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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隐匿于非洲几乎被遗忘的角落中，至今仍
是秘境。这里广阔而神秘，拥有非洲大陆最美的景
致。除了古老的沙漠，高耸的沙丘，数量众多的非洲
猎豹，还有更多奇迹静待您发现。

“路虎纳米比亚冒险之旅”让您能驾驶全新一代路
虎发现，率先探索这一神奇国度。在专家向导的全程
陪同下，您将能领略到诸多截然不同的景色。

一一饱览雾霭中饱受炙烤的沙漠海岸线，延绵无尽
随风而变的沙丘，浪高20英尺的冲浪者天堂，和满
布新艺术主义建筑及德国街道名的超现实主义德国
殖民风城镇。

请与我们一同踏上终极非洲冒险之旅，了解全新一代
发现为何是领略这个独特非凡国度的最佳方式。

您的非洲冒险之旅
由此开始

“旅行，一开始让你哑口
无言，最后把你变成一个
爱讲故事的人。”

伊本 · 白图泰





纳米比亚冒险之旅行程

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狮子、花豹、非洲猎豹、大象、犀
牛和长颈鹿。

路虎专业团队随时为您解答任何疑问。

当你驾车往来于不同景点间，每一天都是一种截然不
同的经历。

令人惊叹的风景和地质现象。

探访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纳米布沙漠和最大的沙
漠⸺卡拉哈里沙漠。

德国殖民风格建筑，日耳曼帝国的昔日遗产。

7号沙丘是世界上最高的沙丘之一，拥有惊艳的锈红
色砂石。

主要景点与服务

冒险之旅从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开启，您有两种截然
不同的行程可选。每个行程持续8天，旨在让您领略纳
米比亚北部或南部的极致美景。

纳米比亚北部游  海岸与大象

北部行程主要侧重于纳米比亚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野
生动植物。探访壮观的Okonjima自然保护区及埃托沙
国家公园，您将会见到非洲五大兽（狮子、大象、非洲黑
色大水牛、花豹和犀牛），还可观赏自然栖息地内各种迷
人的野生动植物。当然，只有看到了美丽而雄伟的非洲
大象，这趟非洲之旅才算完整。

穿越颇具挑战的沙漠走廊，就能抵达世界上最大的海豹
聚居区之一。您还能在此亲眼见证自然界两股伟大力量
的相遇⸺浩瀚的纳米布沙漠与南大西洋的强大洋流在
此汇合，令整条海岸线都被神秘雾霭所笼罩。

纳米比亚南部游  沙丘与火烈鸟

南部行程你可以饱览纳米比亚的野生动植物和奇特的
地质景象，探访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纳米布沙漠，更
有世界上最高沙丘所在地索苏斯盐沼，和世界上最大的
沙漠卡拉哈里，必将是令人眼界大开的史诗之旅。

然后前往非洲最大的野生动植物园纳米布-诺克卢福国
家公园及埃龙戈山，这里能观赏到超过300多种野生鸟
类，和惊心动魄的猎食场面。亮点包括黄嘴犀鸟、五彩
斑斓的紫胸佛法僧及红胸黑鵙。即使是鸟类学家，在此
也会欣喜不已。



WINDHOEK, NAMIBIA - NORTH TOUR驾驶体验关键词

入住类型：
传统非洲小屋酒店

旅客车辆数量：5

路虎指导员的最大数量：2

最低驾驶年龄：19周岁+正式驾照满一年+国际驾照

车辆类型：全新一代发现

驾驶类型：

 沙地 

 砂石

 公路

冒险等级：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

南部游 - 沙丘与火烈鸟

北部游 - 海岸与大象



南部游沙丘与火烈鸟行程



第2天

早餐后，您将前往埃龙戈山。这里的地形充满野性魅
力，您将充分发掘全新一代发现的极致性能。然后前往
Phillips Cave及Bull’s Party，领略古老的洞穴壁画以
及似乎要脱离地心引力的奇妙岩石层。

