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深遠意義的一次行程 重踏昔日航海家之路:
在 1488 年 葡萄牙航海家 迪亞士 發現了「風暴角」後被改名為
好望角 - 代表成功開闢 東方航線的美好希望。 標誌着 可以繞過
伊斯蘭世界 打通了直接往印度 新航線。10 年後
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 再經 好望角 終到了印度。

南非、維多利亞瀑布

14 天豪華之旅

開普敦。好望角。伊利沙伯港。約翰尼斯堡。太陽迷城皇宮
 為求編出最好玩及舒適的南非旅程
Angela / Kenneth 親到當地體驗景點及活動
現把最美、最好的都通通匯聚在此行程中


精彩充實: 多著名景點。暢遊南非開普敦、約翰尼斯堡、首都普勒
托利亞、太陽城迷城皇宮、比林斯堡野生動物保護區及津巴布韋 維
多利亞大瀑布。
 在開普敦乘登山吊車往桌山 及 往開普點 、親臨好望角拍照留念。


豐富活動，好玩剌激:
 品嚐美味南非鮑魚, 龍蝦餐 及 風味餐連民族表演。
 在企鵝灘欣賞可愛企鵝群 及 到鴕鳥園參觀。
 ２次在黎明破曉及日落晚霞時份坐 吉普車/坐豪華遊艇
近距離觀賞 非洲野生動物。


維多利亞瀑布 觀賞出名地道民族舞和品嘗特色美食。
 乘坐直升機賞維多利亞大瀑布。
 有時間給喜歡剌激團友自費 騎非洲大象、與獅同行和及坐直升機
欣賞開普敦全貌。


豪華舒適享受: 南非全程入住國際 華麗舒適酒店 及在太陽城內入住
迷城皇宮 2 晚 並在水晶官內享用晚餐。在開普頓入住海旁(最安全旅
遊區) 桌山大酒店 2 晚。



在維多利亞瀑布 入住

(及同級) 舒適度假酒店。

Palace of the Lost City
第 1-2 天：溫哥華 ～ 南非 約翰尼斯堡 ( 1-16-2019)

穿梭在非洲草原上，找尋

Vancouver >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及近距離觀賞各種的野生

乘搭英航客機 British Airways 由溫哥華 (坐夜機) 出發，經英

動物如大象、獅子、花

國倫敦前往南非。早上到達 約翰尼斯堡。

豹、犀牛、長頸鹿、羚羊
等的蹤跡。此種 充滿刺激

第 3 天：普勒托利亞 > 約翰尼斯堡 ( 1-18-2019)

(午, 晚 餐)

的探險 + 並感受大自然生

Pretoria >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態奇妙的樂趣，將帶給您終身永難忘懷的經歷與回憶。是日中

抵達後乘專車 前往南非首都「普勒托利

午自由活動，大家可享用 迷城皇宮酒店內各項設施。晚上安排

亞」觀光，先參觀充滿希臘式建築風格

於酒店內之水晶餐廳享用晚餐，給您貴族般的精緻享受。

的「共和國聯合行政大樓」。隨後到一

第 6 天：維多利亞大瀑布 > 贊比斯河日落遊船 (1-21-2019)

個紀念南非先驅和南非荷蘭人歷史的紀

(早, 午, 晚餐) Victoria Falls> Helicopter Ride Over Victoria Falls
念碑 —「開拓者紀念碑」。它坐落在美麗的自然環境中，是首 > Zambezi River Sunset Cruise 坐直升機白欣賞雄偉瀑布
都中訪客數量最高的文物古蹟，也屬於南非全國的十大文化歷
本天乘客機由約翰尼斯堡飛往 津巴布韋 維多利亞大瀑布區。
史的旅遊景點之一。繼往翰尼斯堡市內觀光。因 1886 年金脈 維多利亞瀑布乃世界上落差

開發而繁榮，現在已是一座非常現代化的城市。

最大的巨瀑 我們沿著瀑布的

住宿： The Indaba Hotel (四星)

峽谷、斷崖旁欣賞壯觀自然

第 4 天：太陽城度假區 > 迷城皇宮 ( 1-19-2019) (早, 午, 晚餐)

景觀。維多利亞瀑布是世界

Sun City > Palace of the Lost City

三大瀑布之一，該瀑布是由
本天前往有「南非拉斯維加

英國探險家 D. Livingstone

斯」之稱的 太陽城度假區。這

於 1805 年發現，最寬的維

裡是南非最豪華，也是知名度

多利亞大瀑布，闊度及長度正是北美洲尼加拉瓜瀑布的兩倍。

最高的渡假村，擁有最大的遊

在高峰期 瀑布的流水量相等於約翰尼斯堡四年之用水量，洶湧

樂賭城、一流飯店、各種運動

的河水從 1,700 米高度一沖而下，形成一層似霧又似煙的水

及娛樂設施，如游泳池、人工

氣。198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維多利亞瀑布列入世界遺

衝浪、打高爾夫球等。太陽城

產的名錄，是非洲南部最重要的旅遊點之一。黃昏前登上當地

就好像是個神祕的非洲王國宮殿，美輪美奐。安排住宿超五星

富有特色的高級觀光船，享

皇宮飯店，讓您親身感受 頂級旅館 之華麗風貌。

受浪漫醉人的日落暢遊，同

住宿： 2 晚 The Palace of the Lost City Hotel (五星)

