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日: 2018 年/11 月 15.22.29、12 月 6.13.20.27、

2019 年/1 月 3.10.17.24.31、2 月 14.21.28、3 月 7.14.21.28
團費: 每人／108,8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彩虹，在聖經中是和平的象徵』近代的南非經歷黑人運動及戰勝種族隔離，在曼德拉總統獲得自由後，彩虹—代表新南非
民族大熔爐的概念並象徵著現今不同族群的共生並存，還有南非特有的獨特天然景觀吸引世界的目光，黃金城—約翰尼斯堡、
美麗的花都—普利托利亞、野生動物保護區、俯瞰母城開普敦風貌—桌山、酒鄉酒香—開普敦、地球的邊緣—好望角，彩虹
的南非巧然乍現，邀您前來欣賞!
【貼心安排】
★搭乘國泰航空，台北、高雄皆可出發；雙點進出，行程最順暢!
★包含全程飯店行李運送服務(每人一件)，讓您免除安全上的疑慮。
【雙纜車】
★開普敦-桌山 360°旋轉纜車 Table Mountain Aerial Cableway
開普敦以桌山為屏障，面對平靜無波的桌灣，由山上可以俯瞰整個港灣繁忙的作業，遠近海景盡收眼前。
★好望角-雙軌纜車 Cape Point Funicular
搭乘雙軌纜車登上好望角的最頂處瞭望臺，俯瞰印度洋及大西洋交會的浩瀚壯麗海景風光，令人難忘。
【野生動物獵奇之旅】搭乘二次
★入住馬布拉野生動物保護區飯店，敞篷狩獵車之旅 Classic Safaris 4X4
特別安排兩天共兩次搭乘敞篷狩獵車，讓您能看見黃昏、清晨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觀，欣賞保護區內 300 種鳥類、60 種哺乳
類動物、各種原生植物及昆蟲，當然還有絕不能錯過的”非洲五霸”!
【行程特色】

