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亞、坦尚尼亞動物巡奇13天之旅
＄4,800起 2017出發日期： 7/25, 8/21, 9/25, 10/23, 11/27,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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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開雨季在觀賞動物的最佳季節出團。體會非

洲大原野的雄偉壯闊及弱肉強食的驚心動魄。�

�� 全程搭乘四輪傳動狩獵專用車，每台車子最

多只搭載6名貴賓，您隨時都有最好的角度

留下人生難以忘懷的珍貴鏡頭，讓您在路況

原始的道路上有足夠的私人空間。

�� 全程包餐且每人每天提供一升瓶裝飲用水，
以補充旅途中的水份。肯亞更安排奈洛比著
名的食人族餐廳。

�� 造訪兩處UNESCO世界遺產：

•�坦尚尼亞�– 恩格龍格魯

•�坦尚尼亞�– 賽倫蓋堤國家公園

�� 造訪五大國家公園: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全世界最大的賞鳥勝
地。這裡最大的特色是群聚著百萬隻以上
的紅鶴，當紅鶴在湖中低頭覓食或舞翅飛
翔時，整個湖面泛起一片醉人的紅濤，蔚
為奇觀。除了紅鶴，這裡有超過450種以
上的鳥類。

•�安波塞里國家公園:全球最重要的大象
研究中心。在這裏您可以清晰地看到海
拔5,895米的非洲第一高峰「吉利馬札羅
山」。遙望傲然聳立的吉利馬札羅山四方
頂，山頂雪冠銀光逼人，再現當年諾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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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筆下《吉利馬札羅的
雪》中的壯麗景象。

•�塞倫蓋堤國家公園:1981年UNESCO列為人
類自然遺產。超過兩百萬頭草食動物不停
追逐，重覆著牠們祖先已開始了數十萬年
史詩式的動物大遷徙。沿途危機四伏，歷
盡生老病死，是大自然每年一次最壯觀的
動物嘉年華。

•�馬尼亞拉湖國家公園:位在東非大地塹
裡，可看見河馬、長頸鹿、獅子、花豹、
斑馬、狒狒等。

�� 兩大保護區：

•�馬賽馬拉國家動物保護區:肯亞最多動物
棲息的地區。

•�恩格龍格魯自然文化資源保護區。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奈洛比Nairobi，肯亞Kenya
今日搭機飛往肯亞首都也是最大都市的奈洛比，夜宿機上。

第2天 奈洛比Nairobi
班機抵達奈洛比�Jomo Kenyatta國際機場，將由專人至機場

接您後，轉往飯店休息。

【今日餐食自理】

【住宿】The Boma Superior Hotel或同級酒店

第3天 奈洛比Nairobi
今日展開奈洛比市區觀光行程，首先前往參觀★奈洛比國

家博物館（1929年開館，展示史前猿人頭骨化石，巨象標

本，動植物昆蟲標本及繪畫等及★蛇園）；隨後前往造訪

★BOMAS文化村欣賞精彩的非洲傳統舞蹈表演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The Boma Superior Hotel或同級酒店

第4天 奈洛比Nairobi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Aberdare 
National Park 

早餐後趨車前往★阿布岱爾國家公園Aberdare National Park
今天安排入住世界聞名獨特的方舟旅館，當夜暮降臨時，各

種野生動物在賓館旁的水塘飲水、洗澡、舔鹽、捕獵，或在

草叢中悠然漫步，或追逐狂奔，您可由旅館高處�距離俯瞰純

自然野生動物的千姿百態，其野趣的領略直達極頂的境地。

貼心說明：「方舟旅館」之特別安排�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內著名的方舟(Ark)酒店，打開房間的

窗戶，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觀景臺。房間內墻上有一個

開關，打開以後，樓下只要有不同的動物出現，就會有

鈴聲的提醒。站在酒店的觀景臺上，下面就是成群結隊

的野生動物。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Ark或同級酒店

Nairobi – (136 km) – Aberdare

第5天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Aberdare National Park  
納庫魯湖Lake Nakuru 

今日趨車往南將經過位於納庫魯市北邊的小鎮Nyahururu，參

觀▲赤道線地標Equator Line，及非洲第二大瀑布▲湯姆森瀑布

Thomson’s Falls。隨後繼續往★那庫魯湖國家公園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專門為保護禽鳥而建立的保護區，被譽為「觀鳥

天堂」。公園內有450種鳥類，最著名的是火烈鳥flamingo。運

氣好時可觀賞到數千只火烈鳥振翅起舞，與落日紅霞、湖光倒

影相映成趣。公園內除鳥類外，此處同樣也是肯亞著名的白犀

牛自然保護區，有時可見整群的犀牛家族在外覓食。此外還有

長頸鹿、獅子、野牛、羚羊、斑馬、鬣狗、疣猴、狒狒、狐狸

等。）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Lake Nakuru Lodge或同級酒店

Aberdare – (116 km) – Lake Nakuru

第6天 納庫魯湖Lake Nakuru  馬賽馬拉Masai Mara
今日趨車經▲Narok後前往★馬塞馬拉野生動物保護區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抵達後於旅館享用午餐及稍作休息

