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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肯亞 動感人文 動物大遷移 10日 
＜超越百國＞ 肯亞 

＜動感人文＞ 
 肯亞馬賽族、山布魯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人文世界遺產＞ 
 拉穆古世遺鎮：『跟著毛驢、入桃花源』，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斯瓦希里建築風貌。 

＜非洲 11 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自然世界遺產＞ 
 肯亞〜東非大裂谷湖泊群〜納庫魯湖。 

＜行程特色＞ 
 全程安排非洲高級旅館與高水準的餐食。 

 肯亞、坦尚尼亞安排乘狩獵車，只搭載靠窗座 5 位，所有團員皆有靠窗座位。每日並提供車上礦

泉水。 
 大遷移－塞倫蓋地國家公園與相連的馬塞馬拉自然保護區之浩瀚草原，因季節風帶來雨水滋潤綠

草如茵的草原，引來草食性動物集體遷移覓食，每年超過一百萬頭黑尾牛羚、數萬頭斑馬和瞪羚，上

演著的古老節奏韻律，行進著無無避免的生命週期，首先有三個星期的瘋狂行動，爭奪交配權與領域。

每年長達 40 公里的隊伍，將通過鱷魚出沒的水域，於每年的七、八、九月伴隨著命運遷移，您會有

機會見到動物的大遷移和肉弱強食的場面，位於肯亞與坦尚尼亞邊界的馬拉河，為動物遷移必經之路

徑。 
 參觀全球最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馬賽馬拉野生動物保護區，佔地數百平方公里，可目睹獸群聚

居的萬象景觀，如犀牛、斑馬、羚羊、野牛、獅、印度豹、河馬、大象...等。 

 最著名的野鳥觀賞湖－納庫魯湖，觀看紅鶴群及鵜鶦等群聚壯觀的景象。 
 世界第八大奇景之稱的恩格龍格羅火山口，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而獨樹一格之生態圈。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  

團    費 NTD 172,000 商務艙追加 NTD 單人房追加 NTD 
出發日期 8/13 訂金 NTD60,000 報名截止日 出發前 30 天 

01. 8/13 台北香港奈洛比     + KQ861 2150/0630+1 (13H40M) 
今日搭機飛往非洲，台灣尚無直飛非洲班機，我們將途經香港或曼谷搭乘肯亞航空豪華客機飛往“人
類起源的搖籃” 肯亞。展開肯亞獵奇之旅。奈洛比的命名是當地馬賽族語 Enkare Nyirobi「冰水」。 
早餐: XXX    午餐: XXX  晚餐: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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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14 奈洛比拉穆鎮       
於上午轉機前往印度洋的島嶼〜拉穆島，是肯亞三大世界遺產之一，是肯亞境內最古老的小鎮，歷史

可回溯至 14 世紀，位居對外貿易大港，與中國、阿拉伯地區皆有往來。體驗著【毛驢汽車】的古鎮，

首先，穿梭於彎曲巷弄的舊城，彷如置身於時光隧道中，享受迷宮探險的樂趣，參觀★海邊堡壘拉穆

堡：始建於貝特國蘇丹 Fumo Madi ibn Abi Bakr。拉穆博物館〜陳列著作儀式用的角。著名建築包括：

姆納拉尼清真寺、里亞德哈清真寺。毛驢保護區：因島上沒機動車輛，運輸及重型工作都須依賴驢子。 
早餐: 機場    午餐: 旅館西式  晚餐: 旅館西式 
宿: Lamu House 4* http://www.lamuhouse.com/ OR Peponi Hotel 4* http://www.peponi-lamu.com/  