★水門遊樂區 V&A Waterfront
當地人和觀光客盡情享受開普敦精華的最佳去處，有人比喻為南非的漁人碼頭。古老的鐘樓、古戰船、防波堤碼頭，處處顯
現出維多亞時代的雄偉風格，堤岸碼頭擁有多座商場，以販賣各種非洲雕刻藝品為主。
★科斯坦伯斯植物園 Kirstenbosch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第一座完全栽種原生植物的國立植物園，展示著南非豐富的原生植物，佔地 560 公頃，可欣賞到超過 4000 多種非洲特有原
生種草木花卉，非常值得一遊。
★海豹島 豪特灣 Hout Bay
豪特灣臨著大西洋，在此您可欣賞難忘的海洋生態，在海中的大石上，隨時都棲息著數百隻曬太陽的海豹，相當壯觀。
★企鵝生態保護區 Boulders Beach
印象中，處於南極或冰原上的企鵝們，也在南非出現了，保護區內的小企鵝群們成對成群步行的逗趣模樣，著實令人難忘，
隨手幫它們拍個寫真集吧！
★康士坦夏葡萄酒莊 Constantia Valley
走訪南非的酒田風光，參觀著名的葡萄酒莊。生動有趣的解說從葡萄的採收﹑篩選﹑榨汁﹑發酵﹑醇化… 終成一瓶瓶瓊漿玉
液的釀制過程。隨後於品酒室中品嘗數種紅白葡萄美酒，讓您齒頰留香﹑回味無窮。
★賞鯨小鎮-赫曼努斯 Hermanus
這裡不只有潔白的沙灘，還有每年 6~12 月會出現在沃克灣中的大批鯨魚！現在赫曼努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佳的岸上賞鯨景
點，每年九月更會舉行鯨魚節。
★黃金礦脈城 Gold Reef City
這裡亦是世界黃金蘊藏量最豐富的 14 號採礦井所在地，園內整理出昔日開採黃金的礦井地下坑道，供遊客深入地下 220 公
尺實地參觀；結合地面上細心保留和整修的維多利亞百年城鎮風貌和住宅，您並可欣賞鑄金塊表演。
【四大必訪名城】
開普敦 Cape Town 歷史悠久的開普敦是個港口城市，也是南非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窗口，被譽為南非的母親之城，走在街上
有宛如置身歐洲的感覺，卻有著複雜的文化與種族組成。長街(Long Street)是開普敦最熱鬧的一條街，白天有許多時髦高檔
的商店與餐廳，以及小攤販售手工藝品，晚上化身為人聲鼎沸的酒吧區，街上找樂子的年輕人可能比白天還多！儘管有著許
多大型購物商城，在港邊的水城廣場(V&A Waterfront)仍舊是開普敦最受歡迎的商城，常可見街頭藝人在此表演，餐廳更可
飽覽美麗海景。
普托利亞 Pretoria 南非複雜的國情使她成為了世界上唯一有三個首都的國家，行政首都普托利亞、立法首都開普敦以及司
法首都布魯芳登，每個城市皆有其特色，尤其是普托利亞在建城之初引進了原產南美洲的紫葳花樹 Jacaranda，全城種植數
量高達 5 萬株，每年 10 月春季來臨時，所有的紫葳花同時綻放，滿城一片紫色花海，蔚為奇觀！同時伯格斯花園中的氣派
國會大廈，居高臨下俯瞰整座普托利亞城，也是旅客必訪之地。
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 約翰尼斯堡又名 Joburg 或 Jozi，是南非最大的城市，也是帶領南非發展的經濟心臟。來自整
個非洲大陸的人們不斷的湧進約堡，現代化的摩天大樓正快速的在城中建起，餐廳、博物館、音樂藝術表演等觀光休閒產業
也都蓬勃發展。然而種族隔離的痕跡仍能貝清楚看見，約堡擁有南非最富裕的街區，但長街尾端可能就是貧民區的所在，且
城中犯罪率仍高，務必小心自身安全和財物。
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自然保護區幅員其實非常遼闊，值得花時間在其中漫步探索，最受歡迎的地點是岬角
上的舊燈塔，上面有指標顯示從燈塔到世界各國首都的距離，只是從下車處需要爬一段上坡才能到達，若搭乘纜車可以省下
一些腳力。從舊燈塔處可以選擇搭遊覽車或健行前往好望角，這段下坡路可以飽覽嶙峋海岸以及蔚藍美景，是可以輕鬆完成
的好選擇。
國際五星★★★★★ 希爾頓飯店 Hilton Cape Town 【連泊三晚】
飯店位於開普敦市中心，鄰近歷史悠久的波卡普區 Bo-Kaap。寬敞的現代化空調客房提供手提電腦大小的保險箱和沏茶/咖
啡設施。每間客房還設有一間帶獨立淋浴和浴缸的私人浴室。飯店提供 24 小時健身房和免費 WiFi。室外游泳池享有 Signal
Hill 山的全景美景。

馬布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馬布拉山林木屋飯店 Mabula Game Lodge 飯店位於佔地 12000 公頃的保護區，以鬱蔥

的綠色沃特伯格山脈 Waterberg Mountains 為背景，是各種動物和鳥類的棲息地。飯店提供奢華的客房、室外游泳池以及
spa 設施。寬敞客房均享有南非風格的典雅細節裝飾，色調自然而大膽。每間空調客房均配有平板衛星電視和咖啡設施。

國際五星★★★★★達芬奇飯店 DaVinci Hotel and Suites【住宿二晚】
飯店座落於尼爾森.曼德拉廣場 Nelson Mandela Square，飯店的空橋可連結到對面超大型的購物中心，包括超市、電影院、
餐廳、藥妝店、各式品牌商店...等。寬敞的空調客房設有現代的白色和黑色的裝飾、壁掛式平板電視、迷你吧和沏茶/咖啡設
施。飯店設有無邊泳池、一個全方位服務的水療中心和健身房。

