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貴族之旅-旅遊夢想地 

納米比亞探索 16 天 
三大國家公園、兩大自然保護區、魚河峽谷 

大西洋岸沙海樂章、五趟遊獵 SAFARI、一趟真正景觀飛機 
 

百合隆重鉅獻： 
【百合團隊誠摯為您規劃的全新旅程】：人生有幾次能來此體驗原始荒野的旅程，在您的旅遊清單中，是  

  否還沒有踏上這美麗的淨土，或是您正準備補足地圖上的一角，百合將帶給你完整的納米比亞行程， 

  我們講究豐富的行程內容、住宿的飯店品質、特殊的風情體驗，不將就天數上的限制、價格上的考量， 

  而呈現狂野震撼超現實的行程，請您跟著「百合旅遊」的腳步，讓我們為您留下，最深刻旅程回憶。 
 

嚴選三大經典國家公園 
 

＞納米布國家公園(NAMIB-NAUKLUFT NATIONAL PARK) 
  非洲佔地面積第一大的野生動植物保護區之一，公園中除了有野生的動植物之外，最為著名的還是它 

  因長石和沙岩而形成的納米比大沙漠，這美麗綿細的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因含有豐富 

  的鐵質，經氧化後形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紅沙漠」，進入奇幻的沙漠世界中，使人恍若置身天堂的幻    

  覺，能帶給您它無窮的變化，而在光與影的對比之下，無不是攝影師最想取得的角度，令人流連忘返。 

＞瓦特柏格國家公園(WATERBERG NATIONAL PARK) 
  有別於沙漠的景觀，瓦特柏格國家公園帶給您盎然的綠蔭景緻，這是位在納米比亞中部瓦特高原的地 

  區，瓦特伯格以著名的桌山來命名，因地形受到紅砂岩組成的影響，而使得山體有如海綿般，將極少 

  的水資源，牢牢的鎖在這山群當中，而造就了這豐富的植物群和動物群，如非洲水牛，長頸鹿以及伊 

  蘭羚羊等等，唯一特別是在這可以近距離與白犀牛接觸，更可以瞭解到他們不同的生態。 

＞埃托沙國家公園(ETOSHA NATIONAL PARK) 
  世界唯一沙漠地形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國家公園，因涵蓋埃托沙鹽湖層之故，使得雖然在沙漠當中，卻 

  可見許多動物在此聚集，其中以斑馬、黑尾牛羚、及非洲水羚等等，是最為常見的動物，各種動物因 

  生活習性、體型的不同，飲水的時間也錯落有序，當然還有機會遇到獵豹、長頸鹿、大象等大型動物。 

盡覽世界文化遺產  
＞布須曼人岩畫：非洲最大範圍的史前岩畫，約為 2000-6000 年前所刻畫下來的遺跡。(UNESCO 2007) 
＞納米布沙海：西部非洲保存最為完好的狹長沙海，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沿海沙漠，包含各種大型移動式 

  沙丘，屬於納米布國家公園範疇之內。(UNESCO 2013) 



豐富的行程內容  
 

【無遺珠之憾-南部峽谷區】 
＞箭袋樹森林：受氣候影響下而生的蘆薈樹，因樹冠外觀奇特，酷似外星生物，成為納比比亞獨特景點。 

＞魚河峽谷保護區：非洲最大的峽谷，也是世界第二大峽谷，它也是全國訪問量第二高的特殊地質景區。 

 

【大西洋岸沙海樂章】 
＞瓦維斯灣：大西洋岸唯一深水港口，因受天然鵜鶘岬阻擋，強烈海風無法吹入，也形成動物的保護地。 

＞十字岬海狗保護區：彷彿走進 Discovery 近距離欣賞數萬隻海狗嬉戲及海岸沙丘等難得一見的景觀。 

 

【深入動物天堂-五趟遊獵 Safari】 
＞馬林塔爾日落遊獵：此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動物密度很高，甚至有機會可以看到群體的母獅聚集於此。 

＞岡瓦納日落遊獵：位在魚河峽谷範圍中，有機會可看到大狒狒在岩壁上擺盪，及特殊巨大鳥巢、蟻丘。 

＞埃托沙國家公園遊獵：因涵蓋埃托沙鹽湖層，使得野生動物有斑馬、長頸鹿、黑尾牛羚、火烈鳥、大 

  象、跳羚、國寶直角劍羚等等聚集於此 

＞犀牛保護區遊獵：通過瓦特伯格山腳下，來到非洲叢林大草原，在這有機會與犀牛面堆面近距離接觸，  

如果運氣不確，您還會遇到長頸鹿，伊蘭羚羊、白斑羚、狷羚和扭角羚羊等等 

＞獵豹保護區遊獵：在世界上獵豹最多的納米比亞，安排一趟與獵豹、花豹的近距離接觸，不僅能夠近 

  距離觀察拍攝，還能了解它們的生態與習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6%89%98%E6%B2%99%E9%B9%BD%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7%83%88%E9%B8%9F


