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非+斯威士兰 13 日路线

【狂野南非摄影之旅】



行程特色：

※摄影发烧友最爱：东非动物大迁

徙

※斯威士兰的传统“芦苇节”：亲历

国王选妃盛典

※非拿破仑最青睐：非洲最古老酒

庄

※打卡闻名于世的好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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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北京-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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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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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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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

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JNB）是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机场。该机场是非洲最繁忙的机场，是连接非

洲南部各城市航线的中心。有许多从国际中心城市发往约翰内斯堡的航

线，特别是伦敦。许多欧洲的航线在夜间飞行，第二天早晨抵达。如果

你乘坐的航班是这些航线中的一个，那么恐怕需要在移民局等待很长的

一段时间。别忘记携带你的黄热病证书。

航站楼 A 为国际航线服务，航站楼 B 为国内航线服务。有时国际航线

也会在 B 楼办理登机，但是依旧从 A 楼飞出。两个航站楼之间的距离

需要步行五分钟。

南非航空（SAA）及一些国内航空公司都有定期班机在约翰内斯堡、开

普敦及德班的国际港口之间营运，南非航空有午夜飞往约翰内斯堡的

折价班机，费用要少 40%。这些班机非常受欢迎，因此需要事先订

位。订位后 24 小时内必须付费。这些班机的服勤时间在周末。订了

周末班机的机位后，航空公司必须得到旅客方面确定搭机的保证。

国内有直达约翰内斯堡的班机。从香港到约翰内斯堡的直达航班需要

13 个小时，从新加坡到约翰内斯堡只要 10 个小时。约翰内斯堡到开

普敦航程约 2 小时。

机场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东部，距离市中心 24 公里。机场开通有前往

Sandton 和 Pretoria 的高速火车。如果你选择搭乘出租车，从到达大厅出

来后一直向前走，在屋顶看到黄色的 TAXI 标志后左转。这里停靠的都是经

过许可配有计价器的出租车。不要跟着说带你去乘坐出租车的人走，他们会

带你乘坐未经许可的车辆，你将需要在抵达之后支付更多的费用。如果你已

经提前预定了酒店，不妨打电话让酒店提供接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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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避免在银行兑换货币，自动兑换机就位于到达大厅的左侧。兑换

机上会显示汇率，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收取了过多的手续费，正相

反，和银行相比你可以少支付至少 10%。ATM 机位于机场大厅更高的

一层，在一家零售商店内。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商店和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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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

乘车前往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 60 分

钟）抵达比勒陀利亚后市内观光：

此城建筑揉合了西方国家不同的形式，外观古希腊建筑的【总

统府】见证了南非政权的黑白政变；乘车游览【教堂广场】中

的保罗克鲁格总统铜像（十九世纪南非

一位总统），纪念白人对南非统治历程；乘车前往太阳城，在

【太阳城】内：感受地震桥（逢整点桥有震

动，有如亲临地震现场）、聆听失落城的古老传说，还可享用

度假村内一切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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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

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JNB）是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机场。该机场是非洲最繁忙的机场，是连接非