【豐富的美食饗宴】
★水門廣場 Rossouw's Restaurants 指南推薦餐 ★西式龍蝦海鮮大餐
★非洲燒烤風味餐

★皇宮飯店內水晶餐廳

★非洲肋排風味餐

★西式料理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KA455

高雄

香港

19：05

20：40

第一天

CX795

香港

開普敦

23：45

08：05

第九天

CX748

約翰尼斯堡

香港

12：30

07：05+1

第十天

KA432

香港

高雄

08：50

10：2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香港開普敦 Cape Town
今天於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前往南非，因為時差與飛行時間的原因夜宿飛機上，班機將
於翌日早晨抵達。

【開普敦 Cape Town】歷史悠久的開普敦是個港口城市，也是南非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窗口，被譽為南
非的母親之城，走在街上有宛如置身歐洲的感覺，卻有著複雜的文化與種族組成。在港邊的水門廣場
(V&A Waterfront)仍舊是開普敦最受歡迎的商城，常可見街頭藝人在此表演，餐廳更可飽覽美麗海景。
(早餐) Ｘ (午餐) Ｘ (晚餐) 豪華客機
住宿：豪華客機

第 2 天 開普敦桌山【360°旋轉纜車】科斯坦伯斯國家植物園水門遊樂區
V&A Waterfront國際五星飯店【連泊三晚】
非洲最南端南非母城-【開普敦】
，是名列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早餐後專車在天候准許的情況下，
【搭
乘 360°旋轉纜車】登上桌山之頂，開普敦以桌山為屏障，面對平靜無波的桌灣，民房沿山坡而築，市
區內並有好幾處公園綠地，其寧靜美麗只有舊金山可以與之相比。桌山雖高僅 1067 公尺，卻如屏風般
環繞著開普敦市。由山上可以俯瞰整個港灣繁忙的作業，遠近海景盡收眼前。隨後前往【科斯坦伯斯國
家植物園】，面積寬達 500 公頃以上，在此可欣賞到超過 4000 種非洲特有的原生種草木花卉，如帝王
花、石楠…等花草，非常值得一遊。返回開普敦市區後，傍晚前往耗資 32 億南非幣所建之【水門遊樂
區】，水門區的時間精靈，似乎仍滯留在十九世紀，古老的鐘樓、古戰船、防波堤碼頭，處處顯現出維
多亞時代的雄偉風格，堤岸碼頭擁有多座商場，以販賣各種非洲雕刻藝品為主，在此“瞎拚”，一遊享
受逛街購物的樂趣。

(早餐) 豪華客機

(午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晚餐) 水門廣場 Rossouw's Restaurants 指南推薦餐

住宿：國際五星 Hilton Cape Town 或 Radisson Blu Waterfront 或同級

第3天 開普敦海豹島康士坦夏葡萄酒莊企鵝保護區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雙軌纜車】開普敦
早餐後，順著大西洋沿岸一路南下，途經克里夫頓灣，此處為開普敦的高級住宅區，若天候良好可在此
處看到 12 門徒岩，隨後抵達豪特灣，安排乘船前往著名的【海豹保護區】
（前往海豹保護區須天候許可
下）
，觀賞上百隻海豹聚集在一起嬉戲的自然生態景像。隨後前往世界聞名的開普酒原產地古魯特，
【康
士坦夏葡萄酒莊】展開浪漫的酒鄉之旅。風光明媚的康斯坦夏，因得天獨厚的氣候及土壤條件，而發展
成現今南非葡萄酒最重要的產區，沿途果園風光引人入目，抵達後有專人帶領實地參觀酒窖並詳細介紹
各種葡萄酒的產置過程，在此您可了解葡萄酒的一生，同時可品嚐數種紅白葡萄美酒。中午安排前往享
用此地的西式龍蝦海鮮大餐。午後再經開普敦半島的海濱公路，途經【企鵝保護區】參觀著名的南非斑
嘴環企鵝，印象中，處於南極或冰原上的企鵝們，也在南非出現了，保護區內的小企鵝群們成對或成群
排列步行的逗趣模樣，著實令人難忘。雖然企鵝被列為瀕臨絕種的生物，但 Boulders 的企鵝數目，卻
由 1984 年的兩對 繁衍至今達三千的數目，全賴這裏盛產企鵝最愛吃的沙丁魚。接著遊覽【好望角】自
然保育區，並搭乘雙軌纜車登上好望角的最頂處瞭望臺，俯瞰印度洋及大西洋交會的浩瀚壯麗海景風光，
令人難忘。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西式龍蝦海鮮大餐