【一趟真正景觀飛機】 
＞搭乘一段輕型飛機飛往納米比沙漠，從空中眺望沙漠的景緻，衝突劇烈的美，將帶給您無法忘懷的體 

  驗，這是地球上的奇景，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沙漠，在這觀賞「倒沙入海」景緻、飛越沉船遺跡及一望 

  無際的納米比大沙漠，此生此景無法用言語形容! 

＞有別於市場上的交通班機，百合將帶給您飛越 11 大景點，我們將從「斯瓦科普蒙德」起飛，穿越劃出 

  地理界線的「奎士河」與「礫石平原」，來到「納米布沙漠」上空，紅色的沙漠盡覽眼底，浩瀚的沙 

  海下有著名的「蘇斯威里」及「桑德普威里」，隨後沿著大西洋岸，來到當年一夕致富的發跡處「鑽 

  石海灘」、受到大霧觸礁而擱淺的兩處沈船遺跡「SHAWNEY」、「EDUARD BOHLEN」及長達 1600 

公里的「長沙灘」，這是納米比亞海岸線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接續飛往「三明治灣」這是一處天然溼 

地而成的水鳥保護區，隨後返回我們出發地點。 
 

精心策劃特殊健行路線  

＞瓦特伯格平台路線：距離約 3.5 公里，落差 150 公尺，所需時間約為 3 小時的徒步行程。由當地專業 

  響導的陪同帶領之下，我們一起登上桌山平台，鳥瞰整個山谷及喀拉哈里平原的景色，沿途向您導覽 

  解說公園中特有的植物和動物，並讓您了解原先在該地區生活的赫雷羅人日常生活和黑暗的歷史。 

＞魚河峽谷俯瞰點路線：距離約 2.5 公里，落差 36 公尺，所需時間約為 2.5 小時的徒步行程。這是個原   

  始步道，沿著世界第二大峽谷的邊緣上，由 VIEW POINT 走至 HIKER’S VIEWPOINT，讓您不設限 

  的找尋您自己所想要的精采角度，但也須注意自身安全。 
 

特殊的景點安排  
 

＞三明治灣吉普車巡禮：由瓦維斯灣出發，行經鹹水潟湖及鹽田，可看到大批紅鶴棲息於此及五顏六色 

  的濱海鹽田，接續開往三明治灣，可以在此拍攝到綿延的沙海相連奇特景觀，並登上沙丘俯瞰三明治  

  灣，沿途上有機會可看見鵜鶘、胡狼、裡海燕鷗、直角羚羊等等。 

＞瓦維斯灣經典遊船：搭乘遊船暢遊海灣，可以近距離欣賞海洋生物，可以看到海狗跳上來展現他的英 

  姿影，鵜鶘海鷗爭相飛來跟您征討食物，有機會還能看見海豚、鯨魚與您共遊在這蔚藍大海下。 

＞沙漠摩托車-仙女圈：在納米布沙漠當中，有一個特殊景點「仙女圈」又稱「精靈怪圈」，在茫茫沙海 

  之中，植物雜草繞著圓圈而生長，至今成長原因仍然是個謎，我們在導遊的陪同下，自行騎乘沙漠摩 

  托車，深入沙海中遠眺這尚未解之謎的仙女圈。 

野奢的飯店體驗  
 

＞源自非洲狩獵小屋的概念，融入當地的地景建築，並結合當代文明與自然景觀，在人跡罕至的原始荒 

  野中，創造出舒適生活與良好服務，這裡最大特色是「荒野」與「奢華」的相互交融。野奢飯店的外 

  形與周圍環境，結合出和諧共處不衝突的面貌，將人們對於大自然的親近和感受表達出來，讓你真正 

  貼近大自然，欣賞這美麗的歲月風華！ 

 

 



 



