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收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免收各地機場稅及所須燃油附加費
***結伴同行~凡 4 位或以上報名，可專享【額外】
優惠~每位$300
注意﹕優惠名額有限，價目以報名及付訂金作準，
團費及優惠如有任何調整或更改，恕不作另行通知

暢遊：津巴布韋~維多利亞大瀑布．博茨瓦納~喬貝國家公園．納米比亞~溫荷克、納米比沙漠、
蘇雪威里、鯨港灣、斯瓦科普蒙德．南非~約翰尼斯堡、LESEDI 土著民族村

出發日期
【 】較高成團日期

2018 年
2 月10 日 (年廿五)
2 月【15】日 (年三十)

小童收費
成人價-佔半房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41698 起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單人房
附加費

$40698 起 $39398 起 $5998

服務費

各地機場稅及所

免收

須燃油附加費

已包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機場稅及所須燃油附加費
注意：價目將會調整，詳情請查詢報名旅行社，敬請留意。









納米比亞被譽為非洲最潔淨的國家，雖為非洲消費最高之國家，每年仍吸引無數旅客蜂擁而至
津巴布韋～帶您探索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維多利亞大瀑布
博茨瓦納～特別安排乘快艇探索博茨瓦納第二大公園 ~ 喬貝國家公園，這裏可找到全世界最大的象
群
斯瓦科普蒙德～充滿德國小鎮風味，氣候舒適宜人，市容整齊乾淨，曾被歐洲媒體選為非洲最適合
人居住的城市之一
近觀納米比沙漠中世界最高的沙丘，並於地球最古老的沙漠中體驗遼闊的礫石平原、波浪起伏的沙
丘等豐富多變的沙漠景觀
鯨港灣～納米比亞唯一的深水港，各種海鳥棲息地，在此您可近距離接觸海鳥、海豹等動物
參觀 LESEDI 土著民族村及欣賞土著歌舞表演

1維多利亞大瀑布[津巴布韋]

*注意: 津巴布韋：最大的旅遊車為 21 座位。如團體人數多的時
候，須分拆兩部小型旅遊車運作。敬請留意

是日晚上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南非航空公司客機經約翰
尼斯堡轉機飛往位於南非北面之國家～津巴布韋。

3乘快艇觀賞動物 ~ 維多利亞大瀑布區

香港  約翰尼斯堡[南非] 

Hong Kong  Johannesburg[S. Africa] 
VictoriaFall[Zimbabwe]

2VictoriaFall ~ Zambezi River Sunset Cruise
維多利亞大瀑布 ~ 贊比亞河黃昏船河暢遊

航機於中午抵達後，即前往住宿酒店休息及午餐。下午於指定時
間集合開始贊比亞河黃昏船河暢遊。
【津巴布韋】全國人口超過一千萬，大部份土地均保持津巴布韋
原始色彩，大自然景象未受污染。
【贊比亞河黃昏船河暢遊】贊比亞河登上當地富有特色小艇作黃
昏暢遊及品嚐南非佳釀。沿途觀賞河上的河馬、大象及稀有的雀
鳥令人大開眼界。黃昏時，也可欣賞夕陽餘暉及落日晚霞的迷人
景緻。
住宿：THE KINGDOM AT VICTORIA FALLS 或同級酒店
早：--- ｜午：酒店 ｜晚：酒店

維多利亞大瀑布區 ~ 喬貝國家公園[博茨瓦納] ~

Victoria Falls ~ Chobe National Park[Botswana]
~ Boat Game Drive ~ Victoria Falls

【博茨瓦納】與津巴布韋及贊比亞接壤的博茨瓦納，這國家主要
是出產鑽石，也是非洲比較富裕的國家之一。
【喬貝國家公園】乘四驅車(game drive)於非洲第二大野生動物
保護區—喬貝國家公園追踪野生動物，如非洲象、長頸鹿、羚羊、
獵豹等等。乘觀光船穿梭於保護區內的沼澤，更可近距離拍攝河
馬及鱷魚的動態，展開不一樣的歷奇之旅。
住宿：THE KINGDOM AT VICTORIA FALLS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 ｜午：酒店 ｜晚：酒店

4~ 自費乘坐直昇機 ~ 土著舞蹈表演

維多利亞大瀑布之旅 ~ 熱帶雨林 ~ 下午自由活動

Victoria Falls ~ Rain Forest ~ PM Free at Leisure
~ Optional Tour for Helicopter ~ Native Dance