(晚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國際五星 Hilton Cape Town 或 Radisson Blu Waterfront 或同級

第4天 開普敦賞鯨小鎮-赫曼紐斯 Hermanus開普敦
早上專車前往的【賞鯨小鎮赫曼紐斯】。由於每年 7-11 月是露脊鯨求偶的季節，而華克海灣因海潮溫度
適宜，每年總是聚集大量鯨魚在此求偶及撫育幼鯨，因而成為地球上賞鯨之絕佳景點，遊客無需出海即
可在陸岸上以極近之距離欣賞鯨魚嬉戲海中之盛況。(此為自然現象實際狀況需以當日為準 )。
午後安排【鮑魚養殖工廠】
。鮑魚曾是南非海岸線最大部分的物種如同卡魯羊一樣的普遍，每個人遵守政
府規定的配額限制來保存這種寶貴的資源。但當全世界對鮑魚的需求開始超過供應。偷獵者對南非鮑魚
物種構成了巨大威脅。在赫曼紐斯擁有天然優良水質下,成了鮑魚養殖廠的最佳生產基地。在鮑魚養殖廠
內您可以了解鮑魚的種類與成長過程，並將品嚐南非當地鮑魚的鮮美滋味。
【赫曼努斯 Hermanus】距離開普敦 122 公里的赫曼努斯，過去只是個小漁村，但現在卻成了擁有高檔
旅館與餐廳的觀光勝地，原因不只是潔白的沙灘，還有每年 6~12 月會出現在沃克灣中的大批鯨魚！現
在赫曼努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佳的岸上賞鯨景點，每年九月更會舉行赫曼努斯鯨魚節。如果您覺得在岸
上看不夠，甚至可以報名到沃克灣中划獨木舟，和鯨魚來一次近距離接觸！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國際五星 Hilton Cape Town 或 Radisson Blu Waterfront 或同級

第 5 天 開普敦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黃金礦脈城】
今日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一段國內線航班飛往南非第一大城-【約翰尼斯堡】
。約翰尼斯堡為南非第一大
城，也是以世界黃金生產的中心地而知名的經濟都市。位於海拔約 1800 公尺的內陸高原上，涼爽怡人。
這座都市是 1886 年大金礦脈發現時開始興建的原是無人的荒野，由於淘金熱和鐵路的發達才急速的發
展起來，現在已是一座歐式的現代化都市。抵達後首先前往著名的【黃金礦脈城 Gold Reef City】。一
座建於十九世紀末，至今仍完整保存昔日採金小鎮的風貌。城內保存著無數極具歷史價值的維多利亞時
代建築，可說是約翰尼斯堡發跡的縮影。城中展現維多利亞式的懷舊風情，有釀酒廠、酒館、旅社、餐
館、洗衣店、裁縫、報社等，路上還可遇見穿著圓篷裙的女郎及駕著馬車的高帽紳士！深入地下，到昔
日開採金礦的礦坑中參觀，進入前每人須戴上安全帽，拿著蓄電池照明燈，乘坐升降梯至第五層坑道，
隨著礦車軌道深入內部，沿途遊客可看到全世界僅存二部之一的交直流變電器，造型奇特的炸藥存箱，
混合數種語言文字所創造的“礦工語”海報及支撐礦坑的各種設備，遊客更可以看到昔日與現今開礦方
式顯著不同的示範。表演帶回到地面，頗有重見天日之感。此外，遊客亦能觀賞金塊的溶解與鑄造表演，
南非政府規定所有礦場所產之黃金，必須先製成每塊 12.5 公斤重純度為 86%-88%之金磚，再送至國家
精煉廠製成每塊 12 公斤，純度為 99.6%的金磚後於倫敦或蘇黎士的國際黃金市場中拍賣。黃金從固體

