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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 【南非】
太陽城(迷城皇宮)•比林斯堡野生動物區•
開普敦(好望角)精采團  SJ8

遍遊

【南非】約翰尼斯堡、太陽城、普多利亞

、開普敦(好望角)。

行程特點

增遊南非著名之比林斯堡動物園。

於太陽城安排入住於最豪華之Palace Hotel

迷城皇宮大酒店/開普頓桌灣皇The Table 

Bay Hotel。

欣賞豪華大型歌舞表演於「太陽城」夜總

會。

品嚐南非鮑魚餐、駝鳥餐、龍蝦餐、南非

特式百獸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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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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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約翰尼斯堡 (直航)

Hong Kong  Johannesburg
是日晚上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協助各

團友辦理出境手續，乘搭豪華噴射客機飛赴南非。沿

途享受航機上美酒佳餚。

第二天

約翰尼斯堡～黃金礦場～太陽城～夜總會歌舞表演 

Johannesburg～Gold Reef City～Sun City～
Sun City Show

抵達後，專車前往參觀著名的黃金城，此城為1886年

時金礦被發現之所在地，城內各種建築完全按照當年

面貌而建。團友可深入二百二十公尺之礦坑體驗昔日

開採金礦的情況，更可在黃金博物館，觀賞難得一見

熔金過程及在金礦城內欣賞南非別具特色土著歌舞表

演。午餐後驅車前往有「小拉斯維加斯」之稱之太陽

城娛樂賭城，該城佔地甚廣，酒店林立，設備完善，

美輪美奐。團友到步後自由遊覽賭場，盡情享樂於各

種不同形式的娛樂場所，各適其適。並可往著名之迷

城內大公園參觀，此園佔地甚廣，園內種植各式奇花

異卉。晚餐於餐館。餐後安排欣賞大型歌舞表演，可

媲美巴黎著名歌舞，精釆絕倫。

第三天

比林斯堡野生動物保護區～太陽城～迷城

Pilanesberg National Park～Sun City～Lost City
早餐後，乘坐大型開蓬吉普車前往比林斯堡私人動物

保護區觀賞動物，園內有獅子、大象、長頸鹿、鱷魚

、狒狒、斑馬及數不清的非洲羚羊和野鹿等飛禽走獸

。遊畢後繼乘專車回迷城，自由活動。迷城內之建築

，集合歐陸及非洲式設計，一樑一柱，巧奪天工，園

內流水淙淙及園林遍野，不愧為五星級酒店中之酒店

。以其煙火不斷的時間橋，波濤洶湧的洶濤谷最具吸

引，而渡假城佔地甚廣，娛樂設施應有盡有，香薰美

容、按摩、網球場、哥爾夫球場、騎馬、泳池及豪華

賭場。迷城亦是太陽城內一部份，團友可盡情享用城

內之娛樂設施或到賭場一試身手，說不定會滿載而歸

。為方便自由活動，午晚餐自行安排。

第四天

普多利亞行政首府～百獸宴

Pretoria City Tour～Game Meat

早餐後，專車前往普多利亞，它是南非行政首都，市

內建築揉合了西方國家不同的形式，而古希臘式的聯

合大廈更是普市最吸引人的地方。遊覽市內包括保羅

克魯格公園(保羅克魯格是十九世紀南非共和國最後

一任總統)、南非建國歷史紀念碑及聯合大廈等。午

餐後，繼而往酒店休息，使用酒店齊備設施。

第五天

約翰尼斯堡 開普頓～鴕鳥園～360°C 旋轉吊車～

桌山～V & A 維多利亞海濱渡假區

Johannesburg Cape Town～Ostrich Farm～
Table Mountain～V & A Victoria Shopping Mall

早餐後專車往機場乘內陸客機飛往南非最美麗城市—

開普頓。抵達後即乘遊覽車往著名的鴕鳥園，及參觀

園內的小型博物館，並了解飼養鴕鳥過程，同時可嘗

試騎鴕鳥。午餐後驅車前往纜車站轉乘最新旋轉吊車

，登上高聳入雲，外型平如桌面的桌山，觀賞全市景

色，遠眺大西洋海岸無盡景緻，忘盡煩憂(若因天氣

或維修影響而停開吊車，將改遊覽訊號山取代)。繼

往具歐陸色彩及以購物娛樂集於一身的V&A維多利亞

海濱娛樂城遊覽。遊畢返回開普頓市區。

第六天

十二門徒峰～海豹島～雀鳥世界～企鵝灘～好望角～

角點～鮑魚宴

12 Apostles～Seal Island～Bird Park～
Penguin Beach～Cape of Good Hope～Cape Point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當地餐館

