完成的鐘乳石群長達
16 公里，但開放供遊客參觀的部分已經深入洞中的 3.2 里處。參觀時，會發現布希曼人居住的痕跡，也
能發現有昆蟲的化石，非常具有學術研究價值，洞內綺麗的鐘乳石生態，非常令人嘆為觀止。續搭乘專
車前往暱稱「世界羽毛城」的歐茲頌 OUDTSHHOORN，歐茲頌飼養著十萬隻鴕鳥，全南非的鴕鳥就有
九成以上聚集在此，我們將帶您參觀鴕鳥養殖場，在鴕鳥養殖場，您可目睹鴕鳥的生活習性，並品嘗鴕
鳥餐，至於是否珍饈，則端賴各人口味，但不妨趁機品嚐一番。
【門票安排】：剛果洞、奈斯那潟湖遊船、鴕鳥養殖場。
【主題欣賞】：
 奈斯那 KNYSNA：奈斯納其實就是奈斯河的出海口，海口經常年淤積，再加上地型上升，形成一
個大潟湖，湖面可行舟的水道約長五公里，沼澤中生滿蘆葦，成為地中海候鳥避冬產卵過境地，每年春
夏交替季節，湖面上可見成群的白面雁鴨與鵜鶘悠游，湖中並有兩座小島，有橋與陸地相連，島上湖畔
設有如畫舫般的小屋，坐在小屋陽台，青山為背景，湖光倒影，雁鴨翔飛，靜謐的湖面如詩如畫，世間
美景不過如此。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生蠔+西式套餐

晚餐－鴕鳥風味餐

住宿：The Pearl of Oudtshoorn 或 Protea Hotel Riempie 或 The Oudtshoorn INN 同級

第 七 天

奧茲頌 OUDTSHHOORN－GARDEN ROUTE～摩莎灣 MOSSEL BAY－
迪亞斯博物館－赫曼紐斯 HERMANUS
今日上午搭車行經南非最知名的旅遊長廊～花園大道（GARDEN ROUTE）前往海濱度假勝地－摩

沙灣 MOSSEL BAY，花園大道幾乎穿越了南非最美麗的印度洋沿岸地區。道路一側瀕臨波濤萬頃的大
洋，另一側則是湖泊、峽谷、海灘、懸崖峭壁和茂密原始森林與道路並行伸展，還有讓人難忘的海濱小
鎮，美景令人目不暇給。抵達了歐、亞船隻來往的重要海上中繼站－摩莎灣（MOSSEL BAY），參觀移
民時期作為傳遞書信功能的老樹郵局，南非有史來的的封信件就是從這兒寄出。接著參觀迪亞斯綜合博
物館，迪亞斯是一名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他於 1487 年帶領船隊航行至非洲大陸時發現了好望角，也
奠定了葡萄牙通往印度航線的堅實基礎。此外如貝殼博物館、海事博物館亦值得一遊，將使您對此區有
進一步的認識，增廣見聞。結束今日行程後，續沿著花園大道的方向前進，並住宿於赫曼紐斯，赫曼紐
斯位於兩大洋流交會處，此處的海灘獲得南非政府「藍旗標準」的肯定，意味著海水水質、海灘環境及
旅遊設施都具有品質保證。
【門票安排】：迪亞斯綜合博物館。
【主題欣賞】：
 摩莎灣 MOSSEL BAY：摩梭灣和好望角一樣是影響歐洲人發現東方航路上的一個重要歷史哩程碑。
十五世紀未期葡萄牙國王若奧二世決定尋找一條通往東方印度的航道，妄圖稱霸海外，於 1486 年派遣
了著名航海家迪亞士為首的探險隊，使用這類船隻沿著非洲西海岸航行，探索開辟通往印度的航道。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魚排套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免費升等五星 Arabella Hotel & Spa 或 Caledon Casino Hotel 同級
第 八 天

赫曼紐斯－企鵝保護區 BOULDERS BEACH－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海豹島－開普敦 CAPE TOWN
今日將展開開普半島的豐富行程，暢遊於開普半島多處勝景，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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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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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洋及大西洋交會的浩瀚壯麗海景。欣賞完壯闊的海景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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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途經克里夫頓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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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開普敦市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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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裡位於大西洋與印度洋的交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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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蝦海鮮大拼盤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Hilton Cape Town City Centre【五星】或 Radission Blu Hotel Waterfront【五星】或 Westin
Grand Hotel【五星】或 Pepper Club Hotel【五星】或同級
第 九 天