第3天

吃完早餐，您将前往风景如画的斯瓦科普蒙德，沿途
将领略一系列巨大的沙丘。这座沿海城市位于沙漠和
大西洋之间，林立着诸多德国殖民风格的建筑。

您将在斯瓦科普蒙德的一家酒店过夜。

9

当您抵达纳米比亚首都，将有当地路虎代表接机，并带
您前往集合地点，在那里您将一睹全新发现的独特
魅力。

简短召开旅行情况介绍会后，您将驱车前往小屋酒店。
享用晚餐和酒水时，您将与一同探险的同伴汇合。

第1天



离开斯瓦科普蒙德，您将前往纳米布 - 诺克卢福国家
公园。国家公园占地500万公顷，是世界第四大公园，
您将在此观赏到许多野生动植物。其中的亮点是各种
珍稀野生鸟类，它们是被种满无花果树的河床吸引
而来。

然后，您将驾车前往传统非洲小屋酒店过夜。

第4天 第5天

清晨前往索苏斯盐沼，领略世界上最大的沙丘 - 体量
惊人的7号沙丘。7号沙丘周围零星散落着瘦骨嶙峋的
骆驼刺树，这种怪异的超现实景象，不禁让您怀疑自己
是否还在地球上。

第6天

吃完早餐，简短召开情况介绍会后，前往马林塔尔。
这座小城周边有不少农场和纳马部族。附近的哈达普坝
是纳米比亚最大的水库，吸引了多种鸟类前来栖息，包
括白鹈鹕、吼海雕、火烈鸟、巨鹭、鹗、长尾鸬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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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

回到温得和克，您将用最后的购物时间，探索一下这座
美妙之城。依依惜别，离开魂牵梦绕的非洲土地。

离开卡拉哈里沙漠地区，您将折返温得和克。在告别
派对上，您将与同伴一同分享难忘体验，并用最后一晚
回味精彩探险之旅。

第7天



了解专家团队

专家团队由专业专注且经验丰富的专
家组成，每位成员均是路虎大家庭的
宝贵财富。

他们不仅了解如何充分发挥路虎的
性能，还知道如何清晰全面地传授驾
驶知识，也懂得如何让您充分发挥潜
能。尽管前路艰险，看到专家指导员
的沉着应对，您也会心安。

路虎了解，只有在汽车领域技艺高超
的专家，才能指导您驾驶世界一流的
汽车。





体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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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非凡之旅

冒险之旅

前往最美丽的土地，探索它最罕为人知的秘境。犹他、
瑞典等地任你挑选，一生一次的冒险将永远镌刻领进
你的生命。

如需了解最新可选目的地，请访问landrover.com/
experienceadventuretravel

明星诞生记

制造之旅

参观英国哈利伍德或索利哈尔工厂，探秘车辆制造
流程。

在专家团队的指引下，参观制造流程，观看技艺高超
的匠人如何工作。

landrover.com/experiencetours

环球驾驶

体验中心

路虎全球有许多体验中心，分布在中国、俄罗斯、中东、
南非、欧洲、北美、英国等，可以任君挑选，为您开启真
正的国际驾驶探险之旅。

landrover.com/experience



常见问题回答

“路虎纳米比亚冒险之旅”由谁主办？ 
Agentur für Promotion und Service GmbH 
(APS)/路虎体验德国团队经捷豹路虎授权，主办本
次“路虎纳米比亚冒险体验之旅”活动。完成预订后，
您将与APS GmbH订立合约。

谁来驾驶？ 
当然是您！将有路虎体验指导员团队随时为您提供指
导与支持，但全程都是由您自己驾驶路虎最新车款。

我从未开过四轮驱动车辆，也从未开车越野，还能参加
这趟旅行吗？
当然可以。每段路程，都有资历深厚的路虎体验指导员
相伴，为您提供专家级的指导和保障，但请注意我们的
每个行程都是为全面掌握驾驶技能的车手而设计的。

我将驾驶什么车辆？ 
路虎全新一代发现。

车辆是手动还是自动？ 
所有车辆均采用自动变速箱。

对驾照和最小年龄有什么要求？ 
所有车手必须年满21周岁，持有效正式驾照至少满
3年。需要国际驾照。

是否需要购买保险才能参加活动？ 
我们建议您购买旅游综合保险。

参与此次活动，是否需要有一定的健康体魄？ 
参加本次驾驶体验活动，您应确保无论什么情况，自己
的身体状况绝不会影响驾驶，比如不能有慢性背部疾病
（或类似病情）、可能影响驾驶的精神疾病、视力未达
驾驶标准、怀孕或心脏问题。

