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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西南非．奇幻之旅
13天10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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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EASY GO

Day-1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約翰尼斯堡
Taiwan Taoyuan Airport→Hong Kong→Johannesburg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飛機抵達香港，再搭
乘南非航空至約翰尼斯堡。

（台灣目前沒有直飛納米比亞的班機，需經香港及約翰尼斯堡轉機）

行程介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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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約翰尼斯堡→溫得荷克
Johannesburg→Windhoek

中午抵達納米比亞機場後，我們將立即展開納米比亞攝影之旅，往後

的行程，將會有一系列的世界級景點，等著大家去拍攝！

導遊歡迎接機後，即驅車前往離首都溫得荷克市267公里外的一處渡假

山莊。讓大家在風光綺麗、寧靜、自然的莊園內，享受在納米比亞的

第一個夜晚。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住宿： Kalahari Anib Lodge 或同級
（ https://store.gondwana-collection.com/accommodation/kalahari-anib-lodge ）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精緻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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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早餐後，我們將驅車前往Keetmanshoop，一個被稱為“上帝希望”的

城市。

在那裡有一片奇特的森林，其植物長像酷似外星生物，是南部非洲乾

旱少雨的沙漠氣候區特有的一種樹蘆薈—箭袋樹。這種植物通常單獨

生長在荒蕪的山坡上，只有極少數區域會看到多棵箭袋樹聚集的小型

森林。箭袋樹因原始社會的布須曼人會砍下箭袋樹的樹枝，掏空其中

的海綿組織做成箭筒背在身後而得名。

巨人遊樂場位於箭袋樹森林旁，是一片不規則散落、堆放於地面的巨

大白雲石，仿佛是巨人們的石頭遊樂場。這些白雲石形成於1 億八千

萬年前，自然堆積成迷宮一般的奇觀，直讓人驚嘆上帝造物的巧奪天

工。

觀賞稀有物種－箭袋樹後，我們接著朝魚河峽谷的方向前進，此時，

一處處、一群群的奇岩怪石美景將映入眼簾。這裡是我們進入峽谷之

前特意安排的前奏曲，在群石環繞下，你可以深入其中，盡情地玩耍、

拍照，並欣賞夕陽西下的美景。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住宿： Canyon Village 或同級
（ https://store.gondwana-collection.com/accommodation/canyon-village ）

溫得荷克→箭袋樹森林→巨人遊樂場
Windhoek →Quiver Tree Forest→ Giant’s Playground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飯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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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魚河峽谷→蘇索斯維利
Fish River Canyon→Sossusvlei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精緻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魚河峽谷是非洲最大、也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大峽谷。大約在6 億年前，

地球板塊的運動導致了地表沉降，形成這蜿蜒長達160 公里、寬27 公

里、最深處達550 公尺的巨大峽谷，今日我們將進入這裊無人煙，幾乎

是生命禁區的大峽谷，親眼目賭這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景象。

下午我們將驅車前往蘇索斯維利，這地區乾旱和半乾旱的氣候已持續

了至少八千萬年。紅色沙流隨著太陽的軌跡和光線的移動，產生的顏

色也會不斷的變化，來過的遊客對這變化莫測的沙漠景色及多變的美

都讚嘆不已。此地區有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沙丘，最大的一個沙丘

高達325 公尺。

住宿： Sossusvlei Lodge 或同級（http://www.sossusvleilo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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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今早，進入諾路克夫國家公園，攀登世界最美麗的沙丘Dune 45，登上

沙丘高峰，可欣賞到世界獨一無二的沙漠日出景觀，其金紅色的沙粒，

在晨曦的照耀下，美如一幅畫。

死亡谷(Deadvlei)堪稱世界最乾旱的山谷，這片四面被沙丘環繞的谷地

裡，幾乎看不到任何的生物，千年前枯死的樹木由於沒有水份不會腐爛，

至今仍挺立在谷地中。這種千年古樹參雜排列其中特殊地貌，是攝影師

最愛捕捉的鏡頭。

蘇索斯維利→死亡谷
Sossusvlei→Deadvlei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 Namib Desert Lodge 或同級
（https://store.gondwana-collection.com/accommodation/namib-desert-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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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早餐過後，驅車前往鯨灣港（Walvis Bay）。於下午抵達後，我們將安