航班參考：（航班以行前說明會公佈為主） 

衣索比亞航空： 

天 數 出發 /抵達時間 起 飛 ／ 抵 達 城 市 航 空 公 司 班機號碼 飛 行 時 間 

第 1 天 18:10/19:55 台北/香港 中華航空 BR-857 1 小時 55 分 

第 2 天 23:55 / 07:05 香港/約翰尼斯堡 南非航空 SA-287 13 小時 10分 

第 2 天 09:30 / 11:25 約翰尼斯堡/温德和克 南非航空 SA-074 1 小時 55 分 

第 15天 12:15 / 14:00  温德和克/約翰尼斯堡 南非航空 SA-075 1 小時 45 分 

第 15天 16:45/11:50+1 約翰尼斯堡/香港 南非航空 SA-286 13 小時 05分 

第 16天 15:25 / 17:15 香港/台北 中華航空 BR-870 1 小時 55 分 

(◎含門票景點   ＊不需門票景點   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 

第 01 天－台北 TAIPEI香港阿迪斯阿貝巴（衣索比亞）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今日行程，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並由百合專人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我們搭乘衣索比亞航空客機，經

香港轉機，飛往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轉機飛往納米比亞，今日夜宿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第 02 天－阿迪斯阿貝巴(衣索比亞) 温德和克→馬林塔爾 MARIENTAL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簡易餐盒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ZEBRA KALAHARI LODGE 或同級 

今日行程，班機飛抵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接續轉往納米比亞首都─温德和克。抵達後，辦 

理出關手續，經專車前往馬林塔爾，入住百合精選 ZEBRA KALAHARI LODGE並安排一場落日吉普 

車之旅，可以一邊欣賞夕陽西下的美景，一邊體驗追逐動物們放晴自然的一面，今晚夜宿於此。 

＊温德和克：建立於 1890 年 10 月 18 日，在 1892 年成為德屬西南非的首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被南非佔領，1990 年納米比亞獨立後成為該國首都，是納米比亞工商業中心和交通樞紐。畜產品 

貿易甚盛，為世界著名的卡拉庫爾羔羊皮集散地，同時紡織品和食品加工業也很發達。 

＊馬林塔爾：納米比亞南部的一座小城鎮，但是為哈達普地區的行政首都，長期以來一直是當地原住 

  民納馬人聚集的中心。交通上位於納奈米布鐵路上，屬於温德和克及基特曼斯胡普的中繼站，地理 

  坐落於南部最有名的魚河旁，為地區交通和貿易中心。 

  行車距離：温德和克-268 公里（約 3 小時）馬臨塔爾 

  門票安排：日落四輪傳動車。 

第 03 天－馬臨塔爾→魚河大峽谷 FISH RIVER CANYON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CANYON LODGE 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1%B3%E6%AF%94%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B%E7%BA%B3%E7%B1%B3%E5%B8%83%E9%93%81%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1%BC%E6%B2%B3_(%E7%BA%B3%E7%B1%B3%E6%AF%94%E4%BA%9A)


  今日行程，前往僅次於美國大峽谷國家公園的世界第二大峽谷─魚河大峽谷，沿途行經納米比亞中 

  部一片廣大無垠的喀拉哈里沙漠，這片沙漠貫穿納米比亞、博芝瓦納及南非這三國度。離開後，奇 

  岩怪石美景將映入眼簾，抵達飯店後，首先安排一趟四輪傳動車，欣賞這落日美景。  

◎魚河大峽谷：被國外報導中列位納米比亞第二著名景點，經由當地最長內陸河，也是南部著名的魚 

  河，隨著日積月累的時間中切割而成，是僅次於美國大峽谷的世界上第二大的峽谷，也是納米比亞 

  最唯獨特著名的自然奇觀之一，峽谷長約 160 公里，深達 550 公尺，寬 27 公尺。 

  行車距離：馬臨塔爾-406公里（約5小時）-魚河大峽谷 

  下車參觀：魚河大峽谷。 

 門票安排：日落四輪傳動車。 

第 04 天－魚河大峽谷→基特曼斯胡普 KEETMANSHOOP（箭袋樹森林、巨人樂園）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ALTE KALKOEFEN LODGE或同級 

