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搭 3 晚非洲之傲列車 (Rovos Rail) 由維多利亞大瀑布前往普勒托利亞，團友登上奢華木制珍藏級車廂，

感受逝去的殖民年代的浪漫氛圍，以一種放鬆和優雅的獨特方式來體驗壯麗非洲 
 安排入住 3 晚瑪莎瑪拉國家保護區內特色帳蓬酒店，充裕時間捕捉「動物大遷徙」生態奇觀，並特別安排

野外日落營火品酒體驗 
 增加成本安排乘搭小型飛機由瑪莎瑪拉返回奈羅比，免卻 6 小時長途車程，輕鬆舒適 
 重本安排乘搭觀光直升機高角度觀賞維多利亞大瀑布，並乘坐熱氣球升空從高處細賞瑪莎瑪拉成千上萬動

物奔跑，蔚為奇觀 
 入住 2 晚津巴布韋 The Victoria Falls Hotel 及 1 晚贊比亞 The Royal Livingstone Hotel，於兩地景點

多角度拍攝維多利亞大瀑布，親歷洶湧澎湃的世界自然奇景 
 前往肯尼亞山國家公園，入住獨一無二的樹頂酒店，近距離獵影野生動物 
 採用八座位揭頂吉普車穿梭於納庫魯湖國家公園及瑪賽瑪拉保護區，追蹤及拍攝野生動物生態 
 於非洲之傲列車(Rovos Rail)上豪華復古餐卡享用一日四餐美食佳餚，並全程供應酒水 
 沿途豐富美食包括：Carnivore 非洲燒烤餐、部落土著歌舞晚宴、Makuwa-Kuwa 地道西餐、 

奈羅比 Tamambo Karen Blixen 精美西餐 

 
  
 
  
 
 
 
 
 
 
 
 
 
 
 
 
 
 
 
 
 
 
 
暢遊：肯尼亞 ~ 奈羅比、肯尼亞山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紅鶴湖)、瑪莎瑪拉國家保護區．贊比亞 ~ 
維多利亞大瀑布．津巴布韋 ~ 維多利亞大瀑布、萬基野生動物保護區．南非 ~ 普勒托利亞、約翰尼斯堡 
 
 
 
 
 
 
 
 
 
  
 
 
 
 
 
 
 
 
 
 
 
 
 
 
 
 
 
 
 
 
 
 
 
 
 
 
 
 
 

 

 
世界自然奇景 — 維多利亞大瀑布 

 
地球上三大瀑布之一，位於非洲津巴布韋和贊比亞兩國的交界處，是非洲第四大河贊比西河流經玄武岩斷層所切割而
成，瀑布的水聲讓人在 20 公里外，就可聽到與看見它如雷聲般的巨吼和超大的水煙霧，當地土著稱為「雷嗚之煙」。 
據說維多利亞瀑布是於 1855 年被歐洲著名的佈道兼探險家大衛．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所發現的。他形
容：「那些傾瀉而下的急流像無數曳著白光的彗星朝一個方向墜落，其景色之美妙，即使天使飛過，也會回首顧盼！」
為了表達他對當時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崇敬，將這個新發現的瀑布命名為維多利亞瀑布。 



 

 

 

 

 

 

 

 

 

 

 

 

 

 

 

 

 

 

 

 

 

 

 

 

 

 

 

 

 

 

 

 

 

 

 

 

 
地上最豪列車 — 非洲之傲列車 (Rovos Rail)  

 
坐上由過百年蒸汽火車頭拉動、以人手復修的維多利亞式復古車卡，於非洲草原疾馳，既是不少旅人，亦是全球最豪
列車 Rovos Rail 創辦人 Rohan Vos 的夢想，車隊更被稱為「非洲之傲」（Pride of Africa）。 

動物追蹤   深入追蹤各種不同珍貴之野獸覓食情景及其生活動態，使你能盡享觀獸之不同體驗。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 
溫暖的湖水充滿了藻類，過去數十年涵養了數以百萬計的

紅鶴，是少數幾個為了鳥類而設置的保護區 



第 1 天                                         
香港  奈羅比[肯尼亞]  
Hong Kong  Nairobi [Kenya] 
出發前一晚於機場集合，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阿
聯酋航空公司客機經杜拜轉機後飛往肯尼亞首都~奈羅
比。晚餐後送返酒店休息。 
 