排每人騎乘一輛四輪沙漠摩托車，由專業的領隊帶領下，騁馳於大漠

之中。綿延不絕、層層疊疊的沙丘，在陽光的輝映下閃閃發光。其美

景令人嘆為觀止，保證一路讓您驚奇不已！

傍晚前往觀看巨大鹽場、以及火烈鳥遍佈的堰湖。在此，可觀賞海洋

與沙漠相輝映的壯麗景色及最美麗的長堤落日。

住宿： Protea Hotel Walvis Bay Pelican Bay 或同級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wvbpe-protea-hotel-walvis-bay-pelican-bay/）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飯店用餐

死亡谷→鯨灣港
Deadvlei →Walvis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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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飯店用過早餐後，前往港口乘坐遊艇出海觀光。從海上遠眺海豹灘，

有成千上萬隻的海豹生活聚集在此。當我們舒服的在甲板上倚靠著桅

桿時，抬頭可以看見鹈鶘和海鷗；俯瞰海面，還有海豚跟隨著遊艇一

起玩耍、跳躍、同遊。在此同時，還會有海豹爬上遊艇等待遊客餵食，

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強大的虎鯨。

中午過後，驅車前往頹廢方丹（Twyfelfontein）進行世界文化遺址考古。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精緻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 Dramara Mopane Lodge 或同級
（ https://store.gondwana-collection.com/accommodation/damara-mopane-lodge ）

鯨灣港→頹廢方丹
Walvis Bay→Twyfelfontein



左右旅遊

9

AFRICA EASY GO

Day-8
早餐過後，我們前往參觀石化森林國家公園，這裡保存著許多億萬年

的樹木化石，這些木頭都是經過億萬年的淬煉，才能化腐朽為神奇，

成為稀世珍寶。

接著我們將安排至岩石雕畫的露天博物館。這個地區是世界最大的史

前岩刻畫集中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地。這

裡迄今為止已發現了二千多幅岩石雕刻，大多數是保存完好的犀牛、

大象、鴕鳥和長頸鹿圖案，以及人和動物的腳印畫。在幾千年的漫長

歲月中，刻畫著納米比亞的歷史及祖先們生活的足跡。

住宿：Damara Mopane Lodge 或同級
（ https://store.gondwana-collection.com/accommodation/damara-mopane-lodge ）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飯店用餐

頹廢方丹→石化森林國家公園
Twyfelfontein→Petrified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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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早餐後驅車前往卡曼杰伯（Kamanjab）探訪辛巴族。他們是著名的非

洲傳統部落，仍然維持著數千年前古老的傳統方式生活。他們喜歡用

紅泥抹遍全身，以此來抵擋火熱的太陽及蚊蟲，因此也被稱為紅人。

到此部落，有機會和他們做面對面的接觸，並瞭解部落的傳統風俗、

生活方式、以及傳統宗教。

中午過後，我們驅車前往埃托沙自然野生動物園外的渡假村。這個別

具風味的渡假村，坐落在一個小山丘上，住宿的小屋可以觀賞到整片

山丘的壯麗景色。在此，可以讓您度過一個難忘又浪漫的黃昏。

住宿： Etosha Safari Lodge 或同級
（ https://store.gondwana-collection.com/accommodation/etosha-safari-lodge）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飯店用餐

石化森林國家公園→辛巴族
Petrified Forest→Himba



左右旅遊

11

AFRICA EASY GO

Day-10

早餐後，我們將進入埃托沙自然野生動物園( Etosha National Park)，展

開全天候奇妙的動物探索之旅。面積約2.3 萬平方公里，這裡繁衍生息

著114 種哺乳動物，340 種鳥類，110種爬行動物和16 種兩棲動物。埃

托沙國家公園是非洲最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沙漠

地形野生動物棲息地，因其數量眾多的野生動物和長達一個世紀的悠

久歷史聞名於世。這裡是大象、犀牛、獅子、花豹、獵豹、跳羚、大

羚羊、斑馬、角馬、長頸鹿 …等，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及其他一些小型野

生動物和鳥類生活的樂園，是名副其實的動物王國。

住宿： Mokuti Lodge 或同級（https://www.mokutietoshalodge.com）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精緻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辛巴族→埃托沙自然野生動物園
Himba→Etosha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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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早餐過後，將揮別埃托沙自然野生動物園，啟程返回首都溫得荷克

（Windhoek）。途中我們將至一處獵豹保護區，觀看獵豹的自然生態，

在這裡，能極大的滿足你對非洲野生動物的好奇心!