【維多利亞大瀑布之旅】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維多利亞大瀑布。
此瀑布是在英國探險家大衛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 發
現，瀑布之闊度及長度正是北美洲尼加拉瓜瀑布的兩倍。在四月
的高峰期，瀑布的流水每分鐘為一億六千萬加侖，相等於約翰尼
斯堡四年之用水量。水流經過 3540 公里，途經非洲莫桑比亞及
進入印度洋。團友需經過非洲之雨林區，方可到達瀑布。(註：團
友需帶備雨傘、雨衣、照相機要用防水膠袋覆蓋)。團友可自費參
加維多利亞大瀑布直昇機之旅，於高處俯瞰瀑布橫跨津巴布韋及
贊比亞的奇景，更可拍攝全球單一最濶之瀑布全貌景觀。
【土著舞蹈表演】欣賞當地的原始部落的土著舞蹈表演，體驗非
洲的文化及生活演變。
住宿：THE KINGDOM AT VICTORIA FALLS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 ｜午：當地餐廳 ｜晚：當地餐廳

 溫荷克[納米比亞]
5津巴布韋
Zimbabw  Windhoek[Namibia]

早上於指定時間集合前往機場乘內陸航機經約翰尼斯堡轉機飛
往納米比亞首都～溫荷克。抵達後，即前往住宿酒店休息。
【納米比亞】位處非洲西南部，接鄰南非、贊比亞及博茨瓦納。
曾為德國殖民地，一次大戰後由南非托管，1990 年脫離南非獨
立，首府溫荷克充滿濃厚的德國殖民文化色彩。
【溫荷克】位於海拔約 1700 米的中央高地上，由於三面環山，
市內樓宇多依山而建，一半以上的居民為白人。
住宿：WINDHOEK COUNTRY CLUB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 ｜午：輕便午餐(機場) ｜晚：自理

6

溫荷克(市內觀光) ~ 納米比沙漠 ~ 蘇雪威里
Windhoek(City Tour) ~ Namib Desert ~
Sossusvlei

早上展開溫荷克市內觀光後，即驅車穿越納米比沙漠前往蘇雪威
里。
【溫荷克市內觀光】納米比亞首都溫荷克，她是全國的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抵達後前往參觀德國戰後遺留下的歐
洲式基督教教堂及位於市中心的大型購物中心，團友可趁機盡情
購物或購買紀念品。
【納米比沙漠】世界上最知名及古老傳奇色彩的「納米比沙漠」，
沿著大西洋海岸線，綿延兩千公里，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沿海沙
漠，而蘇雪威里則是沙漠中心的所在位置。
住宿：LE MIRAGE DESERT LODGE 或
SOSSUS DUNE LODGE 或同級酒店
早：---｜午：中國餐館 ｜晚：酒店

~ 鯨港灣 ~ 奎斯布河谷 ~ 斯瓦科普蒙德
7
Sossusvlei ~ Dune 45 ~ Sesriem Canyon ~

蘇雪威里 ~ 越野四驅車 ~ 45 沙丘 ~ 斯林峽谷

Walvis Bay ~ Kuiseb Valley ~ Swakopmund

【45 沙丘】著名的沙漠沙丘群中，前往舉世聞名高達 325 米的
Dune 45 沙丘觀賞日出，此沙丘因距離入口 45KM，而命名為「45
沙丘」。由於清晨至中午不同的陽光照射角度，沙丘形成不同的
獨特景觀，晨光下，金橘色的沙粒閃爍地照耀大地，大漠蒼涼，
美不勝收，有興趣者更可征服沙丘，攀爬到頂後一嚐滑沙滋味。
【斯林峽谷】因長期被大自然侵蝕，峽谷長 1 公里，深 30-40
米，峽谷兩側聳立的斷崖、黃色光禿的岩壁及被風化侵蝕坑洞。
【斯瓦科普蒙德】著名海濱城市，西面臨大西洋，其他三面則被
沙漠包圍。這兒曾是德國的領地，所以建築風格皆是歐洲式，居
民也大都是德國的後裔。此處清爽怡人的天氣讓人很難相信在非
洲沙漠之中。
住宿：SWAKOPMUND 或同級酒店
早：早餐盒 ｜午：酒店 ｜晚：酒店

8斯瓦科普蒙德 ~ 水晶博物館 ~

斯瓦科普蒙德 ~ 鯨港灣(海上暢遊) ~

斯瓦科普蒙德博物館
Swakopmund ~ Walvis Bay Cruise ~
Swakopmund ~ Kristal Gallery ~ Museum
國家