03. 8/15 拉穆鎮奈洛比            
早餐後，於海岸邊拍攝人文景觀，漁民的叫賣、及並欣賞眾多的阿拉伯單桅帆船 Dhow、孩子的戲水，

美好的人文海景畫面，您將捕捉到古樸原始而純真的感動。隨後，搭機返回奈洛比。市區觀光：肯亞

塔，國會殿堂，及參觀著名小說「遠離非洲」的丹麥籍作家 Karen Blixen 故居，現已成為博物館(Karen 
Blixen Museum)，四周的咖啡園與草原已是高級住宅區。 
早餐: 旅館自助式    午餐: 旅館西式  晚餐:食人族餐廳烤肉全餐(Carnivore Restaurant)  
宿: Sheraton Hotel 5* 

04. 8/16 奈洛比→(4.5h) 山布魯國家公園  
早餐後，前往山布魯動物保護區，遼闊的草原及多石的山丘，更有艾瓦利尼羅河留經其間，地貌非常

多樣化，此地有肯亞其他地區少見的野生物種，如葛氏細紋斑馬、東非劍羚、藍腿的索馬利駝鳥，以

及十分特殊的長頸羚，特別是長頸羚前腳趴在樹上，伸長脖子拉扯樹上嫩葉的情景，已成為山布魯的

招牌景觀之一，常有花豹、獵豹出沒保護區。 
早餐: 旅館自助式    午餐: 旅館西式  晚餐: 旅館西式 
宿: Samburu Serena Safari Lodge  

05. 8/17 山布魯國家公園→(2h)納紐基→(2h)阿布岱爾國家公園  
早餐後，搭乘四輪驅動車前往阿布岱爾國家公園，首先進入眼簾的盡是純樸的農村及綠樹，極目四望，

盡是咖啡園及茶園，此二者也是肯亞重要的經濟農作。首先造訪赤道小鎮－位於肯雅山西北部，海拔

高度 1,986 米，並於赤道上腳跨南北半球之奇妙体驗。隨後，前往阿布岱爾國家公園動物保護區，地

處高山所以氣候十分涼爽，山中常有雲霧繚繞，讓人遺忘非洲的乾旱炎熱景象，天氣晴朗時此處並可

觀看到非州第一高峰吉立馬札羅山。享用西式午餐後，我們要準備過夜的簡便隨身行李，前往今晚過

夜旅館，旅館位於動物保護區內的水塘邊，是國家公園內最知名的「守」獵活動，旅館小巧精緻，還

有精心設計的觀景台，讓您可以隨時補捉動物於水塘旁飲水的畫面，本區亦有其他保護區所沒有的

BONGO(非洲大羚羊)。晚餐後，您將感受到非洲野性的呼喚，滿天的星斗伴您入夢。 
早餐: 旅館自助式 午餐:鱒魚樹屋 Trout Tree  晚餐: 旅館西式 

宿: The Ark Lodge 動物狩獵小屋 / 方舟旅館 Ark，方舟是以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為名，旅館位於高

原上，外觀像一艘大船，旅館內分為 A 甲板、B 甲板，彷如進入進入大海一樣，所有的活動空間只有

旅館內。每個房間都有一個電鈴，到了晚上，如果有獅、豹、象、犀牛，工作人員就會按鈴通知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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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8/18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2h)湯姆森瀑布→(2.5h)納庫魯湖國家公園 \(火鶴奇景) 
早餐後，驅車直奔各種鳥類的故鄉納庫魯湖保護區。途經△湯姆森瀑布 Thomson Falls，沿途欣賞瀑

布、河川、熱帶的高山植物，還可觀賞太空人阿姆斯壯在月球上唯一可看到的非洲景觀『東非大地塹』。

納魯庫國家公園它位於奈洛比西北方 155 公里，湖寬 65KM 是隨大地塹而形成，為世人所稱揚的是

此湖面皆是粉紅色的紅鶴群(Flamingo)或鵜鶘、鷸等，亦是“遠離非洲 Out Of Africa”場景之一，更證明

了數大便是美。 
除了火鶴之外，此國家公園內保育著非洲珍貴的白犀牛，有時可見母犀牛帶著小犀牛覓食的可愛景

象。 
此地是肯亞高山與草原接攘地帶，花豹、長頸鹿及狒狒時有可見。今晚夜宿國家公園區的旅館，您可

欣賞到納魯庫湖千變萬畫的美麗景象。 
早餐: 旅館自助式 午餐: 旅館西式  晚餐: 旅館西式 
宿: Sarova Lion Hill Game Lodge  

07. 8/19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3.5h)馬賽馬拉國家公園  動物大遷移 
早餐後，前往往肯亞最負盛名且擁有最多動物棲息的★馬賽馬拉國家公園保護區。我們將再一次翻越