住宿：CROWNE PLAZA NAIROBI 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Blue Door 餐廳 
 
注意：由於於第 2 天住宿之樹頂酒店面積有限，而之後乘
搭的小型飛機只限每位乘客攜帶 15 公斤寄艙行李，故大
件的行李將安排儲存在奈羅比，團友需執拾供五晚使用之
小型行李。 
 
第 2 天                                     
奈羅比 ~ 肯尼亞山國家公園 ~ 樹頂式酒店 
Nairobi ~ Mt. Kenya National Park ~  
Tree Top Style Hotel 
早上乘坐四驅車前往肯尼亞山國家公園。 
【肯尼亞山國家公園】為肯尼亞所設立的一個國家公園，包
含肯尼亞山及周邊地區。成立於 1949 年。該地原為森林保
護區，後森林保護區的部分區域被闢為國家公園，目前森林
將國家公園包圍。1997 年，肯尼亞山國家公園及周邊的森林
保護區一起成為世界遺產。 
【樹頂式酒店】概念來自動物研究專家在樹頂上所設的小
屋，現發展成為類似高腳屋的酒店，酒店下有含鹽和磷酸
等物質的水池，可讓住客在酒店上看台，直接觀賞大象、
水牛、羚羊等動物於早晨及黃昏前來喝水的情況。1952
年伊莉莎白公主來到肯尼亞旅遊並下榻樹頂酒店。一天，
公主接到父王駕崩的消息和由她繼位的詔書，伊莉莎白中
斷旅行，立即返英，次年 6 月 2 日，伊莉莎白正式加冕為
女王。樹頂酒店借機為自己樹碑立傳，大肆宣傳「樹上公
主，樹下女王」的故事。 
 
住宿：SERENA MOUNTAIN LODG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酒店｜晚：酒店 
 
第 3 天                                     
肯尼亞山國家公園 ~ 赤道留影 ~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 ~ 
動物追蹤 ~ 埃樂門特塔湖或奈瓦沙湖 
Mt. Kenya National Park ~ Equator Photo Stop ~ 
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 ~ Game Drive ~ 
Lake Elementaita or Lake Naivasha 
【赤道留影】徜徉在寬廣無邊的非洲天地，行經地球的中心
點－赤道，拍照留念。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海拔 1750 公尺高的納庫魯湖位在東
非大裂谷中，是著名的鳥類觀察地，溫暖的湖水充滿了藻類，
過去數十年涵養了數以百萬計的紅鶴，是少數幾個特別為了
紅鶴以及其他四百種在此定居的鳥類而設置的保護區，雖因
近年湖水水位上升而導致火鶴數量銳減，但仍是肯亞觀察犀
牛絕佳地點，區內有大型草食動物白犀牛、穿著白襪子的羅
式長頸鹿、水牛、蹬羚等等，也有機會見到獅子，這裡的地
理環境因與其他較乾燥的保護區不同，因而也更有機會看見
更多的草食、肉食性動物等在獵捕的過程，可謂是大型動物
的庇護所。 
 
住宿：LAKE ELEMENTAITA SERENA CAMP 或 

LAKE NAIVASHA ENASHIPAI LODG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酒店｜晚：酒店 
  
第 4 天                                    
埃樂門特塔湖或奈瓦沙湖 ~ 大裂谷 ~  
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 動物追蹤 
Lake Elementaita or Lake Naivasha ~  
The Great Rift Valley ~ Masai Mara Game Reserve ~ 
Game Drive 
【大裂谷】太空人阿姆斯壯在月球上，唯一看到的景觀就是
東非大裂谷，它是 3500 萬年前，非洲板塊地殼運動所形成
的奇觀。裂谷坐擁寬廣的平原，牛羊成群，茂密而原始的森
林溫柔圍繞著這塊大地。 
【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總面積達 1,500 多平方里的
瑪莎瑪拉國家保護區，鄰接坦桑尼亞邊界之賽倫蓋蒂國家
公園，每年六月保護區內，有過百萬頭牛羚及斑馬從坦桑
尼亞之賽倫蓋蒂國家公園，越過馬拉河前往肯尼亞之瑪莎
瑪拉國家保護區，九月底再返回原居地，構成自然界生態 
奇觀─「動物大遷徙」。 
 