洲南部各城市航线的中心。有许多从国际中心城市发往约翰内斯堡的航

线，特别是伦敦。许多欧洲的航线在夜间飞行，第二天早晨抵达。如果

你乘坐的航班是这些航线中的一个，那么恐怕需要在移民局等待很长的

一段时间。别忘记携带你的黄热病证书。

航站楼 A 为国际航线服务，航站楼 B 为国内航线服务。有时国际航

线也会在 B 楼办理登机，但是依旧从 A 楼飞出。两个航站楼之间的

距离需要步行五分钟。

南非航空（SAA）及一些国内航空公司都有定期班机在约翰内斯堡、开

普敦及德班的国际港口之间营运，南非航空有午夜飞往约翰内斯堡的

折价班机，费用要少 40%。这些班机非常受欢迎，因此需要事先订

位。订位后 24 小时内必须付费。这些班机的服勤时间在周末。订了

周末班机的机位后，航空公司必须得到旅客方面确定搭机的保证。

国内有直达约翰内斯堡的班机。从香港到约翰内斯堡的直达航班需要

13 个小时，从新加坡到约翰内斯堡只要 10 个小时。约翰内斯堡到开

普敦航程约 2 小时。

机场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东部，距离市中心 24 公里。机场开通有前往

Sandton 和 Pretoria 的高速火车。如果你选择搭乘出租车，从到达大

厅出来后一直向前走，在屋顶看到黄色的 TAXI 标志后左转。这里停靠

的都是经过许可配有计价器的出租车。不要跟着说带你去乘坐出租车的

人走，他们会带你乘坐未经许可的车辆，你将需要在抵达之后支付更多

的费用。如果你已经提前预定了酒店，不妨打电话让酒店提供接机服

务。尽量避免在银行兑换货币，自动兑换机就位于到达大厅的左侧。兑

换机上会显示汇率，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收取了过多的手续费，正相

反，和银行相比你可以少支付至少 10%。ATM 机位于机场大厅更高的一

层，在一家零售商店内。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商店和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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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广场

Church Square

教堂广场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市中心，当地人和游客常在中心绿地休息，

同时这里也是拍摄广场周边的建筑物的重要地点。周边有老政府大楼、

老剧院、第一个国家银行等等。

地址

Piazza Duomo，Milano

到达方式

地铁(红线 M1/黄线 M3)Duomo 站；公车 Duomo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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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大厦

The Union Buildings

联合大厦(The Union Buildings)坐落在比勒陀利亚一座俯瞰全城的小

山上，是南非政府及总统府所在地，是一座气势恢宏的花岗岩建筑。

建筑前有一块草坪，许多人会在这里休息、野餐。

地址

Church Street, Pre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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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太阳城-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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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林斯堡野生动物保护区

Pilanesburg Game Reserve

比林斯堡野生动物保护区(Pilanesburg Game Reserve)于 1979 年开

始运营，保护区内动物的种类超过了 7000，包括 24 钟大型物种。

地址

Sun City,South Africa

主页

http://www.pilanesberg-game-reserve.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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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广场

Nelson Mandela Square

曼德拉广场是南非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整个广场充满时尚气息，休闲的

咖啡吧、高档的餐厅，更有 93 加特卖商店。由于地处桑顿的中心区域，

交通便捷，前往金融区、桑顿会议中心、豪华酒店以及桑顿城区内

295 个特色商店。整个广场的设计思路是将意大利式的生活气息带到

非洲大陆。

地址

Cnr Rivonia Road and Central Sandton, 5th St, Sandown,

Sandton, 2031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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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西诺飞鸟园

Montecasino Bird Sanctuary

游览南非不能错过的就是南非的各种动物，位于约翰内斯堡的蒙特卡西诺

飞鸟园让你与世界上各种奇异鸟类亲密接触。园内有鸟类超过 60 个品

种，园区内为真实自然生态环境，各种色彩斑斓的奇异鸟类在树林间栖息

飞翔。游人可以接触鸟类、与之嬉戏。除了各种鸟儿，园内还有非洲特有

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甚至能看到羚羊在树丛中漫步。飞鸟园在周末与

节假日有鸟类表演，游览之余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表演。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8:30-17:00；周末与节假日：8:30-18:00

价格:48 兰特

门票价格

成人与 10 岁以上儿童：48 兰特；老人及 10 岁以下儿童：27 兰特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8:30-17:00；周末与节假日：8: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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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27 11 511 1864

地址

William Nicol Drive & Montecasino Boulevard, Fourways,

Johannesburg

主页

http://www.montecasino.co.za/entertainment/family/bird%20gar

den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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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姆巴巴内

今日乘车前往斯威士兰，下午民俗村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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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斯威士温泉酒店