今日行程，上午來到百合特選景點-魚河大峽谷，在這「世界十大最美」的峽谷之一，在此安排一段 

特色健行路線，在這步行路途中，擁有超廣角視野可遠眺壯麗的峽谷美景。午後前往基特曼斯胡普， 

帶您參觀當地著名的箭袋樹森林，接續前往及森林旁的巨人樂園，在這有一片不規則散落、堆疊於 

地面的巨大白雲石，仿佛是巨人們的遊樂場。 

＊箭袋樹森林：箭袋樹又名奎爾樹，屬於草本植物的一種，學名二岐蘆葦。為南部非洲沙漠氣候區特 

  有，因當地的布須曼人會砍下其樹枝，掏空裡面的海綿組織，進而製做成弓箭筒，將它背在背後， 

  而得名弓箭筒蘆葦或弓箭袋樹。 

＊巨人樂園：為不規則散落堆疊如迷宮般的巨石陣，這些巨石是白雲石，形成於 1 億八千萬年前，經 

  由火山熔岩噴發冷卻後，經由長期沖刷而成的。 

＊基特曼斯胡普：納米比亞南部卡拉斯區首府，為納米比亞鐵路上重要的中間站，人口約 16,800 人。 

該地原為納米比亞沙漠中的一個綠洲。1866 年，德國禮賢會教士在此建立傳教的據點，並以贊助 

者約翰·基特曼的名字命名為「基特曼斯胡普」，意為「基特曼的希望」。 

 魚河峽谷崖邊健行[單點進出 2.5km，所需時間約 2.5 小時] 

 困難度：簡單，落差高度約 36 公尺，全段路線沿著峽谷邊步行，因為自然保護區域，再延邊位 

        設有柵欄已示邊界，請於健行及拍照時注意自身安全。 

行車距離：魚河峽谷-158 公里（約 2 小時 10分）基特曼斯胡普 

  下車參觀：箭袋樹森林、巨人樂園。 

  特別安排：魚河峽谷崖邊健行。 

第 05 天 基特曼斯胡普→納米比-諾克盧福國家公園 NAMIB-NAUKLUFT（蘇雪威里 SOSSUSVLEI）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LE MIRAGE DESERT RESORT&SPA 或同級 



  今日行程，上午帶您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蘇雪威里沙漠區，又稱為納米比亞沙漠，百合細心 

  規劃連續兩個晚上入住沙漠區，您將有充足的時間悠閒漫步，欣賞這神秘古老的大地。抵達飯店後 

  特別安排刺激的個人沙灘車 ADVENTUROUS QUAD-BIKE TOUR，夜宿於此。 

＊納米比-諾克盧福國家公園：位在納米比亞西部的一個沙漠，屬於非洲最大的國家公園─納米比諾克

盧福國家公園內，因其出色的自然美景、動植物群的演化及特色自然現象，而在 2013 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登錄名稱為納米比沙海。 

＊蘇雪威里：此區位於納米比沙漠中央的黏土層上，為世界最高之沙丘所在地，落差高達 200 公尺， 

  在陽光照耀下呈現出紅顏色，因而有人稱「紅色魔鬼」，也是納米比亞著名的風景區之一。 

★特別安排：個人四輪沙灘車行程(約 2 小時)，此安排跟當地工作者合作，將由專人帶領僅前往有當 

  地人才知道的私房景點，會因參與人數的關係，而分為兩梯次。(此行程需要一人騎乘一台四輪沙灘 

  車，參與者須聽從專人及安全指示人員的指導，過程中不得離開指定路線及中途下車，如於出發前 

  的試乘中，經安全指示人員斷定無法參與行程而強行參加者，需自行負擔安全責任。)  

  行車距離：基特曼斯胡普-434 公里(6 小時)蘇雪威里 

  特別安排：沙灘車 ADVENTUROUS QUAD-BIKE TOUR。 

第 06 天 蘇雪威里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輕食（三明治或餐盒）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LE MIRAGE DESERT RESORT&SPA 或同級 

  今日行程，於天未亮時安排專車進入蘇雪威里沙漠區，又稱為納米比亞沙漠，您將有充足的時間， 

  探索這神秘古老的大地，在拂曉時刻配合著光影的照耀，使得在沙丘上的層次更顯現出獨有的立體 

  視覺感，在此帶您參觀 45 號沙丘及死亡谷，下午前往位在沙漠入口處的蘇雪威里峽谷。 

＊納米比亞沙漠：美麗綿細的大西洋沿岸的納米比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常會使人產生恍 