後踏上探訪野生動物的征途。低矮的丘陵綿延起伏，寬廣的

草原一望無際，馬拉河的眾多支流縱橫穿越，常可見斑馬成

群結隊，大象環顧左右，羚羊、野牛徘徊其間，景色美輪美

奐。為世界最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之一，區內居住著著名的

非洲“ 五大獸(BIG FIVE)”– 非洲象、犀牛、水牛、獅子和獵

豹。之後搭乘狩獵車追逐動物的腳步(game drive)。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Mara Fig Tree Camp或同級酒店

Lake Nakuru – (230 km) – Masai Mara

第7天 馬賽馬拉Masai Mara 
(今日清晨您可自費前往乘坐熱氣球高空觀察馬賽馬拉。�

$495.00)

今日深入★馬賽馬拉野生動物保護區觀看追尋野生動物，尋

找動物大遷徙的蹤跡，這種深處蠻荒，遠離都市的感覺，亦

只有在肯亞才能親身感受到；這裏也是在Discovery頻道中，

最常看到世界上最壯觀的野生動物大遷徙，成千上萬匹牛羚

前撲後繼，從鱷魚張開的血盆大口中遷徙。隨後並造訪仍維

持原始生活方式的★馬賽人部落Masai Village，零距離接觸

馬賽人的生活場境，感受在遠離塵囂的粗獷和諧。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午餐盒【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Mara Fig Tree Camp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恩格龍格魯Ngorongoro  馬尼亞拉湖Lake 
Manyara  安波塞里Amboseli

今日前往探索★馬尼亞拉湖國家公園Lake Manyara National 
Park。擁有三百多種不同的鳥類和非洲數量最多的狒狒群體

等，而最吸引人的就是湖邊的紅鶴、鵜鶘以及水裏密密麻麻

的河馬。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把馬尼亞拉湖描述為非洲最可

愛的地方。隨後經由阿路夏Arusha前往吉力馬札羅山下的安

波塞里。

�� 之後搭乘狩獵車追逐動物的腳步。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Oltukai Lodge或同級酒店

Ngorongoro – (54 km) – Lake Manyara – (317 km)– Amboseli

第12天 安波塞里Amboseli  奈洛比Nairobi  美國
USA

今日一早，我們將搭乘狩獵車來一場清晨的動物觀賞。享

用完飯店早餐後，趨車前往奈落比。在著名的食人族餐館

the Carnivore Restaurant享用歡送午餐。享受下午的悠閒

時光。

隨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美國。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精選當地美食

Amboseli – (230 km) – Nairobi

第13天 抵達美國
班機今日返抵美國，結束精彩、豐富及難忘的肯亞、坦尚尼

亞動物巡奇13天之旅。

第8天 馬賽馬拉Masai Mara  塞倫蓋堤Serengeti 
經Isebania入境及更換車輛後，前往坦尚尼亞塞倫蓋堤國家

公園。放眼望去看到的盡是一望無際的草原與數不清的野生

動物，以瞪羚、牛羚、水牛、斑馬、長頸鹿最為多見，在適

合快速移動的短草平原區，可尋找肉食動物獵豹及獅子獵殺

的戲碼！下午開始進行追尋動物的足跡的活動。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午餐盒【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Mbalageti Serengeti或同級酒店

Masai Mara – (151 km) – Serengeti

第9天 塞倫蓋堤Serengeti  
前往★坦尚尼亞塞倫蓋堤國家公園Serengeti National Park。在

這裡放眼望去看到的盡是一望無際的草原、地平線與數不清的

野生動物，在日陽高照下，遠處可見似湖泊倒影的海市蜃樓；

在巨石林立的辛巴石區，是著名卡通片「獅子王」場景地。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晚餐】精選

酒店晚餐

【住宿】Serengeti Sopa Lodge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塞倫蓋堤Serengeti  奥度瓦伊峽谷Olduvai 
Gorge  恩格龍格魯Ngorongoro
趨車前往赫赫有名的人類考古學之地，被譽為「人類發源

地」的★奧度瓦伊峽谷Olduvai Gorge；考古學家在此發掘

到許多珍貴的猿人化石及足跡化石。隨後來到「世界第八奇

景」之稱的★恩格龍格魯自然保護區。其最令人注目的就是

恩格龍格魯的火山口，有「天然動物園」美稱，可從火山口

緣俯瞰整座火山口美景。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野餐【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Ngorongoro Sopa Lodge或同級酒店

Serengeti – (126 km) – Olduvai Gorge – (42 km)– Ngorongoro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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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旅行社: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7/25/2017
$5,000 $1,200

08/21/2017

09/25/2017

$4,800 $1,00010/23/2017

11/27/2017

12/18/2017 $5,2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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