住宿︰MARA FIG TREE CAMP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酒店｜晚︰酒店 
 
第 5 天                                     
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 清晨及黃昏動物生態奇觀 ~ 
黃昏野外日落營火品酒體驗 
Masai Mara Game Reserve ~  
Morning & Late Afternoon Game Drive ~  
Fruit & Wine Sundowner at Bush 
【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國家公園內有超過 95 種哺乳
動物及逾 400 種鳥類的棲息地，這裏早被喻為追蹤動物的天
堂。非洲 Big Five：獅子、花豹、水牛、大象及犀牛都可以
在這裡找到，其它動物包括河馬、獵豹、斑馬、葛氏瞪羚、
飛羚、東非黑面狷羚、柯氏狷羚、馬賽長頸鹿、蝠耳狐、鱷
魚、大象等等。黃昏特別安排於曠野小山崗上一邊品嚐紅酒
鮮菓，一邊欣賞日落美景。 
 
住宿︰MARA FIG TREE CAMP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午餐盒/酒店｜晚︰酒店 
 
第 6 天                                    
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 熱氣球之旅及野外早餐 ~ 
動物追蹤 
Masai Mara Game Reserve ~ Hot Air Balloon Tour 
with Breakfast at Bush ~ Game Drive 
【熱氣球之旅】清早乘坐熱氣球升空，高角度觀賞草原上
成千上萬的動物生態，蔚為奇觀；接著熱氣球在草原某處
降落，齊來享用一頓叢林早餐，舉杯為這熱氣球之旅畫上
完美句號。 
下午再乘車進入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領略非洲曠野
的無盡生機、動物之間的弱肉強食、飛鳥的自由自在，樂
趣無窮。 
 
住宿︰MARA FIG TREE CAMP 或同級酒店 
早︰野外早餐｜午︰酒店｜晚︰酒店 
 
第 7 天                                      
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奈羅比 ~ 長頸鹿中心 
Masai Mara Game Reserve  Nairobi ~  
Giraffe Centre 
早餐後驅車前往瑪莎瑪拉小型機場，乘搭小型客機飛返奈
羅比享用午餐。 
【長頸鹿中心】中心內有十多隻長頸鹿，團友在園內除了
可觀賞到長頸鹿外，更可親手餵食，和牠們來一個近距離
接觸。 
 
住宿：CROWNE PLAZA NAIROBI AIRPORT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Carnivore 非洲燒烤餐｜ 
晚︰Tamambo Karen Bixen(當地著名西餐廳) 
 
第 8 天                                    
奈羅比  維多利亞大瀑布之旅[贊比亞] ~  
專車前往遊覽大瀑布(於贊比亞一方留影) ~  
大衛利文斯頓博物館 
Nairobi  Victoria Falls[Zambia] ~  
Visit Victoria Falls(Zambia Side) ~  
David Livingstone Museum 
早上前往機場乘搭航機飛往贊比亞~李文斯頓機場。抵達
後驅車前往贊比亞境內觀看維多利亞大瀑布。 
【維多利亞大瀑布之旅~贊比亞】是非洲第四大河贊比西
河流經玄武岩斷層所切割而成，瀑布的水聲讓人在 20 公
里外，就可聽到與看見它如雷聲般的巨吼和超大的水煙
霧，當地土著稱為「雷嗚之煙」。據說維多利亞瀑布是於
1855 年被歐洲著名的佈道兼探險家大衛．李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e）所發現的。他形容：「那些傾瀉而
下的急流像無數曳著白光的彗星朝一個方向墜落，其景色
之美妙，即使天使飛過，也會回首顧盼！」為了表達他對
當時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崇敬，將這個新發現的瀑布命
名為維多利亞瀑布。 
【大衛利文斯頓博物館】收藏了探險家大衛利文斯最齊全
的物品，可探索世界上最偉大的探險家之一的生活和工
作。此處還能看到石器時代最初住在這個地區的人們的古
文物，以及非洲的文化。包括傳統的生活、藥品和巫術。 
 