  若置身天堂的幻覺。受到橘河長期切割風化金橘色沙粒的大地，在人人覺得神秘詭異的沙漠中，可 

  看到在此環境下力求生存的動植物。進入奇幻的沙漠世界，感受沙漠的無窮的變化，並探訪諸多著 

  名沙丘，在陽光下，它美麗得像海市蜃樓圖畫。 

＊45 號沙丘：因距離園區入口處 45 公里，而得名為 45 號沙丘。其金紅色的沙粒，在陽光的照耀下， 

  美如一幅畫，這獨特的世界級自然美景，每每耗盡不少攝影師和遊客的膠捲。 

＊死亡谷：堪稱世界最乾旱的山谷，由於沙漠裡無水、無雨，失去了生物生存的條件。千年前枯死的 

  樹木，又因此區沒有水份不會腐爛，至今仍挺立在谷地中。延續至今的千年古樹，參雜排列行程獨 

  有的地貌風情，也是最具納米比亞風情的景點之一。 

＊蘇雪威里峽谷：它是一處天然的峽谷，已有 1500 到 2000 年的歷史。沿著河道行走，兩邊是由陡 

  峭的崖壁包圍，下面是深深的蜿蜒的河道，其壯麗巖峻的崖壁，直讓人讚賞大自然的奧妙與神奇 

  行車距離：國家公園內遊覽 

 下車參觀：45 號沙丘、死亡谷、蘇雪威里峽谷。 

 門票安排：納米比亞沙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D%E7%B1%B3%E5%B8%83-%E8%AB%BE%E5%85%8B%E7%9B%A7%E7%A6%8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D%E7%B1%B3%E5%B8%83-%E8%AB%BE%E5%85%8B%E7%9B%A7%E7%A6%8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第 07 天 蘇雪威里→月亮谷 MOON LANDSCAPE→斯瓦科普蒙德 SWAKOPMUND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STRAND HOTEL SWAKOPMUND 或同級 

  今日行程，上午安排專車前往月亮谷，欣賞這壯觀的大自然景色、嘆為觀止的大地塹，隨後抵達斯 

  瓦科普蒙德，在此特別安排乘景觀輕型飛機，飛行時間約 2 小時 15 分，帶您俯瞰在這特有的沙漠 

  與海的真奪美景，及壯麗的納米比亞沙漠。結束後返回斯瓦科普蒙德，夜宿於此。 

＊月亮谷：位在斯瓦科普蒙德以東 30 公里處，經由萬年前河水沖刷所留下的驚異景觀，因為沙漠中 

  含鐵量極高，也可以用磁鐵在沙中吸出大量鐵砂，它獨特的外表讓人宛如身在月球表面。 

★特別安排：景觀輕型飛機(飛行時間約 2 小時 15 分)，盡覽 11 處高空美景，無遺珠之憾的安排有別 

  於市場上的接駁飛機，帶你盡覽腳下絕美風光。飛機於斯瓦科普蒙德起飛，通過納米比─諾克盧福 

  國家公園邊界的凱賽布河口，可看到沿途綠洲遍布，隨後進入納米布沙漠區，將會於沙漠上空飛過， 

  您將有機會讓您看到蘇雪威里谷地，帶您體驗世界上最高變化的沙丘，隨後飛經瓦維斯灣以南的三 

  明治海灣，您可以看到只有在這獨有的倒沙入海奇觀，接續來看到特有色彩繽紛的沿海鹽礦，而此 

  因特殊的地質而吸引成千上萬的鳥類及海狗盤據，隨後返回斯瓦科普蒙德。 

  行車距離：蘇雪威里－344 公里(約 5 小時)月亮谷-43 公里(約 40分)斯瓦科普蒙德 

  下車參觀：月亮谷。 

  門票安排：景觀輕型飛機(盡覽 11 處大景)。 

第 08 天 斯瓦科普蒙德→瓦維斯灣 WALVIS BAY→斯瓦科普蒙德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船上輕食     晚餐：THE TUG RESTAURANT 龍蝦餐 

住宿：STRAND HOTEL SWAKOPMUND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瓦維斯灣，安排搭乘大西洋海灣遊船(航程約 3 小時)，欣賞特有的海濱沙 

漠美景及生態，並在船上享用鮮蠔、甜點、輕食及香檳。午後遊船抵達港口後，安排令人振奮的四 

輪傳動車沙丘之旅(行程約 4 小時)，隨後來到海邊沙丘，讓您能遠眺這難能可見的美景。 

＊瓦維斯灣：唯一的深水港，以廣大的海灣以及巨大沙丘聞名，特別的小鳥島是鳥糞肥產業的重要基地，

因此具有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地位，歷來爲殖民者所覬覦，現在也是各式戶外活動的熱門之地。 