Royal Swazi Spa Hotel

皇家斯威士温泉酒店位于墨巴本的黄金地段，毗邻市区内的各大主要景

点。 不论是商务人士，还是观光游客，都可以尽情享受酒店内的设施和

服务。 娱乐场, 24 小时送餐服务, 停车场, 会议设施, 商业中心等设

施都已配备，可供住客使用。 设计舒适，部分客房内可提供 平板电视,

禁烟房, 空调, 暖气, 书桌等设施，可让您在酒店享受惬意与舒适。酒

店内设多种娱乐设施。 不论您是带着何种目的前往墨巴本，皇家斯威士

温泉酒店都可让您感受到家的温馨与舒适。

酒店设施：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入住时间(Check-in):-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房间网络(收费)(Wired Internet (surcharge)):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有

高尔夫(Golf):有

SPA(SPA):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退房时间(Check-out):-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餐厅(Restaurant):有

电视(TV):有

洗衣间(Laundry):有

赌场(Casino):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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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Old Mbabane/Manzini Main Road Ezulwini Valley ,Mbabane,

Swaz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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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姆巴巴内

上午带领大家前往相关部门办理采访证，游览证件才可以近距

离观看和拍摄芦苇节的少女们，下午观看芦苇节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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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节

非洲南部小国斯威士兰传统的“芦苇节” ，每年 8 月底或 9 月初举行。

“芦苇节”是斯威士兰最盛大的节日， “芦苇节”不仅是庆祝少女成人和

贞洁的盛会，也是斯威士兰的文化盛事，更是国王姆斯瓦蒂三世一年一

度的选妃盛典。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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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姆巴巴内

今日全天观看和拍摄芦苇节在传奇而又传神的

非洲大陆有两大旷世奇观：

一个是东非的动物大迁徙奇观，已是世人皆知；另一个是斯威

士兰王国国王选妃，未为国人所悉，这是与现代文明反差极大

的一种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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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节

非洲南部小国斯威士兰传统的“芦苇节” ，每年 8 月底或 9 月初举行。

“芦苇节”是斯威士兰最盛大的节日， “芦苇节”不仅是庆祝少女成人和

贞洁的盛会，也是斯威士兰的文化盛事，更是国王姆斯瓦蒂三世一年一

度的选妃盛典。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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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克鲁格国家公园



D7

萨比萨比顶级营地及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

Sabi Sabi

保护区位于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西南部，占地面积超过 65,000 公

顷。“Sabi”在当地语言中是“敬畏”的意思，区内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

动物，包括流经保护区的河流里生活着的鳄鱼。

门票价格

820-1,020 美元/人/晚，包含精美三餐、酒水和所有深度动物探寻

体验项目

到达方式

从约翰内斯堡乘坐 Federal Air 航空公司的轻型飞机，可以直接降

落在保护区的的私人跑道上；或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乘坐南

非航空公司子公司 Airlink 的固定航班前往保护区附近的民用机

场，然后请营地派车去接，具体信息可查阅保护区官网

主页

http://www.sabisabi.com/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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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克鲁格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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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比萨比顶级营地及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

Sabi Sabi

保护区位于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西南部，占地面积超过 65,000 公

顷。“Sabi”在当地语言中是“敬畏”的意思，区内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

动物，包括流经保护区的河流里生活着的鳄鱼。

门票价格

820-1,020 美元/人/晚，包含精美三餐、酒水和所有深度动物探寻

体验项目

到达方式

从约翰内斯堡乘坐 Federal Air 航空公司的轻型飞机，可以直接降

落在保护区的的私人跑道上；或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乘坐南

非航空公司子公司 Airlink 的固定航班前往保护区附近的民用机

场，然后请营地派车去接，具体信息可查阅保护区官网

主页

http://www.sabisabi.com/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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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开普敦

乘机抵达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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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国际机场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开普敦国际机场（Cape Town International Airport,南非荷兰语：

Kaapstad Internasionale Lughawe ）位于南非开普敦，是仅次于约翰

内斯堡国际机场的南非第二大机场，也是南非航空公司的枢纽机场。在

1990 年代之前，机场使用的名称是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机场以纪念

前总理。

三字代码： CPT

四字代码： FACT

联系方式

+27 21 937 1275

地址

Matroosfontein,Cape Town,7940,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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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从市中心乘坐出租车约 20 分钟