時沿河追蹤河馬、鱷魚、大

第 5 天：動物保護區 > 水晶廳晚餐 ( 1-20-2019) (早, 午, 晚餐)

象等動物及稀有雀鳥 定能令

Pilanesberg Safari > Crystal Court Dinner

你大開眼界。 2 晚 Elephant

由於動物較活躍的時間為早晨時分，因此清晨就要把握最佳時

Hills Resort (四星)或同級數

間深入比林斯堡動物保護區。我們由專業導遊帶領，乘吉普車

Safari
第 7 天：追蹤野生動物 > 非州民族表演 (1-22-2019)
(早, 午, 晚餐) Game Drive > Boma Dinner Show

早餐後前往著名甘果洞參觀此一深 107 公尺、寬 54 公尺、高
17 公尺的鐘乳石洞窟奇景，此洞於 1780 年被人發現。繼往 當

我們再一次於清晨與大家乘 地着名的 野生動物牧場內參觀及與動物拍照 。晚餐前往葡萄牙
吉普車深入非洲曠野，找尋 航海家 迪亞士博物館參觀。住宿： The Point Hotel Hotel
於早上時段四處覓食的野生 (四星)
動物，經歷難忘的大自然獵
第 11 天： 赫爾馬努斯> 企鵝保護區 > 開普敦 (1-26-2019)
奇。下午為團友安排乘直升
(早, 午, 晚餐) Hermanus > Bettys Bay Penguins > Cape Town
機於高空俯瞰壯麗的維多利
早餐後乘車觀光 前往企鵝生態保護區，欣賞南非獨有活潑可愛
亞大瀑布。喜歡更充實活動
的黑腳小企鵝。之後前往開普敦。入住酒店位於 Victoria &
之團友，可由領隊安排自費參
加各項好玩刺激活動。如：騎

Alfred 海濱娛樂區，吃喝玩樂極方便。晚上於海濱區內享用豐
富晚餐。住宿： 2 晚 The Table Bay Hotel (五星)

非州大象、與獅同行。晚上特

第 12 天： 開普半島之旅 > 好望角 ( 1-27-2019) (早, 午, 晚餐)

別安排到當地最出名之 Boma

Cape Peninsula > Cape of Good

餐廳，除了有機會品嚐非洲草

原風味晚餐外，還可與當地舞
者同樂，在充滿熱情的鼓聲及舞蹈中享受一個歡樂晚上。
第 8 天： 維多利亞瀑布 > 南非 伊莉莎白港 (1-23-2019)
(早, 晚 餐) Victoria Falls > Port Elizabeth, South Africa

早餐後前往機場，告別維多利亞瀑布，乘客機經約翰尼斯堡轉
飛往位於南非東南沿海的伊莉莎白港。伊莉莎白港建於 1820
年，現在約有一百萬人口，昔日此港口是英國用作收容殖民地
和種族之間的隔離區域。住宿： Radisson Blu Hotel (五星)
第 9 天： 齊齊卡馬國家公園 > 奈斯那湖遊船 (1-24-2019)
(早, 午, 晚餐) Tsitsikamma N. Park > Knysna L. Sunset Cruise

Hope

早餐後開始開普敦半島一天遊。

首先沿着風光如畫的海岸線向南
進發，途經克里夫頓灣，為著名
高級住宅區，此處可欣賞到矗立
於海上的十二使徒岩。中午到海旁餐廳品嚐持色龍蝦餐。隨後
乘雙軌纜車，登上最頂處「開普點」俯瞰印度洋及大西洋交匯
壯麗美景。繼往非洲大陸最南「好望角」拍照留念。 旁晚 (在
天氣准許的情況下)，我們會與大家乘坐 360 度旋轉纜車登上桌
山之頂，並同時眺望開普敦港的美麗景緻。之後特意安排帶大
家到開普敦著名海旁中餐館品嚐美味南非鮑魚晚宴。
第 13 天： 開普敦市內觀光 > 機場 ( 1-28-2019)

(早, 午 )

早上於伊莉莎白港市區觀光：鐘樓、市政廳、坦丁保護區、命

Cape Peninsula > Airport

名紀念碑等。 接著前往齊齊卡馬國家公園區、藍峽谷橋是世界

早餐後，我們於開普敦繼續市內觀光遊及往鴕鳥農莊參觀。

最高的高空彈跳地點及暴風雨橋，險峻的河谷連接海洋，形成

午餐後前往機場，告別精彩非州，乘客機飛往英國倫敦。

壯麗的景觀。 黃昏時份乘奈斯那搭船暢遊奈斯那湖，欣賞礁湖 第 14 天： 倫敦溫莎城堡 > 溫哥華 ( 1-29-2019) (午餐)
特殊的景觀，湖岸高級渡假別墅林立，可睹湖海相連的美景。 London Windsor Castle > Vancouver
住宿： The Protea Kysna