黃昏抵達首都溫得荷克（Windhoek）後，進行城市自由活動。溫得荷

克坐落於納米比亞中部的高原地區，海拔1650 公尺，為納米比亞首都

和最大城市，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其歐韻濃厚，有尖頂圓拱的基

督教堂，日爾曼風格的城堡，色彩鮮豔，錯落有致的庭院別墅，再加

熙來攘往的金髮碧眼人，直讓遊人錯把這裡當作一處歐洲城鎮。溫得

和克也是納米比亞最大、最受親睞的旅遊城市，周圍丘陵阻擋旱風侵

襲，氣候涼爽，旅遊名勝眾多，每個都值得細細品味和觀賞。

住宿： Safari Court Hotel 或同級
（https://www.safarihotelsnamibia.com/safari-court-hotel/）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自然野生動物園→溫得荷克
Etosha National Park→Windho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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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住宿飯店用完早餐後，前往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及登機。

住宿： 機上

起床時間 早餐時間 出發時間 領隊房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溫得荷克→約翰尼斯堡→香港
Windhoek→Johannesburg→Hong Kong

Day-13 香港→台灣
Hong Kong→Taiwan

視所搭乘的班機時刻，今天將載滿西南非的回憶，回到溫暖的家。

Namibia, Etosha National Park
www.randlt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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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費包含：納米比亞簽證、抵達納米比亞當地交通、全程食宿(餐點

部份，只含餐食，其他水、酒、飲料需自費付款)、參觀景點門票、

行程活動、中文導遊等費用。

2. 團費不含：全程來回機票、旅遊保險費、疫苗注射、私人消費、小

費（落地每人每天美金10元小費）、床頭小費、行李小費。

3. 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

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若您因故取消，

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

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

4. 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

單、亦不可退票。

5. 如遇不可抗拒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飯店及

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6. 攜帶現金：不可超過美金5,000元等值之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

不限】，不可超過台幣60,000元。

旅程費用相關提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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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準備注意事項

辦理納米比亞簽證應備文件：

1. 英文行程表。

2. 英文版的航空公司機票票根。

3. 可掃描或拍照護照相片頁，不須正本。

4. 英文個人資料：入、出境日期、連絡電話、職業、住址。

5. 辦理簽證約須25個工作天。

6. 未滿18歲小孩，僅須提供同樣文件，但過境南非時，須提供父

母同意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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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洲日夜溫差大，白天涼爽、夜間寒冷，請務必攜帶保暖衣物，如

輕薄的羽絨衣於夜間穿著，平時長袖裝扮為佳，建議穿著叢林色調

或淺色系的衣物進行獵遊，不宜穿短褲（裙）、無袖、或較深色的

衣服，以防蚊蟲侵擾及日曬。

2. 鞋子以平底鞋為佳，適於步行或戶外運動。

3. 攜帶輕便雨具、遮陽帽，太陽眼鏡，以及防曬乳、防蚊液（含有

DEET成份），不建議在當地使用蚊香，以及個人清潔盥洗用具。

4. 非洲國家多為自然景區，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

團員的旅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年滿70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

請主動告知，並自備藥品，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

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

負責。

5. 請自備胃腸藥、感冒藥及個人使用藥品；自備牙刷、牙膏、毛巾、

浴巾。

6. 護照簽證自理者，出發當天未帶有效之護照及簽證.....等至機場，

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責。

7. 如遇不可抗拒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飯店及

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8. 飯店若遇會議或展覽或比賽等特殊活動，而更改住宿同級飯店或行

程調整時，請見諒！

旅遊注意事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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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名：納米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Namibia）

2. 面積：824,292平方公里

3. 人口：人口約240萬

4. 首都：溫得荷克 Windhoek

5. 語言：英語、南非荷蘭語、德語、各部族語言(Owanbo、Herero)。

6. 貨幣：納米比亞元(NAD)，與南非幣等值，台幣1元（約2.14納米比

亞元），美金1元（約13.2089納米比亞元）。匯率僅供參考。

7. 通訊：在納米比亞境內，須購買手機SIM卡，市區有3G，高速公路與

景區除了經過城鎮，基本上無訊號。

納米比亞→台灣室話：000+886+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納米比亞→台灣行動電話：000+886+（不需0）手機號碼

台灣→納米比亞：002+264+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8. 電力：納米比亞用電為220伏，50赫茲。

M型插座(三孔圓型)建議備變壓器以供充電之需。

9. 時差：比台灣時間慢6個小時。

10. 氣候：屬乾燥的亞熱帶氣候，乾燥少雨，早晚溫差大。一年分四季，

12-2月為夏天，白天氣溫25-36℃，早晚涼爽；6-8月為冬天，晚上氣

溫可降至零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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