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非洲衣索比亞人文·世界遺產 13天 

 



參考航班： 

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01/23 香港航空 HX255 台北 16:10 香港 18:10 2時 5分 

01/23 衣索比亞航空 ET645 香港 23:55 阿迪斯阿貝巴 05:55+1 11時 5分 

01/25 衣索比亞航空 ET124 阿迪斯阿貝巴 07:10 剛鐸 08:10 1時 0分 

01/27 衣索比亞航空 ET122 剛鐸 10:00 阿克蘇姆 11:40 1時 10分 

01/28 衣索比亞航空 ET123 阿克蘇姆 12:10 拉利貝拉 12:50 0時 40分 

01/29 衣索比亞航空 ET153 拉利貝拉 10:05 阿迪斯阿貝巴 11:05 1時 0分 

02/03 衣索比亞航空 ET170 金卡 13:40 阿迪斯阿貝巴 14:50 1時 10分 

02/03 衣索比亞航空 ET644 阿迪斯阿貝巴 23:55 香港 14:55+1 10時 0分 

02/04 香港航空 HX1830 香港 17:35 台北 19:20 1時 45分 

﹏﹏﹏﹏﹏﹏﹏﹏﹏﹏﹏﹏﹏﹏﹏﹏﹏﹏﹏﹏﹏﹏﹏﹏﹏﹏﹏﹏﹏﹏﹏﹏ 

行程內容：【以下行程供參考，本公司保有依飯店及交通及行程內容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第一天 01/23(四) 台北/香港/阿迪斯阿貝巴 

今日搭機經由香港轉機前往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夜宿機上 

 

第二天 01/24(五) 阿迪斯阿貝巴【聖三一大教堂、國家博物館】 

 

早上抵達阿迪斯阿貝巴後搭乘專車前往飯店休息。下午參觀聖三一大教堂及國家博物館。 

 

阿迪斯阿貝巴:意即「新鮮花朵」，是東部非洲國家衣索比亞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它同時也是非洲聯盟

及其前身非洲統一組織的總部所在地，位於海拔 2400公尺的高原之上。 

城市的建立地點是由衣索比亞泰圖王后所選定在這裡的溫泉旁建立一座房子，並允許貴族在這裡劃地

建房，成為建立城市的開始。在 1886年由她的丈夫孟尼里克二世所開始建設的。阿迪斯阿貝巴正北

面是海拔 3000米的恩托托山，城市座落在群山環抱的山麓階地上。城市最重要的教育場所是阿迪斯

阿貝巴大學，這所大學之前被稱之為海爾·塞拉西一世大學，當時的衣索比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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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將 Guenete Leul宮殿貢獻給大學，作為大學的主校區。 

聖三一大教堂 Holy Trinity Cathedral:在阿姆哈拉語中被稱為 Kidist Selassie，是衣索比亞阿迪

斯阿貝巴大學最高級別的衣索比亞東正教 Tewahedo大教堂。它的建立是為了紀念衣索比亞從義大利

佔領中解放出來，是衣索比亞第二個最重要的禮拜場所，僅次於阿克蘇姆的錫安聖母瑪利亞教堂。 

 

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博物館內陳列著古人類化石「露西」。露西生活的年代是大約是 320

萬年之前，曾經被認為是第一個被發現的最早能夠直立行走的人類,，被稱為人類的祖母。 

早餐:X 午餐:O 晚餐:O 

住宿:Nexus hotel或 同等級 

 

第三天 01/25(六) 阿迪斯阿貝巴/剛鐸【賽拉西教堂、法西爾蓋比城堡】 

 

今天搭乘早班機前往剛鐸 Gondar，參觀塞拉西教堂、法西蓋比城堡和浴場遺址。 

 

剛鐸 Gondar:是一個位處海拔 2,200多米的山區小城，在十七世紀時曾盛極一時，成為當時的國都，

位居貿易要道。亦是前往風光壯麗的 Simien National Park（塞米恩國家公園）的基地。 

 