本天轉機於英國倫敦，中轉時有半天時間，帶大家觀賞著名的

Qays Hotel (四星)

溫莎城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古老的城堡，是最高權威者—

第 10 天：甘果洞 > 野生動物

女王的官邸之一。城堡引人注目的遺址濃縮了英國 900 年的歷

牧場內 與 動物拍照 (1-25-

史。它佔地 13 英畝，包括一個宮殿、一個宏偉的禮拜堂和很多

2019) (早, 午, 晚餐) Cango

人的住所及工作間。溫莎城堡分為上中下三區，皇室成員至今

Caves >Wildlife Ranch +
Animal Encounter

仍經常在此渡假或舉行重要國宴。之後搭乘英航客機同日返回

溫哥華，結束 14 天精彩旅程。

南非 、 維多利亞瀑布 14 天豪華之旅
晨鳥優惠 ! 每位減 美元$200 (優惠期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 

6888 +稅 $612

行程 + 全程機票 雙人房每位 美元 $

出發日期： 2019 年 01 月 16 日




包 來回國際 / 全程內陸機票
包 全程豐富餐食 (多餐正宗地道出名美食)
包 地道精彩傳統民族表演

與獅同行

費用包括 請參閱行程單的介紹內容 。酒店及機埸行李搬運員小費。
費用不包括
旅遊保險；行李超量及超重費；自費活動及私人費用
部分旅遊景點之拍照及洗手間費用；領隊、各國當地導遊 及 司機小費 ：
- 旅遊團 全程 司機, 導遊, 領隊 合共 $200 美元 (於行程介紹會中繳交)
入境簽證費 - 持加拿大護照, 津巴布韋「落地」$75 美元



提供 4 - 5 星級 豪華舒適酒店



包 所有指定景點門票
包 乘在 Zambezi Explorer 豪華遊艇



騎非洲大象

南非鮑魚晚宴

責任問題
本公司採用各類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飛機、酒店及遊覽車等，其
對客人個人生命及行李的安全問題，各機構均訂立有各種不同之條
例，以對客人負責。如遇行李遺失等情形，當根據各不同機構公司所
訂立之安全條例辦理，一概與本公司無關。若遇特殊情况，如政變、
罷工或暴動、天氣惡劣或機件故障影響交通、航機或當地酒店突告客
滿、交通阻塞、航機取消或更改時間等，而導至需要將行程更改或取

報名細則

消任何遊覽節目及膳食，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况作出安排。在此情況

機票+旅遊團部份：報名繳交訂金每位 USD $2000

下團友可能會有不能退款之損失，或需支付額外費用，一切根據本公

餘數須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前繳清

司安排處理。怡家假期強烈建議各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包括行程取

( 此部份只接受現金 或 美元支票付款)

消、延誤及醫療保險) 。

取消 訂位 — 旅 遊 團 + 機票 部 份 (每位扣除)

本公司有權保留隨時更改、取消部分或所有行程之權利，內容以本公

3 個月前(90 天前) –扣 50%

司最後公佈為準。如出發前因人數不足而取消行程，怡家假期將全數

2 個月前(60 天前) –扣 75%

退回客人所繳交之費用(簽證費除外)。本公司不需負取消任何行程或出

2 個月內(60 天內) –扣 100%

發日期之責任。出境團如因閣下證件之問題，無法順利過境，概與本
公司無關，費用恕不退還。一切安排及行程內容，以怡家假期最後之

機票部分：繳訂出票後，如要更改 或 取消航班，恕無退款，敬請留意。

旅遊須知
各團友必須自備有效進入各旅遊目的地之護照及簽證，由回程日起計有最
少半年之有效期。* 一切入境簽證要求, 以各國政府最後公佈為準。團友於
報名時請給予我們正確的姓名 (必須與旅遊證件上的相同)。如日後需要更
改，每人需付上手續費 USD 50 及其他有關改名費用。如要取消行程必需書
面通知。各團友必須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及旅途中各集合處，如因遲到不能
成行或錯過任何行程而引至的一切損失，怡家假期恕不付責，團友所付之

費用亦恕不退回。

公佈為準。

怡 家 假 期 eHome Travel Group Inc.
專線： 604-278-1668
www.GoFun.ca
3280—4000 NO. 3 Road, Richmond BC V6X 0J8
列治文時代廣場 3280 室 近美食坊 天車站出口處
Consumer Protection BC #65326

南非入住 5 ★ 華麗舒適大酒店
開普頓 CAPE TOWN - THE TABLE BAY HOTEL

太陽城 SUN CITY 内最豪華酒店
迷城皇宮 PALACE OF THE LOST CITY

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