住宿 : PALACE HOTEL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

住宿 : PALACE HOTEL 或同級

－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PALAZZO 或同級

非洲特式BBQ

S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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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晚餐

－ － 航機上

太陽城

黃金礦場

比林斯堡野生動物保護區

普多利亞行政首府



第一天

香港 約翰尼斯堡 (直航)

Hong Kong  Johannesburg
是日晚上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協助各

團友辦理出境手續，乘搭豪華噴射客機飛赴南非。沿

途享受航機上美酒佳餚。

第二天

約翰尼斯堡～黃金礦場～太陽城～夜總會歌舞表演 

Johannesburg～Gold Reef City～Sun City～
Sun City Show

抵達後，專車前往參觀著名的黃金城，此城為1886年

時金礦被發現之所在地，城內各種建築完全按照當年

面貌而建。團友可深入二百二十公尺之礦坑體驗昔日

開採金礦的情況，更可在黃金博物館，觀賞難得一見

熔金過程及在金礦城內欣賞南非別具特色土著歌舞表

演。午餐後驅車前往有「小拉斯維加斯」之稱之太陽

城娛樂賭城，該城佔地甚廣，酒店林立，設備完善，

美輪美奐。團友到步後自由遊覽賭場，盡情享樂於各

種不同形式的娛樂場所，各適其適。並可往著名之迷

城內大公園參觀，此園佔地甚廣，園內種植各式奇花

異卉。晚餐於餐館。餐後安排欣賞大型歌舞表演，可

媲美巴黎著名歌舞，精釆絕倫。

第五天

約翰尼斯堡 開普頓～鴕鳥園～360°C 旋轉吊車～

桌山～V & A 維多利亞海濱渡假區

Johannesburg Cape Town～Ostrich Farm～
Table Mountain～V & A Victoria Shopping Mall

早餐後專車往機場乘內陸客機飛往南非最美麗城市—

開普頓。抵達後即乘遊覽車往著名的鴕鳥園，及參觀

園內的小型博物館，並了解飼養鴕鳥過程，同時可嘗

試騎鴕鳥。午餐後驅車前往纜車站轉乘最新旋轉吊車

，登上高聳入雲，外型平如桌面的桌山，觀賞全市景

色，遠眺大西洋海岸無盡景緻，忘盡煩憂(若因天氣

或維修影響而停開吊車，將改遊覽訊號山取代)。繼

往具歐陸色彩及以購物娛樂集於一身的V&A維多利亞

海濱娛樂城遊覽。遊畢返回開普頓市區。

第六天

十二門徒峰～海豹島～雀鳥世界～企鵝灘～好望角～

角點～鮑魚宴

12 Apostles～Seal Island～Bird Park～
Penguin Beach～Cape of Good Hope～Cape Point

早餐後，途經十二門徒峰奇里夫海灘區，前往碼頭轉

乘豪華觀光船觀賞數以千計大大小小的海豹在水中嬉

戲及在石島上追逐之趣緻情景。繼而前往雀鳥世界，

觀賞各種奇趣鳥類。午餐後沿海濱大道前往企鵝灘，

此乃國家法定企鵝保護區，可觀賞非洲獨有之爵士企

鵝在沙灘及海中嬉戲，妙趣橫生。繼後前往聞名世界

之「好望角」，一覽奇偉山崖，澎湃海岸，追尋航海

家向海洋挑戰之事蹟。另外於角點特別安排轉乘登山

纜車，登上角點之燈塔，在此可同時觀賞大西洋與印

度洋於角點上融為一線之奇觀。遊畢後。

第七天

開普敦 約翰尼斯堡 香港

Cape Town  Johannesburg Hong Kong
早餐後，繼而收拾行裝，專車往機場，乘航機經約翰

尼斯堡直航返港。

第八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機早上安抵香港機場。   祝君旅途愉快！

註：

*回程可自由停留尾站，機票附加費HK$1300。

凡單人或單數 (如三人) 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單人房附加費。

旅行團服務費每人每天HK$140 (領隊/導遊/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龍蝦餐

住宿 : TABLE BAY HOTEL 或同級

鮑魚宴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鴕鳥肉餐

住宿 : TABLE BAY HOTEL 或同級

中式餐廳

S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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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航機上 航機上

桌山

海豹島

維多利亞海濱渡假區

企鵝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