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8.09【東南非五國】16 日 

坦尚尼亞‧肯亞‧尚比亞‧辛巴威‧玻茲瓦納 
NT:294,000 元/人 含稅簽、導領小費、行李小費 

 
行程特色

 

  



【特殊景點】 
◎造訪東南非旅遊代表地 ─ 肯亞、坦尚尼亞、辛巴威、尚比亞、玻茲瓦納，進入九個國家動物公

園或保護區觀看各式各樣野生動物的生活景像。 

◎每年七月至九月來到肯亞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可親臨史詩般的動物大遷徙，走進最真實的獵奇

場景。草食動物遷徙過程在獵食動物虎視眈眈下，不僅危機四伏，更經歷生老病死。 

◎於野生動物最後的樂園 ─「賽倫蓋堤國家公園」及「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親眼目睹動物之間

與大自然並存、融合、競爭的逼真景像。 

◎參觀有「世界第八奇景」及「活的自然教科書」之稱的「恩格龍格魯自然保護區」，一探自然界

維持生態平衡的奧妙。 

◎於「柏哥利亞湖國家公園」觀看鹽湖上棲息著無數隻紅鶴的壯觀場面。 

◎參觀位於辛巴威和尚比亞邊界，亦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維多利亞瀑布」。 

◎特別安排玻茲瓦納「丘北國家公園」的動物保護區，有機會見到成群的大象。 

 

【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行程參觀三處UNESCO世界遺產地：恩格龍格魯保護區、塞倫蓋堤國家公園、維多利亞瀑布。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特別安排搭機飛至坦尚尼亞阿魯夏搭機（單程），節省四個鐘頭搭車的辛勞。 

◎特別安排辛巴威搭船遊尚比西河，欣賞日落美景。 

◎特別安排玻茲瓦納「丘北國家公園」的動物保護區的水上獵遊－乘船狩獵，遊覽丘北河兩岸美麗

風光。 

 

【特殊食宿】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有機會住宿於樹屋旅館，可於夜間觀賞動物覓食的情景。 

◎晚餐大部份於飯店內享用自助餐，並特別安排非洲烤肉大餐。 

 

【豐富旅行紀念】 
 ◎特別安排觀賞非洲傳統舞蹈表演。 

 

 

 



 

 



 
 

 



 
 

參考航班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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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行      程 航班編號 班  機  時  間 

第一天 桃園 / 香港   

第二天 香港 / 阿迪斯阿貝巴 ET645 00:25/06:10 

第二天 阿迪斯阿貝巴 / 阿魯夏 ET815 10:15/12:50 

第十一天 奈洛比 / 哈拉雷 KQ706 07:40/11:25 

第十二天 哈拉雷 / 維多利亞瀑布 UM324 10:30/11:30 

第十五天 維多利亞瀑布 / 阿迪斯阿貝巴 ET829 13:00/21:30 

第十五天 阿迪斯阿貝巴 / 香港 ET644 22:40/14:40 

第十六天 香港 / 桃園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 / 香港 
今日搭機經由香港於隔日凌晨轉機飛往伊索匹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並於隔日清晨抵達。夜宿機

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夜宿機上 

 

第二天 香港 / 阿迪斯阿貝巴(伊索比亞) / 阿魯夏 ARUSHA(坦尚尼亞)→125km

曼亞拉國家公園LAKE MANYARA 
班機於清晨飛抵後，隨即轉機飛往坦尚尼亞邊境城市－阿魯夏，再前往前往曼亞拉國家公園，它位

於東非大地塹形成的山谷，面積330平方公里，據說這裡的獅子有時候會爬樹ㄛ！住宿於曼亞拉湖旅

館，它矗立地塹西邊高崖處，可俯瞰紅鶴駐足的曼亞拉湖並於此享受新鮮的空氣。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LAKE MANYALA SERENA LODGE 或 LAKE MANYALA LODGE 或同級 

 

第三天 曼亞拉國家公園→60km恩格龍恩格魯火山口 
今日前往有8000多平方公里，深入600 公尺的由火山口所形成的★恩格龍格魯自然保護區。   

恩格龍格魯火山口底部、面積約300 平方公里之大草原，此地有「活的自然教科書」之稱，東非各

種動物皆棲息於此，而每日上演著弱肉強食的戲碼，數萬年來維持著自然的生態平衡。 

中午於國家公園野餐區野餐，午後季繼續這一望無際的火山口旅遊，沿路仍可追尋著動物的蹤跡，

了解野生動物生態環境。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NGORONGORO SOPA LODGE 或 SERONERA W LODGE 或 SERENA LODGE 或同級 

 

第四天 恩格龍恩格魯火山口→240km塞倫蓋堤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上午前往塞倫蓋堤國家公園─此為動物大遷移的地點且為動物繁衍下一代的最佳場所。★塞倫蓋堤意