自費節目

津巴布韋

維多利亞大瀑布直昇機之旅

費用(美金約)
成人

小童

美金：172

美金：172

美金：296

**以上自費節目，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鯨港灣(海上暢遊)】鯨港灣的淺湖區追踪紅鶴，此區為非洲大
陸的主要濕地，大量禽鳥棲息於此。特別安排乘坐遊艇暢遊海灣
區，欣賞各類禽鳥、海鳥，更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軟毛海豹，色彩
斑斕的大塘鵝。遊艇亦會航行到海豹島沿岸，除拍攝海豹生態
外，更可追踪海豚、海龜等海洋生物。由於鯨港灣水域浮游生物
豐富及無工業污染的優良條件下，成為養殖生蠔的最佳位置。船
上享用生蠔、香檳及小吃。
【水晶博物館】是全球最大水晶石的水晶博物館
【斯瓦科普蒙德博物館】成立於 1951 年，牙醫 Dr Alfons Weber
創立。為納米比亞最大的私人博物館，展出各種土著植物、動物、
礦物、考古展覽、古老的運輸系統和各文化歷史物品。
【下午自由活動】團友可於擁有德國風情小鎮 Swakopmund 的
露天茶座，享受歐洲人下午茶的生活文化，又可於市中心自由購
物，或漫步於接壤大西洋的棕櫚海灘。
住宿：SWAKOPMUND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 ｜午：當地餐廳 ｜
晚：The Tug 海邊餐廳(納米比亞海鮮餐)

9Swakopmund ~ Windhoek  Johannesburg
斯瓦科普蒙德 ~ 溫荷克  約翰尼斯堡

早上驅車返回溫荷克，抵達後安排享用納米比亞特色餐，餐後前
往機場乘南非航空公司客機飛往約翰尼斯堡。
住宿：五星級 HILTON 或 D'OREALE PEERMONT
早：酒店 ｜午：當地餐廳 (納米比亞特色餐) ｜晚：中國餐館

10/11LESEDI 土著民族村  香港

約翰尼斯堡 ~ 鑽石交易中心 ~

Johannesburg ~ Diamond Center ~
Lesedi Village ~ Dance Show  Hong Kong

【鑽石交易中心】全球最大之鑽石共重三千一百卡，於 1905 年
在普市東部被發現，舉世轟動，其後經打磨成不同類型之鑽石，
其中重達五百三十卡之「非洲之星」現鑲嵌在英女皇所用之權杖
上，抵達鑽石廠後，由專人介紹有關鑽石打磨及分類等之全部過
程。
【南非 LESEDI 土著民族村】欣賞熱鬧土著歌舞表演，更可實地
觀看非洲土著生活模式介紹示範。
下午於指定時間集合，乘專車送往機場，乘坐南非航空公司客機
直航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1 天下午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 ｜午：民族村(特色珍禽野獸宴) ｜晚：---

特約旅行社

註：
1)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
其他節目代替
3)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
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
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
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各國簽證所需工作天數均由領事館決定，詳情請查報名旅行社及各大
特約旅行社，以確定最遲報名日期，敬請留意！另如須本公司代辦簽證，
客人須另附簽證費用。(旅行證件有效期須不少於六個月，由回程出境日
起計及南非入境必須有連續 2 頁空白頁數，以備蓋上出入境印或有必要
入境簽証。) 南非移民局規定，如未滿 18 歲或以下小童跟隨父母前往南
非，必須要出示小童出世證明正本。而如果只有父/母陪同小童前往南
非，必須出示小童出世證明正本外，還須出示未隨行之父/母的宣誓書、
書面證明及護照副本，敬請留意。(出世紙上父母名稱必須與同行父母名
稱一樣)
5)單人房之附加費為單人床房比雙人房之房間較細小，敬請留意。
6)1 人參加者必須補單人房價錢。3 人或以上如有單男或單女，本公司將
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夾房。如未能安排，單人房附加費為 HK$5000 以
下，團友不需繳交單人房附加費，單人房附加費為 HK$5000 以上，必須
收取團友單人房附加費的一半價錢，敬請留意。
7)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F-17-MED-011-PSVN(2018FEB)
11 SEP 2017

節目時間

車程來回時間

參加人數

如不參加者之安排

約 12 - 15 分鐘
(第 4 天)
約 1 小時
4 人或以上
可在酒店自由活動
約 25 分鐘
美金：296
(第 4 天)
**以上自費節目價目只供參考，價目如有更改，最後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