溶解成液體，須在攝氏 1100 度的高溫下，經過 45 分鐘左右方能溶解，但由液體凝固為固體，在常溫
下只需 5 秒鐘左右的時間即可，遊客在此可親眼目賭金漿變成金磚的過程。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國際五星 DaVinci Hotel and Suites 或同級

第6天 約翰尼斯堡南非行政首都-普托利亞 Pretoria【市區觀光】馬布拉野生
動物保護區【敞篷狩獵車(下午)Classic Safaris】
今日早餐後，前往花園城市【普托利亞】。南非複雜的國情使她成為了世界上唯一有三個首都的國家，
行政首都普托利亞、立法首都開普敦以及司法首都布魯芳登，每個城市皆有其特色，尤其是普托利亞在
建城之初引進了原產南美洲的紫葳花樹 Jacaranda，全城種植數量高達 5 萬株，每年 10 月春季來臨時，
所有的紫葳花同時綻放，滿城一片紫色花海，蔚為奇觀！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共和國聯合行政大樓】，
為希臘式建築風格，正面的花園花團錦簇，爭奇鬥豔，美不勝收，在此可眺望市街美麗的景致，此外莊
嚴巍巍的【先民開發紀念堂】
，是一座為感念先民為建國之初，所付出的一切貢獻與犧牲而建築之聖殿。
午後專車前往著名的【馬布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為南非之旅絕不能錯過的景點，於傍晚時安排搭乘【敞
篷狩獵車】穿梭於保護區內找尋各種的野生動物，如犀牛、大象、獅子、長頸鹿…等，探索自然生態的
奇妙與樂趣。晚餐特別安排非洲特有燒烤風味並欣賞熱情有勁的非洲民俗舞蹈表演（依飯店安排為準）。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 非洲燒烤風味餐
住宿：國際四星 馬布拉狩獵飯店 Mabula Game Lodge 或同級

第 7 天 馬布拉野生動物保護區【敞篷狩獵車(上午)Classic Safaris】太陽城豪
華渡假村 Sun City【入住頂級國際五星 皇宮飯店】
清晨再次安排搭乘【敞篷狩獵車】穿梭於保護區內，找尋各種的野生動物。
早餐後，專車前往南非最豪華奢侈的娛樂城，有“非洲拉斯維加斯”之稱的【太陽城】。座落於約堡西
北方 130 公里處的城市主題樂園，有如沙漠中的綠洲。 太陽城占地廣闊共擁有四家豪華渡假旅館，同
屬國際知名的太陽集團 Sun International 所興建，其中皇宮 The Palace Hotel 為頂級超五星渡假休閒
飯店，附屬設備中的波浪谷，以電腦控制的人工海灘，每 90 秒自動湧出高 2 公尺的波浪最令人歎為觀
止！園區內有 24 小時免費接駁車穿梭於四家旅館，和 24 小時營業的賭場（吃角子老虎機的數量為世界
第二多！）
，人造波浪的滑水道泳池，水池裡還有鱷魚的 13 洞高爾夫球場，人工湖可以玩各式各樣水上
活動的水世界！在時間許可下，您可盡情地享受其內部的各項遊樂設施，可自費安排騎馬、自費遊湖、
自費乘熱氣球、自費打高爾夫球、自費遊覽鱷魚園。失落之城娛樂中心擁有一座可容納 6,000 人的音樂
廳，是全南非設備最好的演奏廳，名歌手艾爾頓強、雪兒、洛史都華、莎拉布萊曼等演唱團體都曾在此

登台。娛樂中心內還有精品店、美食街、兒童遊樂場、賓果遊戲以及 Casino。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 皇宮飯店內水晶餐廳