住宿：THE ROYAL LIVINGSTONE BY ANANTARA 

或同級酒店 
早：早餐盒｜午：酒店｜晚：酒店 
 



第 9 天                                    
維多利亞大瀑布區 ~ 與豹同行 ~  
贊比亞河黃昏船河暢遊 ~ 土著舞蹈表演 
Victoria Falls ~ Morning Walk with Cheetah ~ 
Zambezi River Sunset Cruise ~ Native Dance 
早上與豹同行後，驅車前往贊比亞邊境移民局，踏入津巴
布韋的維多利亞大瀑布區。 
【與豹同行】前往保育園探訪獵豹，由專責保育員帶領與
獵豹一起散步，與沒有配帶鎖鍊的「短跑高手」同行，近
在咫尺，讓人既驚恐又興奮，畢生難忘。 (註：如因特殊
情況，「與豹同行」不能安排，將有可能以「與獅同行」
代替。) 
【津巴布韋】全國人口超過一千萬，大部份土地均保持津
巴布韋原始色彩，大自然景象未受污染。 
【贊比亞河黃昏船河暢遊】贊比亞河登上當地富有特色小
艇作黃昏暢遊及品嚐南非佳釀。沿途觀賞河上的河馬、大
象及稀有的雀鳥令人大開眼界。黃昏時，也可欣賞夕陽餘
暉及落日晚霞的迷人景緻。 
【土著舞蹈表演】欣賞當地的原始部落的土著舞蹈表演，
體驗非洲的文化及生活演變。 
 
住宿：THE VICTORIA FALLS 或 

THE VICTORIA FALLS SAFARI LODG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Makuwa-Kuwa 餐廳(地道西餐)｜ 
晚：Boma Dinner(部落土著歌舞晚宴)  
 
第 10 天                                   
維多利亞大瀑布之旅(於津巴布韋一方留影) ~  
乘坐直昇機觀賞大瀑布  
Victoria Falls ~ Visit Victoria Falls(Zimbabwe Side) ~  
Helicopter Tour 
【維多利亞大瀑布之旅~津巴布韋】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
維多利亞大瀑布。瀑布之闊度及長度正是北美洲尼加拉瓜
瀑布的兩倍。在四月的高峰期，瀑布的流水每分鐘為一億
六千萬加侖，相等於約翰尼斯堡四年之用水量。水流經過
3540 公里，途經非洲莫桑比亞及進入印度洋。團友需經過
非洲之雨林區，方可到達瀑布。(註：團友需帶備雨傘、雨
衣、照相機要用防水膠袋覆蓋)。 
【乘坐直昇機觀賞大瀑布】於高處俯瞰瀑布橫跨津巴布韋
及贊比亞的奇景，更可拍攝全球單一最濶之瀑布全貌景
觀。再沿贊比西河俯瞰河谷的奇偉地貌，追蹤河馬、大象
及長頸鹿等野生動物生態，在十二分鐘的機程內，保證令
您大飽眼福。 
 
住宿：THE VICTORIA FALLS 或 

THE VICTORIA FALLS SAFARI LODG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第 11 天                                    
維多利亞大瀑布區 ~ 自由活動 ~  
維多利亞大瀑布火車站  登上非洲之傲列車   
Kennedy Siding 
Victoria Falls ~ Free for Leisure ~  
Victoria Falls Station  Embark Rovos Rail   
Kennedy Siding 
早上團友可自由享用酒店設施，午餐後於指定時間前往維
多利亞大瀑布火車站，辦理登車手續後，展開四日三晚非
洲之傲列車夢想之旅。列車於晚餐後抵達 Kenndy Siding
站過夜。 
 
住宿：ROVOS RAIL 非洲之傲列車豪華套房 

(DELUXE SUITE) 
早：酒店｜午：酒店｜晚：列車餐廳 
 
第 12 天                                    
Kennedy Siding  萬基野生動物保護區 ~ 動物追蹤 

 南非邊境 
Kennedy Siding   Hwange Game Reserve ~ 
Game Drive  Beitbridge(South Africa Border)  
【萬基國家公園】於 1929 年成立，是津巴布韋境內面積
最大的動物保護區，佔地 14,650 平方公里，位於國境的
西北部，距離維多利亞大瀑布只有 1 小時車程。國家公園
分為 Main Camp、Sinamatella Camp 及 Robins Camp 
三方區域，園內的動物種類很多，超過 100 種哺乳類動物
及 400 種鳥類，其中包括南非劍羚、鬣狗及非洲野犬，而 