東非大地塹，因位本地區位於維多利亞湖與非洲大地塹之間，在肯亞西南方面積約 1800 平方公里，

之後漸漸離開農業地帶，進荒涼的非洲大草原，入馬賽馬拉地區，此區最常看見的景象就是少數的游

牧民族~馬賽馬拉人趕著羊群，馬賽馬拉人鮮紅的裝扮，讓人印象深刻。當然最常可見到數以萬計的

斑馬，南非羚羊、瞪羚、非洲水牛群和大象群。午餐之後，展開第一次的動物獵奇，我們專業的嚮導

司機，帶領著我們尋找動物的縱跡。 
早餐: 旅館自助式 午餐: 旅館西式  晚餐: 旅館西式 
宿: Serena Lodge 

08. 8/20 馬賽馬拉國家公園   動物大遷移 
清晨搭乘熱汽球 Hot Balloon Migration，鳥瞰動物最讚的保護區，動物大遷移的物種光影。今天的狩

獵活動分為上下、午各一場深入保護區後親眼目睹的殘酷的自然定則；原始文化的衝擊和感動，馬拉

河是尼祿鱷和河馬的家園，也是野生哺乳動物的生命線，盼有機會在這裡看到，每年發生世界上最壯

觀的野生動物大遷徙，即人們口口相傳的馬拉河之渡，成千上萬頭角馬前赴後繼，從鱷魚的血盆大口

中掙扎向生命的彼岸，物競天澤一時竟變得如此美麗而神聖。這一切在電視上是感受不到的，非得親

身前來不可，狩獵活動彷彿您置於 Discovery Channel 的動物影片中珍貴的畫面皆從馬賽馬拉攝取，

亦將欣賞到世界第一快時速為 70km 的獵豹、大象、水牛、獅子、犀牛、花豹、獵狗 Hyena、長頸鹿

等，皆是您獵奇的對象。每年約有 450 種的鳥類在此來來往往，您知道是那些鳥類嗎?  
早餐: 旅館自助式 午餐: 西式  晚餐: 旅館西式 
宿於: Mara Serena Hotel or Mount Kenya Safari Club 

09.8/21 馬賽馬拉國家公園→(4h)奈洛比曼谷  KQ860 2325/1250+1 
早餐後由 MASAI MARA 動物保護區出發，返回首都奈洛比。遊覽市區，體會原始之外的另一面貌，

奈洛比的現代化及自由的人文氣息，藝術、風俗民情，會讓您對這現代與原始之間之奇特感嘆造物者

的神奇。午餐於 Carnivore 餐廳享用非洲烤肉大餐。這幾天來的奇特經驗，值得您一再回味，旅行家

會說：不管這一生您到過多少地方，只要您不曾到過肯亞就不能說旅行經驗完整。回味這一路驚奇刺

激之旅，相信您將永生難忘。夜晚搭機飛往香港，以便轉機飛返台北。 
早餐: 旅館自助式 午餐: 西式 晚餐: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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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2 曼谷台北 
今日飛機安抵桃園機場，結束畢生難忘的非洲之旅。回到溫暖的家。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2 吋相片 6 張。(白底彩色近照) 

3. 身份証影本 

4. 黃熱病預防接種證明書 

發現者旅行社 Discoverer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 號 5 樓 

蘇琬婷：02-25672616 轉 31 手機：0920-791176 

網站：http://www.travel104.com.tw/   

影片欣賞：Y-Tube 〜 findertou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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