◎瓦維斯灣海濱遊船：在船長和嚮導的帶領下，尋找各種海洋生物及可愛海獅，還可能遇上海豚會在 

  船側跳躍、翻騰、暢遊，遊船到達鵜鶘岬後，野生海狗及繁多的海鳥如紅鶴、鵜鶘和候鳥盡在眼前。

◎三明治灣沙丘之旅：根據潟湖潮汐時間，將帶您前往三明治港潟湖，這是納米比亞五座拉姆薩爾濕 

地的其中一座，富有不同的野生動物棲息地，沙丘變化隨著光影變化讓人讚嘆連連。 

★特別安排：THE TUG RESTAURANT 位於歷史悠久的 SWAKOPMUND碼頭，您可以在啜飲最喜歡 

  的飲料時，看著大西洋和碼頭。原來的丹尼雨果拖船現在是餐廳的家，室內則有一個溫暖和溫馨的 

  氛圍。您也可以坐在室外美妙的露台上，享受納米比亞最好的日落，同時享受美好的食物。 

  行車距離：斯瓦科普蒙德－36 公里(約 30分鐘)瓦維斯灣－36 公里(約 30 分鐘)斯瓦科普蒙德 



  門票安排：瓦維斯灣海濱遊船、三明治灣沙丘之旅。 

  特別安排：THE TUG RESTAURANT 餐廳。 

第 09 天 斯瓦科普蒙德→十字岬保護區 CAPE CROSS→布希曼岩畫 BUSHAMAN →管風琴岩

ORGAN PIPES→特菲爾泉 TWYFELFONTEIN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輕食(三明治或餐盒)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TWYFELFONTEIN LODGE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行程安排行經亨蒂斯灣後，前往十字岬保護區，長達數 10 公里的海岸線，聚 

  集數以萬計的海豹，有如帶您走進國家地理頻道，探索欣賞這感動而壯觀的美景。 隨後前往達馬 

  拉蘭沙漠岩石區，將安排至岩石雕畫的露天博物館，帶您參觀幾千年的漫長歲月中，布希曼人於石 

  器時代，所遺留保存下來的石壁雕刻與壁畫，這個地區是世界最大的史前岩刻畫集中地，並前往參 

  觀管風琴岩，隨後抵達特菲爾泉。 

◎十字岬保護區：這裡以軟毛海豹聞名的海豹保護區，座落納米比亞的大西洋岸。這個海灣地區裡聚 

  集超過 7 萬隻以上的海豹，如到了年底時的交配季節時，更有將近 20 萬隻以上的海豹聚集在此。 

◎石壁雕刻與壁畫：布希曼人所雕繪的岩壁畫，刻畫著納米比亞歷史及人類足跡，主題內容多為狩獵 

情景，這是他們熟悉的生活，畫中出現同心圓則象徵泉源所在，人們至今還無法理解其神祕的技術。 

＊管風琴岩：火山熔岩流在冷卻時體積收縮，形成玄武岩的柱狀節理，呈現六角柱或多角柱結構，隨 

後由於海蝕及其他地形作用的影響，形成許多高低起伏、變化多端的柱狀玄武岩，狀似管風琴。 

＊特菲爾泉：南非語意為多變的泉水，達馬拉蘭語，意為跳躍的水潭，是納米比亞西北部庫內內區的 

  一處岩畫景觀。當地源於砂岩質平頂山坡面的山谷兩側有泉水流經，降雨量少且晝夜溫差大。本地 

  最早由狩獵採集者在六千多年前開始居住，隨後有科伊科伊農牧戶到來。 

  行車距離：斯瓦科普蒙德－130 公里(約 1小時 35 分)十字岬保護區－135 公里（約 1 小時 50 分）       

           達馬拉蘭沙漠岩石區－170 公里(約 2 小時 30 分)管風琴岩－7 公里(約 10 分鐘)特菲爾泉 

  下車參觀：管風琴岩。 

  門票安排：十字岬保護區、石壁雕刻與壁畫。 

第 10 天 特菲爾泉→紅人部落 HIMBA VILLAGE→埃托沙國家公園 ESTOSHA N.P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ETOSHA SAFARI LODGE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專車前往納米比亞北部戈壁區域辛巴遊牧民族：紅人部落，由於是居無定所的 

  遊牧民族，因此居住地常常改變，他們的孤立和保守，確實被這個世界所遺忘。但其獨特的原始人 

  文景象及原始外貌，皆讓世人所驚嘆！中午過後，我們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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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於住宿飯店餐廳享用，夜宿別具風情的渡假屋。 

◎紅人部落：17 世紀，從安哥拉遷徒至納米比亞，至今仍過著傳統遊牧民族生活的古老原始部落辛巴 

  族，男女族人上身裸露，紅色礦粉跟牛油混合而成的紅泥，便成了當地最著名的美容聖品，塗抹在 

https://tw.hotels.com/ho308839/?pa=2&q-check-out=2018-06-24&tab=description&q-room-0-adults=2&YGF=7&q-check-in=2018-06-23&MGT=1&WOE=7&WOD=6&ZSX=0&SYE=3&q-room-0-children=0