賽拉西教堂 Debre Berhan Selassie Church:是全國最受歡迎的教堂之一。教堂建於 17世紀，相傳

異教徒進軍剛鐸的時候，教堂受到蜜蜂的保護才得以保留下來。因天花上有 104個大眼天使頭畫像又

被稱為天使頭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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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爾蓋比城堡 Fasil Ghebbi Castle: 在 16和 17世紀，法西蓋比城堡是衣索比亞王室 Fasilider

和他的後代居住地。該城由 900公尺長的外牆環繞，城內包括皇宮、教堂、僧院以及一些公共與私人

建築物，明顯的反映了印度和阿拉伯的影響。後來耶穌會傳教士又把巴洛克風格帶到了貢鐸，改變了

它原有的風貌。1979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浴場遺址 Fasil baths:與王宮同期建築的浴場，曾是王室的浴場，也是舉行宗教儀式的場地，每年

都有許多信徒前往朝聖。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Taye Belay hotel 或 同等級 

 

第四天 01/26(日) 剛鐸-賽米恩國家公園(車程約 2小時) 

 

早餐後專車前往賽米恩國家公園，途中會經過山卡博營地 Sankaber(海拔 3250m)、津巴瀑布 Jinbar 

Falls。 

 

賽米恩國家公園 Simein National Park:位於衣索比亞阿姆哈拉州北貢德爾地區，包括塞米恩山脈的

大部分地區以及該山脈的最高峰，也是衣索比亞的最高峰拉斯·達善峰。多年以來衣索匹亞高原遭受

了嚴重侵蝕，但侵蝕也造就了世界上最為壯觀的奇景之一，這裡山峰險峻、峽谷幽深，懸崖峭壁高達

1,500公尺。公園內也是一些極稀有動物的棲息地，比如杰拉達狒狒、塞米恩狐狸和世界上僅此一處

的瓦利亞野生山羊。1978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津巴瀑布 Jinbar Falls:水從一個完美直立的玄武岩岩面，落到一個深深的峽谷裡，落差約為 400米，

形成了壯觀的奇景，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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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Taye Belay hotel 或 同等級 

 

第五天 01/27(一) 剛鐸/阿克蘇姆【方尖碑、考古遺址、錫安聖瑪利亞教堂】 

 

今天將搭乘國內班機飛往阿克蘇姆，將前往參觀方尖碑、考古博物館、考古遺址:示巴女王浴池、皇

家墓地、示巴女王宮殿…等，還有錫安聖瑪利亞教堂(傳聞約櫃就藏在這裡)。 

阿克蘇姆 Axum:位於衣索比亞的城市北部提格里州，背靠阿杜瓦山，海拔 2,131米。這裡曾經是阿克

蘇姆帝國的首都，一個公元前 4世紀至公元 10世紀的海上和貿易大國。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把阿克蘇姆考古遺址列為世界遺產。 

根據衣索比亞中央統計局 2007年的資料，阿克蘇姆人口 47,320，其中男性有 20,774人，女性 21,898

人。75%人口信奉衣索比亞正教會。阿克蘇姆王國有他自己的書寫系統吉茲語 ，並發展出以方尖碑為

代表的獨特建築，最早可以追述到公元前 5000~2000年。 

 

阿克蘇姆方尖碑 Axum obelisks:有 1,700年歷史，高 24米的花崗岩方尖碑，重 160噸。它的基座有

兩個假門，各面都有類似窗口的裝飾。其頂部為半圓形。在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之後，於 1937年法

西斯政權將其作為戰利品運回義大利，以紀念征服衣索比亞和短命的「新羅馬帝國」的誕生。1997

年 4月，衣索比亞新政府重新要求歸還石碑。石碑於 2005年 4月 25日歸回，於 2008年 6月開始組

裝，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擇的團隊進行，2008年 9月 4日揭幕。 

 