住宿：頂級國際五星 太陽城皇宮飯店 The Palace Hotel 或同級

第8天

太陽城豪華渡假村【享受飯店設施】約翰尼斯堡

早上於旅館內享用最豐盛的早餐，您可在太陽城內散步，用相機捕捉皇宮飯店內最美麗的景色，留下最
美好的回憶。如有時間，可享受飯店內各項遊樂設施包括：游泳池....等。退房後專車返回約翰尼斯堡。
午餐後參觀【約翰尼斯堡鑽石藝品中心】，專業鑽石工匠展示如何對一塊貌似石頭之裸鑽進行標記、鋸、
劈、切面和刻面最後當磨光後的鑽石從頂端出現光澤時，鑽石終釋放出蘊藏其中的驚人耀眼火花，閃爍
豔麗。午後前往曼德拉廣場，安排於南非前 10 大餐廳 Butcher Shop 享用肋排餐美食，此餐廳更獲得
Rossouw’s Restaurants (南非餐廳美食評鑑)。
【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翰尼斯堡又名 Joburg 或 Jozi，是南非最大的城市，也是帶領南非發展
的經濟心臟。來自整個非洲大陸的人們不斷的湧進約堡，現代化的摩天大樓正快速的在城中建起，餐廳、
博物館、音樂藝術表演等觀光休閒產業也都蓬勃發展。然而種族隔離的痕跡仍能貝清楚看見，約堡擁有
南非最富裕的街區，但長街尾端可能就是貧民區的所在，且城中犯罪率仍高，務必小心自身安全和財物。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晚餐) 非洲肋排風味餐
住宿：國際五星 DaVinci Hotel and Suites 或同級

第9天

約翰尼斯堡香港

今日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過香港轉機回高雄。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xxx

(晚餐)xxx

住宿：豪華客機

第 10 天

香港高雄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結束您此次快樂難忘的南非之旅。
(早餐) 豪華客機 (午餐) xxx (晚餐) xx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簽證說明: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欲申請簽證入境南非共和國者，必須事先聯絡南非聯絡辦事處預約簽證申辦日期及時
段。預約申請簽證者請以電話聯繫本辦事處， 電話預約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九點至中午十二點，下午一點
半至四點半。
1. 中文簽證申請表格: (未滿 18 歲申請者，請由其父和母簽名)
2. 護照及舊護照正本:(目前的護照有效期至少比預定在南非停留期限多三十天，並附至少兩張以上的空白頁 )以
及目前護照的影本(生物特徵辨識頁面/簽名頁面的影本) 前一本舊護照 請一併附上。
3.最近三個月拍攝的彩色照片一張 (寬 3.5 公分，高 4.5 公分)，規格同護照相片、背景為白色的正面照片，照片
不得更改或電腦修圖; 不得露齒或微笑，頭髮不得遮蓋耳朵
4.航班訂位證明 (入境南非時必須出示已訂妥航班之來回機票或續程機票)；
若進入南非之前或之後會前往其他國家，須附上該國簽證影本。
5.財力證明：最近三個月銀行存款對帳單 (請於來本處辦理前證前一、二天 先去更新銀行存摺簿然後再影印存摺
的戶名頁和最近三個月內的所有交易紀錄。未成年申請者若沒有銀行帳戶，可以影印父或母的財力證明)
6.非台灣護照持有人須檢附外僑居留證 (ARC)正本和影本。
7.如果在入境南非之前，已經前往黃熱病疫區旅遊；或者在入境南非之後，將要前往黃熱病疫區旅遊，需檢附預
防注射證明及影本，此證明必須最晚在抵達南非十天前由衛生當局簽發。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語言：有 11 種官方語言，包括祖魯、托薩、南非荷蘭語等，但英語為通用。
氣候：氣候溫和，全年均適合旅遊，平均溫度為攝氏 20 度，惟日夜溫差較大，須注意保暖。冬季乾冷植被稀少
適合觀賞動物，但適逢聖誕及學校假期，國內旅遊需求大，須及早訂房且旅遊花費較高。開普敦為夏乾冬雨的地
中海型氣候。
時差：UTC+2:00
衛生：少數地區有瘧疾，但基本上衛生無虞，一般自來水可生飲。
幣值：South Africa Rand(ZAR)，1 美金約等於 R8~10。
電壓：220 伏特，插頭為 C 型、M 型。
通訊：國碼+27
飛行時間：依轉機地點與次數的不同，至少需要 15 個小時。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5.10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