  全身上下來阻擋烈日曝曬跟防止蚊蟲的叮咬，連頭髮也要塗上一層厚厚的紅泥來裝飾，其獨特的原 

  始人文景觀，為世人所驚艷。 

★旅遊小秘密：埃托沙國家公園，一個範圍將近半個台灣的大小的動物保護區，百合安排兩晚住宿此， 

  更為貼心地分別住宿不同進出口飯店，避免舟車拉車之苦，配合日出日落的時間，安排遊獵行程。 

  行車距離：特菲爾泉－100 公里（約 2 小時）紅人部落－140 公里（約 2 時 30 分）埃托沙公園 

  門票安排：紅人部落。 

第 11 天 埃托沙國家公園 ESTOSHA NATIONAL PARK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MOKUTI ETOSHA LODGE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將前往埃托沙國家公園內，展開全天候奇妙的動物探索之旅。這裡是非洲最大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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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象、 

  犀牛、獅子、花豹、獵豹、跳羚、大羚羊、斑馬、角馬、長頸鹿 …等等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及其 

  他一些小型野生動物和鳥類皆生活在此，這是名副其實的動物王國。讓您可以用相機的鏡頭來獵遊 

  各式野生動物。 

◎埃托沙國家公園：納米比亞最著名的旅遊點，ETOSHA 原本意義是白色大地，一億年前成型的喀拉 

  哈里盆地，原本是 KUNENE RIVER 傾注的湖泊，但千年以後水分蒸發，只剩下大量雪白鹽塊留在 

  原地，吸引數以千計的紅鶴等鳥類前來覓食，在五月到九月份納米比亞的涼季，遊客們陸續前來埃 

  托沙國家公園觀賞野生動物，羚羊、非洲象、犀牛、獅子都是巡獵之旅的重點。 

★注意事項：國家公園內為動植物保護區域，未經園區管理員允許，禁止在遊獵途徑上下車。 

  行車距離：特菲爾泉－100 公里（約 2 小時）紅人部落－140 公里（約 2 時 30 分）埃托沙公園 

  門票安排：埃托沙國家公園、2 次遊獵之旅(西口和東口)。 

第 12 天 埃托沙國家公園→奧奇考圖 OTJIKOTO LAKE→霍巴隕石 HOBA METEORITE 

                    →瓦特貝格國家公園 WATERBERG NATIONAL PARK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WATERBERG WILDERNESS LODGE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專車前往往瓦特貝格國家公園，沿途欣賞彷彿金字塔的蟻窩，途中安排參觀奧 

  奇考圖湖以及參觀霍巴隕石，隨後前往瓦特貝格國家公園，下午前往特別安排白犀牛遊獵之旅，夜 

  宿於此（因位於國家公園內，飯店及餐食選擇性不多）。 

＊蟻窩：由螞蟻建立的巢穴，通常由一隻雌蟻先挖開一個洞開始築巢，然後成為該蟻巢的蟻后，建立 

  起龐大的螞蟻王國，每個蟻窩都有房間，有儲藏食物房間、照顧蟻卵或幼蟲房間、蟻后產卵的房間、 

  還有堆放垃圾的房間。螞蟻通常不一定會在野外築巢，體型小的家蟻會在人類的居住環境築巢。 

◎霍巴隕石：也稱為西霍巴，是在納米比亞西霍巴農場的一顆隕石。它曾被塵土掩埋過，但也因為巨 

  大的質量，未曾從墬落的地點移動過。它的質量估計大約是 60 公噸，並且是已知隕石中最大的一 



  顆(單一塊體)，並且是地球表面上出現過的最大天然鐵塊。 

◎奧奇考圖湖：納米比亞僅有的兩個天然湖泊之一，這是一個由塌陷的喀斯特溶洞而形成的小湖泊。 

  直徑有 102 公尺，垂直深度只有 142 公尺，相傳一次大戰時，駐守在這裡的德軍無奈投降，為了不 

  讓敵軍使用戰爭資源，把自己的武器軍備統統扔進湖中，據說還包括一大批用鉛封牢的保險櫃，傳 

  說裝有 6 百萬的金制馬克，那些沈沒水中的保險櫃至今還是一個謎。 

◎白犀牛遊獵之旅：通過瓦特伯格山腳下，來到非洲叢林大草原，在這有機會與犀牛面堆面近距離接 

  觸，如果運氣不確，您還會遇到長頸鹿，伊蘭羚羊、白斑羚、狷羚和扭角羚羊等等 

  行車距離：埃托沙國家公園－87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奧奇考圖湖－56 公里（約 1小時）霍巴 

            隕石－145 公里（約 2 小時 45分）瓦特貝格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蟻窩。 