主页

www.airports.co.za

开普敦大学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开普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简称开大，英文缩写 UCT，

位于西开普省的开普敦市，是南非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 1829 年，是非

洲大陆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 开普敦大学是南非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

1829 年，是非洲大陆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开普敦大学现有 21000 名学

生（2005 年数据），其中三分之一是研究生，每年授予的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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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000 个，包括六个学院：商务、工程和建筑环境、健康科学、人

文、法律和理工学院。开普敦大学为其拥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

的学生而骄傲，现有来自 70 个国家超过 2500 名国际学生。学校拥有世

界一流的研究设施和科研成果，45 位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享有世界声

誉。开普敦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融合了各种文化特色的国际性大都

市，在其城市内、海滩、山脉和森林随处可寻。大学的主校区坐落在半岛

角（Cape Peninsula）魔鬼山（Devil Peak），地处非洲的最南端。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学生的课余活动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丰富

的运动和休闲项目使学生可以充分领会到南非的特色。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游玩时长

建议 2 小时

联系方式

27-21-6509111

地址

Private Bag | Rondebosch, Cape Town Central 7701, South Africa

主页

https://www.uct.ac.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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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康斯坦夏葡萄酒庄园

Groot Constantia Wine Estate

大康斯坦夏葡萄酒庄园是南非最古老的葡萄酒庄园，位于开普敦市南

半岛区康斯坦夏谷地的中央地带，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1685

年，开普敦第一任荷兰总督西蒙·范德斯代尔(SimonvanderStel)选址此

处建园并命名为康斯坦夏，1705 年开始出产优质红酒。受到拿破仑、

路易·菲利普国王等王宫贵族的青睐。酒庄名称中的“Groot”在荷兰和南

非语中是“大又好”的意思，该酒厂以生产高品质的 Shiraz, Merlot 和

混合红 Gouverneurs 储备而闻名。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二-周六 10:00-16:30

价格:5 兰特

地址

52 Ryneveld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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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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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岛

Duiker Island

海豹岛是一座位于豪特湾(Hout Bay)上的小岛，因岛上为数众多的海

豹与海鸥而闻名。搭乘船(有部分舱底是透明玻璃底,可提供难得一见

而真实的海豹水底生活)前往这个小岛观看上千只的海豹、海鸥与其它

海鸟的生态活动，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能看到

罕见的白鲨鱼，甚至是它们捕食海豹的情景。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多在

豪特湾（Hout Bay harbour）港口的水手码头（Marinert''s Wharf）

乘船前往这里。

地址

Hout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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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特湾

Houtbaai

豪特湾是一座美景如画的渔港村庄，也是史努克梭子鱼工业的中心与龙

虾渔船队的总部。码头上现存有南非最早的鱼市场―――现为一家颇具

特色的海鲜零售商场“水手码头”，至今仍然完好地保持着古老的外貌。鱼

市场附近遍布餐馆和礼品店，在此，游客可享受到丰盛的海鲜龙虾餐。

豪特湾最出名的当属海豹岛。海豹岛也是开普敦半岛著名的游览胜地，

岛上有上千只海豹栖息。为了保护海豹栖息地，因此禁止游客上岛。码

头有专用游艇带游客前往观赏，在离岛很近的地方缓慢绕行，让游客近

距离观赏海豹们捕食、嬉水、栖息的情景。

小贴士：

海豹岛是豪特湾附近的一处小岛，大约只有不到 8000 平方米，却聚集

了数万只海豹。在豪特湾码头有许多不同公司运营的前往海

豹岛的游船，条件不同，价格从 30-100 兰特不等。不可以登陆小

岛，游船会开到附近停留大约 10 分钟后返回，全程大约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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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成人：10 兰特

儿童：5 兰特

开放时间

周一-周六 8:00-17:00 周日 13:00-17:00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021-887 9433