大象的數量亦可算是世界數一數二。 
下午列車行經非洲最長的一段直線鐵路(114 公里)直奔南
非國境。 
 
住宿：ROVOS RAIL 非洲之傲列車豪華套房 

(DELUXE SUITE) 
早：列車餐廳｜午：列車餐廳｜晚：列車餐廳 
 
第 13 天                                    
南非邊境   奧姆巴斯   內爾斯特隆姆   
Pyramid 
South Africa Border   Warmbaths & Nylstroom 

  Pyramid  
列車緩緩地在南非的國土上行駛，南行穿過南回歸線向林 
波波省的 Warmbaths 及 Nylstroom 進發。列車於晚餐後
抵達 Pyramid 站過夜。 
 
住宿：ROVOS RAIL 非洲之傲列車豪華套房 

(DELUXE SUITE) 
早：列車餐廳｜午：列車餐廳｜晚：列車餐廳 
 
第 14/15 天                               
Pyramid   普勒托利亞   首都公園專用火車站 
~ 先民開發紀念堂 ~ 教堂廣場 ~ 聯合大樓 ~  
鑽石交易中心 ~ 約翰尼斯堡  香港 
Pyramid  Pretoria   Rovos Rail Station ~ 
Voortrekker Monument ~ Church Square ~ 
Union Building ~ Diamond Center ~ 
Johannesburg  Hong Kong 
早餐後離開列車，驅車前往普勒托利亞觀光。  
【普勒托利亞】市內建築揉合歐洲各國不同型式的建築物
而成，市內觀光包括聯合大樓、沿途途經教堂廣場及市政
廳。 
【先民開發紀念堂】是於 1949 年耗資三千多萬美元建成，
是一座以花崗石建材建於東郊山坡上的矩形大建築物，它
是為了紀念 1835 年至 1854 年間離開開普敦殖民地的數
千先驅者。紀念館的屋頂開有一個小斜孔，讓陽光只在每
年十二月十六日“血河戰役紀念日”中午，才能直射在地
下紀念碑上，碑上有先民所書：「南非，我們願為你犧牲。」 
【鑽石交易中心】全球最大之鑽石共重三千一百卡，於
1905 年在普市東部被發現，舉世轟動，其後經打磨成不同
類型之鑽石，其中重達五百三十卡之「非洲之星」現鑲嵌
在英女皇所用之權杖上，抵達鑽石廠後，由專人介紹有關
鑽石打磨及分類等之全部過程。 
稍後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阿聯酋航空公司客機經杜
拜轉機後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5 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中國餐館(8 餸 1 湯)｜晚：當地餐廳 
 
 
 
 
 
 
註： 
1)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
其他節目代替。 
3)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
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
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
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因進入肯尼亞後再前往其他非洲國家(南非、津巴布韋、贊比亞)，當地
國家出入境需要黃熱針紙，客人必須於出發前十天注射預防黃熱病預防
疫苗，並須攜帶針紙入境。(黃熱病預防疫苗，衛生署的旅遊健康中心建
議各前往黃熱病流行地區，旅客必須出發前十天注射預防黃熱病預防疫
苗，並須攜帶針紙入境。 
5)野生動物會因應種種因素而隨處移動，時而出現，時而隱藏，所以觀
賞各種動物的機會亦不能保證。 
6)各國簽證所需工作天數均由領事館決定，詳情請查報名旅行社及各大
特約旅行社，以確定最遲報名日期，敬請留意！另如須本公司代辦簽證，
客人須另附簽證費用。(旅行證件有效期須不少於六個月，由回程出境日
起計及南非入境必須有連續 2 頁空白頁數，以備蓋上出入境印或有必要
入境簽証。)  
7)單人房之附加費為單人床房比雙人房之房間較細小，敬請留意。 
8)1 人參加者必須補單人房價錢。3 人或以上如有單男或單女，本公司將
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夾房。如未能安排，單人房附加費為 HK$5000 以
下，團友不需繳交單人房附加費，單人房附加費為 HK$5000 以上，必須
收取團友單人房附加費的一半價錢，敬請留意。 
9)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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