開普敦－桌山－科斯坦伯斯植物園－開普敦

今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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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位於桌山東麓的科斯坦伯斯國家植物公園，保有最多非洲
原生種植物，面積廣達五百六十公頃，種植有二千四百多種花卉，如帝王花、石楠..等花草，品種之多，
名列世界各國植物園的前矛，美不勝收，是一窺南非特有花卉不可錯過的地點，非常值得一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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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坦伯斯國家植物公園。
餐食： 早餐－飛機上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水門廣場 Rossouw's Restaurants
指南推薦餐

住宿：Hilton Cape Town City Centre【五星】或 Radission Blu Hotel Waterfront【五星】或 Westin
Grand Hotel【五星】或 Pepper Club Hotel【五星】或同級
第 十 天 開普敦／香港
今日用完早餐後，帶著豐收的心情驅車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返回台北。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飯店：機上
第十一天

香港／台北

班機於今早抵達香港後並直接轉機返回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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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簽證應備證件及基本資料表
 簽證所需資料  2018／10／01 起改為需客人親自送件及領件
1. 護照正本（有效期至少六個月並附兩張以上的空白頁，持照人應在護照上簽名）
。
2. 照片二張（規格同護照相片、最近三個月拍攝的彩色照片一張 (寬 3.5 公分，高 4.5 公分)，背景為
白色的正面照片，照片不得更改或利用電腦修圖; 不得露齒或微笑，頭髮不得遮蓋耳朵）
3. 申請表格一份，須以英文填寫。下載 簽證申請表格，須以英文填寫
（請注意：此表格為最新版本的簽證申請表格，請以黑色墨水填寫）
4. 簽證規費（如果不符合免簽證費的規定）
5. 財力證明：銀行存款證明 ： 1 存摺影本，封面有姓名的部分&內頁需要有當月的進
出帳，如 5 月送簽證就要有 5 月的銀行進出帳，金額約 6 萬元 或 2. 定存單
6. 南非邀請函人的保證信函
7. 如果已經或將要前往黃熱病疫區旅遊，需檢附預防注射證明。
8. 父母和兒女一起旅遊，必須準備兒女的完整出生證明。
9. 送簽＋工作天須 10-14 天（不列假日）
請務必確認送件者所有的資料都準備齊全，當場送簽證時若有缺證件，無法補件，無法
傳真至辦事處內. 客人可能被要求明天再來
旅行社需準備： 1.航空公司的訂位記錄 2. 中文行程表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欲申請簽證入境南非共和國者，必須事先聯絡南非聯絡辦事處
預約簽證申辦日期及時段。
申請人必須在啟程日期 20 天前預約簽證申辦日期及時段。
預約申請簽證者請以電話聯繫本辦事處，
電話預約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九點至中午十二點，下午一點半至四點半
南非在台聯絡辦事處地址：
105 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3 樓 1301 室
Tel：（02） 8175-8588／Fax：
（02） 2712-5109
簽證組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 ~ 12：00
⊙ 為使您的簽証順利取得及本公司之簽証作業順利進行，請您詳實填寫下列資料；謝謝您的合作！

請注意：一旦辦事處發現資料是偽造的，將會拒絕接受您的申請

1.*中文姓名：
□住家同戶籍地址
2.*住家地址：
3.*住家電話：
*手機（請務必填寫）：
4.*婚姻狀況：□單身 □已婚□離婚□喪偶；已婚者，請告知下列事項：
配偶姓名：
配偶出生日期：
配偶出生地：
結婚地點：
結婚日期：
5. 工作狀況：□待業中 □退休 □家管 □學生 □上班中；學生及上班請填：
6.*公司(學校)中文名稱：
7.*公司(學校)英文名稱：
8.*公司(學校)地址：
9.*公司(學校)電話：
中文職稱：
英文職稱：
10. 其他事項：
*特別餐食 □全素 □不吃牛肉 □不吃鴕鳥肉 □機上素食 □其他
*分房與
同房
□訂大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