 門票安排：霍巴隕石、奧奇考圖湖、白犀牛遊獵之旅。 

第 13 天 瓦特貝格國家公園→埃林迪私人動物保護區 ERINDI PRIVATE GAME RESERVE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輕食（三明治或餐盒）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OLD TRADERS LODGE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在瓦特貝格國家公園中，來趟山中健行，爬上格羅特高原，這裡有許多紅色岩  

 山，每塊紅岩像人工堆疊一樣，登高俯瞰遠方水堡的美景。隨後返回LODGE享用午餐，隨後跟著百  

 合的腳步來到埃林迪私人動物保護區，在此您安排一場遊獵之旅，夜宿於此。 

◎瓦特貝格國家公園：南部非洲國家納米比亞的國家公園，位於該國中部奧奇瓦龍戈以東 68 公里， 

  佔地 405 平方公里，成立於 1972 年，海拔高度 1,885 公尺，野生動物有白犀、黑犀、非洲水牛、  

  黑馬羚、馬羚、轉角牛羚等。 

 瓦特貝格平台健行[單點進出 3.5km，所需時間約 3 小時] 

 困難度：困難，落差高度約 150 公尺，前段路線須陡坡往上，需要一些體能才能抵達平台頂，底

到後可以鳥瞰喀拉哈里平原，後段路線須經石頭路，請於健行及拍照時注意自身安全。 

◎埃林迪私人動物保護區：這是納米比亞最大私人的動物保護區，總面積 7 萬多公頃，區內有約 1.5 

  萬頭哺乳動物和 300 多種鳥類，在此擁有殖民地風格的餐廳和觀景台，可以在此悠閒欣賞動物們聚 

  集在水池塘邊的壯麗景色。 

  行車距離：瓦特貝格國家公園－263 公里(約 3 小時)埃林迪私人動物保護區 

  特別安排：瓦特貝格國家公園山中健行 

  門票安排：埃林迪私人動物保護區四輪傳動車之旅 

第14天 埃林迪動物保護區→獵豹保護區DUSTERNBROOK GUEST FARM→温德和克WINDHOEK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JOE’S BEERHOUSE 牛排餐 

住宿：5★ HILTON WINDHOEK(溫特和克希爾頓酒店) 

  今日行程安排，早晨時間再度於埃林迪動武保護區來場獵遊之旅，結束後返回到飯店享用早餐，稍 

  做休息後，前往當地著名的獵豹保護區，在此享用午餐，等待下午引頸期盼的獵豹餵食秀，隨後返 



  回首都温德和克，途中帶您參觀手工藝品中心，晚餐特別安排JOE’S BEERHOUSE。 

◎獵豹保護區:這是一間歷史悠久的古老農舍，利用當地天然石材建成富有殖民風味的農場，農場裡最 

  重要的景點就是獵豹餵食秀，這裡的花豹和獵豹都圈養在大型圍欄裡，這些大型貓科動物已經無法 

  在大自然中生存，這裡儼然成為他們的自然棲息地，以便它們可以自由，安全，舒適地漫遊和繁殖。 

＊温德和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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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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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藝品中心：這是一條有趣的手工藝品街，有超多工藝品小店，讓您盡情挑選，感覺超棒！這裡 

  是不接受講價的，不過價格也挺合理，也不會有人到處推銷商品，服務也都很友好。不像其他地方 

  雖然可以還價，但是推銷實在是太過於令人困擾了。 

  行車距離：埃林迪動物保護區－115 公里(約 1 小時 50 分)獵豹保護區－27 公里(約 50分)温德和克 

 下車參觀：手工藝品中心 

 門票安排：埃林迪私人動物保護區四輪傳動車之旅、獵豹餵食秀 

第 15 天 溫德和克阿迪斯阿貝巴(衣索比亞) 香港   

ET-834  WDH/ADD   14:20/21:10 

ET-644  ADD/HKG  23:55/18:20+1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退餐費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今日行程安排，開始市區觀光行程並於路德福音大教堂外部拍照，隨後驅車前往機場，在領隊的協 

  助之下辦理登機手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機飛返台北， 

＊路德福音大教堂：又叫德國大教堂，是溫德和克的標誌性建築，是一戰前德國駐軍陣亡者的安息教 

  堂。這座哥德式建築是納米比亞人心中的珍寶，紅色的頂尖和彩色的玻璃在陽光下十分美麗。 

  行車距離：市區距離 

 下車參觀：路德福音大教堂 

第 16 天 香港台北 

BR-858  HKG/TPE  20:55/22:40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班機於今天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此趟南部非洲納米比亞全覽十六天之旅，想必是帶給您另外一種特別 

  的體驗，帶著美好的回憶與旅途中的戰利品，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