指「無邊無際的平原」，在這裡放眼望去看到的盡是草原、地平線與數不清的野生動物。 

它的面積14763 平方公里，有超過300 萬頭的大型動物。用完午餐後，於下午展開狩獵活動，在這一

望無際的大平原感受動物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我們將於此充滿非洲草原氣息的國家公園裡，

享受追尋動物的刺激及驚喜。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ERENGETI SOPA LODGE 或 SERONERA WILDLIFE LODGE 或同級 

 

第五天 塞倫蓋堤→300KM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 MASA MARA NATIONAL RESERVE 
上午出發前往非洲最負勝名的★馬賽馬拉國家自然保護區，這裡每年七到九月都上演著百萬隻以上

的動物大遷徙的戲碼，因為每年三至六月這裏是雨季，每當雨季結束後，此地綠意盎然而長滿了鮮

嫩的肥草，所以數百萬大軍不辭辛勞的長途跋涉，並且冒著生命危險橫渡馬拉河。馬賽馬拉擁有最

美麗而壯觀的非洲大草原景致，風光明媚，一覽無遺。本行程讓您親臨最真實的獵奇場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西式料理或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ARA SIMBA LODGE 或 MARA SAROVA LODGE 或 MARA KEEKOROK 或同級 

 

第六天 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 
馬賽馬拉的面積約1670平方公里，平均高度約1700公尺，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動物保護區之一，電

視頻道DISCOVERY的動物遷徙場景皆取景於此，尤其動物越過馬拉河時，遭受鱷魚吞食的場景食最為

動容。今日上午及下午將各展開一場★獵遊活動，馬賽馬拉美麗的大草原，風光明媚， 

一覽無遺。在馬賽馬拉平原追尋觀賞各種野生動物，看到獅子並不稀奇，還有機會看到花豹、獵

豹、象群及其他各種動物。下午前往位於肯亞和坦尚尼亞邊界、動物遷徙必經的馬拉河，這裡就是

DISCOVERY鱷魚吞食的場景所在地。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ARA SIMBA LODGE 或 MARA SAROVA LODGE 或 MARA KEEKOROK 或同級 

 

第七天 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288KM那瓦夏湖國家公園 LAKE NAIVASHA 
今日前往那瓦夏湖國家公園，1937年到1950年間，此湖曾是飛船的停泊點，負責英國到南非中間旅

客和郵件的轉運。連接肯亞首都奈洛比和奇蘇穆。當時知名作家喬伊•亞當森也住在這裡，並寫出了

膾炙人口的書《生而自由》、知名電影《遠離非洲》也曾在此取景，奈瓦夏湖是東非大地塹內唯一

的淡水湖，四周圍繞著壯闊的山色，湖岸群聚著許多不同種類的水鳥。下午遊船★搭乘小艇悠遊在

奈瓦夏湖上，湖內更有不時抬頭探看的河馬家族，你可在這裡感受大自然景致。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LAKE NAIVASHA SIMBA LODGE 或 LAKENAIVASHA 或同級 

 

第八天 那瓦夏湖國家公園→163KM柏哥利亞湖自然保護區 Lake Bogoria 

National Reserve 
早上展開追尋非洲火鶴之旅—柏哥利亞湖。柏哥利亞湖位於非洲東邊的肯亞，在巴林哥湖的北方，

大裂谷區的邊緣。是一個碳酸鈣湖而非淡水湖，面積約有30平方公里，也是許多非洲紅鶴的家。這

裡最大的特色是聚集著百萬隻以上的紅鶴，因為帶有鹽份的湖水中生長著豐富的藍綠藻及矽藻，這

些都是紅鶴最喜歡的食物。也因有這些藻類，使得陽光在不同時間照射時，湖面會有不同顏色。當

紅鶴在湖中低頭覓食或市振翅飛翔時，整個湖面泛起一片醉人的紅濤，交織成壯觀的鳥海，那景象

讓人難忘。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Lake Bogoria Spa Resort 或同級 

 

第九天 柏哥利亞湖自然保護區→204KM阿布岱爾國家公園 ABERDARE N P 
今晨再次於安波沙里國家公園狩獵，此地動物以非洲白犀牛著稱，其它如大象、獅子、馬賽長頸

鹿、班馬等亦或有機會為攝影的對象。隨後返回首都奈洛比。午後前往阿布岱爾國家公園，棲息於

此地之飛禽鳥獸、野生動物種類繁多，有非洲大羚羊、大象及犀牛等。今日特別安排於樹屋旅館，

不僅可在陽台欣賞黃昏景緻，更能在夜間安全而親近地觀察動物到水塘區舐鹽、飲水的情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ARK LODGE 或 TREETOPS LODGE 或 ABERDARE COUNTRY CLUB 或同級 

 

第十天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160KM奈洛比NAIROBI 
今日返回素有"非洲之倫敦"美譽的肯亞首都奈洛比，亦是東非首屈一指的現代化都市。雖離赤道僅150 