地址

42 Market St, Rhenish Parsonage

企鹅生态保护区

Penguin Pa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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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对於企鹅来说，虽然是提供食物的场所，却也是充满危险的地方。

有许多肉食动物在海中伤害企鹅，包括海狮、海豹、虎鲸等。最可怕的

莫过於海豹了，但他通常是捕捉较弱或生病的企鹅。健康的企鹅经常是

游得比海豹快，并得以逃脱。 斑点企鹅是南非特有的品种，是企鹅种

类中的小个子，体重在 500 克至 1000 克左右，胸前有黑环及黑色小

斑点，粉红色眼圈，生活在开普敦、东伦敦沿岸。1982 年,当地渔民在

这里发现了最初的两对企鹅,在当地居民自发的保护下,经过 20 多年的

繁衍,到现在企鹅的数量已发展超过了 3000 只。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 8:30-16:30

价格:5 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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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成人：5 兰特

儿童：2.5 兰特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8：30-16：30

地址

V & A Waterfront, Western Cape Province 8001

好望角

Cape Point

世界闻名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位于非洲大陆最西南端，离开

普角(Cape Point)相距数 2 公里，这里的洋面，正是大西洋与印度洋

的交汇区，同属“桌山国家公园”区域内的“好望角自然保护区”。因此，开

普角非好望角，尽管两者很近，并同属一个国家公园。

好望角是开普敦的地标，甚至开普敦因好望角而建城，甚至 CapeTown 的

名字也是由好望角而来。16 世纪，东西方交通被阿拉伯人阻断。为了获取

东方的香料、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欧洲各国纷纷派出船队寻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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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绕过非洲南端的航线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直到苏伊士运河

开通之前，都是欧洲通往亚洲的海上必经之路，为各国带来滚滚财源。

好望角因此在航海史和贸易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使现在，无法通

过苏伊士运河的巨型货轮仍然走这条航线。 好望角周围的海域是大西

洋和印度洋交汇的地带，海流相撞引起的滔天巨浪终年不息，因此第一

个来到这里的欧洲人迪亚士称这里为“风暴角”。但绕过这里就有希望到

达东方，获取财富，因此葡萄牙国王把它改名为“好望角”。 现在，好望

角国家公园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每天都有无数游人在 Cape Point

标志前拍照留念。

门票价格

90 兰特，儿童 40 兰特

开放时间

06:00-18:00

游玩时长

2-3 小时

联系方式

+27 21 780 9526

地址

Cape Point Rd,Cape Town,8001,South Africa

到达方式

乘坐 The Green Bus

主页

http://www.capepoint.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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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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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山

Table Mountain

桌山(Table Mountain)是开普敦的地标，其山顶如桌般平坦，好象是

用刀削平，海拔高度 1086 米，右侧是狮头山和信号山，左侧是魔鬼

峰。每年夏季(10 月到次年 3 月)大量水气在遇桌山后上升至山顶，

在冷空气作用下，形成云团将整个桌山覆盖起来，仿如置身于仙境。

每当这个时候，当地人便说是上帝铺好了“桌布”开始用餐了！从 1929

年开始，长 1220 米的索道已投入使用，游客可乘坐缆车到达山顶，

现在游客在缆车内可饱览 360°的美景。

小贴士：

开普敦许多旅行社组织桌山的徒步登山和速降活动，喜欢户外的游客

可以参加。

门票价格

往返 205 兰特，单程 105 兰特（包含缆车），网上购票有优惠

开放时间

08: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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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2-3 小时

联系方式

+27 21 4248181

地址

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到达方式

乘坐开普敦城市观光车况可到达山腰的缆车站，然后搭乘登山缆车上

山，整个登山过程只需 6 分钟

主页

http://www.sanparks.org/parks/table_mountain

斯泰伦博斯镇

Stellenbo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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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伦博斯镇距离开普敦 55 公里，是南非历史最悠久的小镇之一，也