考古遺址:阿克蘇姆曾為古代阿克蘇姆帝國時期的首都，市區仍有不少歷史遺跡。至今已超過 1,700

年歷史的方尖碑，採用花崗岩所建造，達 24公尺高，主要功能為地下墓葬的標誌，曾被義大利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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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品為由運回羅馬，直到 2008年才重回衣索比亞的懷抱。此外，此地在宗教史上也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相傳充滿法力的約櫃，即是被示巴女王偷運至此超過千年，深藏於錫安聖瑪利亞舊教堂內的地下

室。 

 

錫安聖瑪利亞教堂 St.Mary of Zion church:於 1950年時落成了錫安聖瑪利亞新教堂，並開放女性

入內參拜。錫安聖瑪利亞舊教堂僅准許男性入內，傳聞約櫃就藏在這裡的地下室。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Yared Zema hotel  或 同等級 

 

第六天 01/28(二) 阿克蘇姆/拉利貝拉【北方教堂群】 

 
早餐後搭乘早班機飛往拉利貝拉，抵達後會有專車接往飯店稍作休息。隨後前往參觀 12 世紀拉利貝

拉王朝時期在單一岩體中鑿出的教堂群。ST. (House of Abbot Libanos)，共有 11座岩石教堂。位

於海拔 2600米的岩石高原上，一共花費 24年建造。(UNESCO-1978) 

 

參觀第一組的北教堂群：Bete Medhanialem, Bete Mariam, Bete Meskel, Bete Denagl and Bete 

Golgotha Michal 教堂，和第二組的東南教堂群 Bete Gebral, Bete Merquros,Bete Emanule, 

Betelehiam, Bete Aba Libanos。 

 

https://justgotraveler.blog/2018/05/20/the-churchtown-above-2427meters-ethiopia-lalibela/#Bete%20Aba%20Libanos


 

拉利貝拉 Lalibela:是在衣索比亞北部的一個城鎮，是衣索比亞東正教的一個聖城。據 2005年的人

口普查，拉利貝拉有居民 14,668，全都為東正教教徒。拉利貝拉有不少用岩石鑿出來的教堂，為奇

景之一，據說是在 12世紀末~13世紀初，統治衣索比亞的 Zagwe王朝中，一位名作拉利貝拉的國王

下令建造。拉利貝拉自公元 4世紀開始歸信基督教東正教會。西元 1187年，猶太人的聖城耶路撒冷

為穆斯林攻占，信奉基督教的拉利貝拉聽聞此事件後決定在 Roha興建第二個耶路撒冷。憑著年輕時

曾拜訪過耶路撒冷的記憶，拉利貝拉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岩石教堂，將建物群分做二類：人間的耶

路撒冷與天堂的耶路撒冷，中間以約旦河隔開，當時 Roha也被定為衣索比亞的首都。 

拉利貝拉王死後，直到 16世紀，這個遺世獨立的鄉村小鎮才開始被外界所發現，並以“活石”的形

式雕刻出來的教堂聞名於世，後人稱為拉利貝拉岩石教堂，在岩石建築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當地更盛

稱為世界第八大奇景或東非耶路撒冷。 

 

救世主聖家 Bete Medhane Alem:是世界上最大的單體教堂。最東邊的 Bete Medhane Alem。以凝灰岩

雕刻而成的教堂外觀，呈現出深粉色，與棕黃色土和綠葉樹木相襯的和諧。教堂牆面搭配阿克蘇姆

(Aksumite)式十字架及鑰匙孔(Keyhole)般的窗戶，就像是原生於這塊土地，或是從地底長出來似的，

教堂的外表與環境融為一體，絲毫不突兀。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單體岩石鑿成的教堂，高度 11.5米，

面積近 800平方米(8,610平方英尺)，內部由 36根柱子支撐，外部由 36根柱子支撐。 

 