公里，但地處1600公尺之高原，故終年陽光普照，氣候宜人，年均溫僅20度。市區觀光包括★國立博

物館、▲大使館區、▲總統府區等。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非洲烤肉大餐 晚餐：中式餐 

住宿：FOUR POINT BY SHERATON ARIPORT HOTEL 或 LAZIZI PREMIER HOTEL 或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或 HILTON INTERNATIONAL 或同級 

 

第十一天 奈洛比 / 哈拉雷HARARE (辛巴威) 
今日搭機飛往辛巴威首都─哈拉雷，抵達後前往多玻夏瓦欣賞美麗之岩石及▲史前洞內璧畫、包括★

英雄塚、▲大教堂、▲自由雕像、▲國會等歷史古跡。隨後前往參觀有名之★平恆石。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EIKLES HOTEL 或 RAINBOW TOWER HOTEL 或 CROWNE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哈拉雷 / 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今日搭機飛往世界最大之瀑布─★維多利亞大瀑布區觀賞此一首區一指之大瀑布，寬1700公尺、落差

108 公尺、每分鐘流量(雨季)5 億4千5 百萬公升並產生高達500 公尺之飛沫，實 

在令人嘆為觀止。並於傍晚★搭船遊覽尚比西河，欣賞日落美景。晚上欣賞★非洲傳統民族舞蹈及享

用非洲烤肉大餐。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非洲烤肉大餐 

住宿：THE KINGDOM HOTEL 或 RAINBOW TOWERS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維多利亞→120km 丘北國家公園 (玻茲瓦納) 
今日越過邊界前往玻茲瓦納之★丘北國家公園，因丘北河經年供應水源之故而成為很棒的野生動物

區，也因為靠近卡山那和鄰近的維多利亞鎮和李文斯敦鎮，而成為相當繁忙的旅遊區，尤其是在乾

季５－１０月離河岸處水源稀少時，所有動物前來水邊飲水並梳洗的光景值得一看，在此地因成群

的大象、各種的獵食動物、有時會出現的水牛群、甚至馬羚和貂羚而著名。今日★搭船遊覽丘北

河，兩岸盡是無數美麗風光，特別是嬉戲於河岸邊的大象、河馬及鱷魚等，真是生動有趣。下午進

行另一場的動物獵遊，大象是此公園最大族群。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OWANA SAFARI RESORT 或同級 

 

第十四天 丘北國家公園→120km 李文斯敦LIVING STONE (尚比亞) 
早餐後越過邊境將前往尚比亞邊城－李文斯敦，將在此以不同的角度欣賞★維多利亞瀑布，在此體

驗雷聲煙瀑的威力，欣賞瀑布跌落峽谷後迸騰而起的巨量水霧及彩虹。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AVANI VICTORIA FALLS RESORT 或同級 

 

第十五天 李文斯敦→20km維多利亞瀑布 / 阿迪斯阿貝巴 / 香港 
早餐後將通過維多利亞大橋返回辛巴威邊維多利亞瀑布，將在此以不同的角度欣賞★維多利亞瀑布，

在此體驗雷聲煙瀑的威力，欣賞瀑布跌落峽谷後迸騰而起的巨量水霧及彩虹。之後前往機場搭機經阿

迪斯阿貝巴飛往香港。夜宿機上。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機場簡餐 

住宿：機上 

 

第十六天 香港 /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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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證所需證件】 

1. 護照正本或護照"1:1 清晰 彩色影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6個月以上之效期。 

2. 謢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3. 六個月內之二吋白底照片 2張。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替代) 。 

5. 旅客基本資料，如下列表格。 

6. 肯亞電子簽證、工作天: 10 天。 

7. 辛巴威、尚比亞、玻茲瓦那簽證工作天:30 天。 

8. 黃熱病接種證明。 

 

 



東、南 非 五 國 簽 証 申 辦 說 明 
肯亞、坦尚尼亞、尚比亞、辛巴威、玻茲瓦那等 5 國 

01.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02.謢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03.六個月內之二吋白底照片 2 張、 

04.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替代) 

05.旅客基本資料，如下列表格。 

06.肯亞電子簽證、工作天: 10 天。 

07.辛巴威、尚比亞、玻茲瓦那簽證工作天:30 天 

08.黃熱病接種證明。 

09.如您需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簽 証 申 請 旅 客 基 本 資 料 簡 表 

姓名 (中文&英文) : 

住宅電話: 

行動電話: 

住宅地址: 

公司英文名稱: 

地址電話: 
職稱: 

父親姓名: 

母親姓名: 

婚姻狀況﹕ 配偶姓名﹕ 

是否去過肯亞? 否____   、有請提供之前入境日期及停留天數： 

備註: 

對於食物有那些禁忌: 

                   1.______不吃牛肉     2.______吃素 

                   3.______全素         4.______飛機上吃素 

                   5.______無禁忌       6.____________其它 

為求簽証能如期且正確之簽發，請您務必具實詳填寫此表，以免延誤簽証之簽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