是保留早期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欧洲风情保留最完好的地方。 说到斯泰伦

博斯最著名的莫过于它的葡萄酒了。斯泰伦博斯是南非葡萄酒的主要产

地，公路两旁是一座接一座的葡萄庄园，有超过 100 个酒窖，且大部分

对游客开放。因此葡萄酒之旅成为了斯泰伦博斯最吸引人之处，也是南

非之旅的必选之地。 行驶在仿佛欧洲古典小镇的斯泰伦博斯，满眼都是

葡萄的绿色，整齐的葡萄架尽头是成排的玫瑰花。拥有“橡树之城”之称的

斯泰伦博斯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橡树，葱郁的橡树环绕着葡萄庄园。葡萄

的香味混合着玫瑰花和橡树的香气，让人深深陶醉在其中。 游览斯泰伦

博斯除了欣赏美妙的风景和探访葡萄庄园，还可以游览古欧洲商栈风格

的商店 Oom Samie se Winkel，Neo-Gothic Moederkerk 教堂和玩具博

物馆，再选择一家能观赏风景的餐厅就餐，更好地享受在非洲山峰包围

下的欧洲小镇独有的风情。

小贴士：

建议在开普敦参加爱斯泰伦博斯游览团队。若自驾，请注意左行。

地址

南非斯泰伦博斯

到达方式

自驾 / 参加斯泰伦博斯镇一日（多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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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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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国际机场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开普敦国际机场（Cape Town International Airport,南非荷兰语：

Kaapstad Internasionale Lughawe ）位于南非开普敦，是仅次于约翰

内斯堡国际机场的南非第二大机场，也是南非航空公司的枢纽机场。在

1990 年代之前，机场使用的名称是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机场以纪念

前总理。

三字代码： CPT

四字代码： FACT

联系方式

+27 21 937 1275

地址

Matroosfontein,Cape Town,7940,South Africa

到达方式

从市中心乘坐出租车约 20 分钟

主页

www.airports.co.za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

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JNB）是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机场。该机场是非洲最繁忙的机场，是连接非洲南

部各城市航线的中心。有许多从国际中心城市发往约翰内斯堡的航线，特别

是伦敦。许多欧洲的航线在夜间飞行，第二天早晨抵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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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乘坐的航班是这些航线中的一个，那么恐怕需要在移民局等待很

长的一段时间。别忘记携带你的黄热病证书。

航站楼 A 为国际航线服务，航站楼 B 为国内航线服务。有时国际航

线也会在 B 楼办理登机，但是依旧从 A 楼飞出。两个航站楼之间的

距离需要步行五分钟。

南非航空（SAA）及一些国内航空公司都有定期班机在约翰内斯堡、开

普敦及德班的国际港口之间营运，南非航空有午夜飞往约翰内斯堡的

折价班机，费用要少 40%。这些班机非常受欢迎，因此需要事先订

位。订位后 24 小时内必须付费。这些班机的服勤时间在周末。订了

周末班机的机位后，航空公司必须得到旅客方面确定搭机的保证。

国内有直达约翰内斯堡的班机。从香港到约翰内斯堡的直达航班需要

13 个小时，从新加坡到约翰内斯堡只要 10 个小时。约翰内斯堡到开

普敦航程约 2 小时。

机场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东部，距离市中心 24 公里。机场开通有前往

Sandton 和 Pretoria 的高速火车。如果你选择搭乘出租车，从到达大

厅出来后一直向前走，在屋顶看到黄色的 TAXI 标志后左转。这里停靠

的都是经过许可配有计价器的出租车。不要跟着说带你去乘坐出租车的

人走，他们会带你乘坐未经许可的车辆，你将需要在抵达之后支付更多

的费用。如果你已经提前预定了酒店，不妨打电话让酒店提供接机服

务。尽量避免在银行兑换货币，自动兑换机就位于到达大厅的左侧。兑

换机上会显示汇率，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收取了过多的手续费，正相

反，和银行相比你可以少支付至少 10%。ATM 机位于机场大厅更高的一

层，在一家零售商店内。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商店和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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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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