每辆车乘坐几位客人？
按两人同乘一辆车定价。如有需要，也可预订3人和4人
同乘一辆车。

如果我单独前来，是否能独自驾驶车辆？ 
不能。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单独开一辆车。
如果您单独前来，则将与另一位客人组队合开一辆车。
如果客人人数为奇数，我们的专业教员将陪同驾驶。
整个旅行期间，您将入住酒店独立客房。

是否允许儿童一同出行？ 
一般而言，本次旅行适合14周岁以上儿童，但请联系
APS，知晓详情并探讨您的个性化需求。

整趟旅行能包团吗？
可以。我们竭诚提供10人或10人以上包团游。活动将
量身定制，满足团体需求。

我能驾驶自己的路虎参加冒险之旅吗？ 
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您无法驾驶自己的车辆参加活动。

是组成车队出行吗？ 
是的。我们出行时车辆会组成车队，车辆之间用无线电
通讯联络。

每趟旅行成团人数最多为多少？ 
为保证旅行能更亲密更独特，每趟探险之旅的最大（及
最少）成团人数为10人（每辆车乘坐2位客人）。

旅行价格中包含哪些项目？
一般包含如下项目：驾驶活动、住宿、三餐（含饮料）、
温得和克机场接送服务（为全团团员提供一次固定时间
接送服务）。请参阅个人行程单，了解具体包含的项目。
请注意：鉴于驾驶等级高，仅晚餐有酒饮提供且限量。
三餐均含软饮料。

行程价格中不含哪些项目？
机票、签证费用（如果需要）、疫苗接种、旅行保险、
小费、所有个人费用（例如：酒店小酒吧、水疗）以及行
程之外的安排。

我是否应携带特殊类型的行李箱？ 
对于行李箱类型，我们不作任何具体推荐。车辆能放下
旅行箱和旅行包。

纳米比亚使用什么货币？ 
当地货币为纳米比亚元(NAD)。

晚餐有什么着装要求？ 
休闲随意的服装就好。



旅行途中将使用什么语言？
指导员/主办方将用英语与客人沟通。

我需要签证吗？ 
请联系当地领事馆，了解具体要求。如果您办理签证需
要邀请函，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

我们想延长旅行几天，可以吗？ 
当然可以。APS十分乐意帮您规划和预订旅行前后的
额外行程。请参阅以下联系信息。

如果旅行人数未达到最少人数要求会怎样？
会取消吗？我们争取不取消旅行，但有些情况下，取消
旅行不可避免。如果出发前8周，未达到最少成团人
数，我们有权取消旅行。请参阅我们的条款和条件，了
解详细信息。

行程和住宿是否确认不再变动？ 
根据具体路况和酒店入住情况，您的行程和住宿会有
所变动。

我们保留替换同等行程和住宿的权利。

如果预订航班或购买旅行保险需要协助，我应该联系谁？ 
APS竭诚协助您预订航班或购买旅行保险。请参阅以
下联系信息：
电子邮件：info@landrover-experience.de
电话：+49 2058 77 809 60（9点-17点（中欧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当地电信运营商可能会收取费用）。

条款和条件
请访问landrover.com

重要事项 
本文显示的图像仅作说明使用，如果对于本活动有任
何不确定之处，请以书面行程单为准，后者将更精准地
解释本次活动。我们保留更改旅行线路和/或替换同等
旅行社的权利。



南部游 - 沙丘与火烈鸟

南部8天游将纳米比亚最美野生动植物与奇特的地质景象相
结合。探访纳米布沙漠、卡拉哈里沙漠及纳米布 - 诺克卢福国家
公园。住宿包括：小屋、度假村和酒店。

纳米比亚 - 套餐与价格

电话：+49 2058 77 809 60（9点-17点（中欧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当地电信运营商可能会收取费用）。
电子邮件：info@landrover-experience.de
landrover.com/experiencenamibia

双人套餐4,950欧元每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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