瑪利亞聖家 Bete Maryam:據說是拉利貝拉十一個岩石教堂中最古老的。也因為其豐富的彩繪和雕刻

裝飾，是國王 Gebre Mesqel Lalibela的最愛；身為遊客，同樣也為這個麻雀雖小，但色彩繽紛的教

堂所印象深刻。有卍字形(crux gammata)、聖安德烈十字(也就是叉叉形，crux decussata)及拉丁十

字(Latin cross)形式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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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6%99%AE%E6%9F%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A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十架聖家 Bete Meskel:緊鄰 Beta Maryam牆邊，Bete Meskel其內部空間被四根柱子分隔，並加以希

臘十字架裝飾內部。在外面，有著唯一一個朝南的門面，23米長、3.4米高，裝飾著十個美麗又低調

的拱廊，象徵著十誡。 

 

各各它聖家 Bete Golgotha Michal:教堂裡包含許多聖人浮雕、四位福音傳道者(馬太、 馬可、 路

加、 約翰)。Bete Golgotha、Debre Sina-Mikael和亞當的墓 Tomb of Adam三個連在一起，真是把

我搞糊塗了，根據文獻中 Bidder的說法，Tomb of Adam這塊巨石代表一個異教徒的祭壇；而普遍被

接受的解釋則是，他可能是被當作引導進入教堂的複合體，因為"基督被視為一個新的亞當，並且人

們相信基督的十字架是放置在亞當的墓前"，就是說亞當(的墓)跟基督(的教堂)基本上是互有連結

的，很深的涵義吧! 

 

東南教堂群-加百列與拉斐爾天使長之家 Bete Gebral:的主柱高 16米，整個建築物的尺寸為

19.5×17.5 米，底下溝渠深達 8~10米；說是教堂，入口卻像是個洞穴入口，要塞的設計又像是一座

堡壘；裡面有兩個空間，用來作為 Raphael和 Gabriel的禮拜堂。 

 

以馬內利聖家 Bete Amanule:它是拉利貝拉東南區唯一的獨立式教堂，同時也是拉利貝拉的第二大教

堂；長 18.5米，寬 12.5米，如同其他很多教堂一樣，是從地面往下挖掘建造而成的，位於長 29米，

深 11米的底部。除了方正的外型外，他的三層樓精心雕刻。 每層樓都有不同風格的窗戶，如阿克蘇

姆(Aksumite)式十字架及鑰匙孔(Keyhole)型式等，據說其牆壁上留下了許多洞是二十世紀後期的內

戰和地區戰爭所留下的彈孔。 

 

阿爸利伯諾斯聖家 Bete Aba Libanos:在拉利貝拉的教堂中獨樹一幟，因為他的屋頂和地板依然附著

在地層上。它的許多建築特色，如簷壁裝飾，都是阿克蘇姆派。另外，儘管從外面看起來很大，但內

部其實很小。柱頂的雕刻角落代表天使的眼睛。據說它是在拉利貝拉的妻子 Meskel Kebra在一個晚



上中，得到了天使們的幫助建造的。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Panoramic hotel  或 同等級 

 

第七天 01/29(三) 拉利貝拉/阿迪斯阿貝巴-阿瓦薩【阿瓦薩湖遊船】 

 

今天搭機前往阿迪斯阿貝巴抵達後由專車接往南部大城-阿瓦薩。安排阿瓦薩湖遊船，這裡棲身著許

多五彩繽紛的水鳥，如:非洲大鸛鳥、鵜鶘、林地翠鳥、非洲侏儒翠鳥…等，沿途有機會看到河馬、

疣猴、黑長尾猴和狒狒。  

 

阿瓦薩 Awassa:是東非大裂谷阿瓦薩湖旁的城市，南方各族州的首府。 

 
阿瓦薩湖 Lake Awasa:是衣索比亞的內流盆地，位於南部的東非大裂谷，長度 16公里，闊度 8公里，

湖泊面積 129平方公里，最大深度 10米，海拔 1,708米，也是衣索比亞最有名的旅遊勝地之一。阿

瓦薩湖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湖裡魚多，岸邊猴子多，天上鳥兒多。它們和人類都親密的相處在一起。

近處的湖面生長了許多繁茂的水草，目光盡處是淺黛色的山巒，近岸處是一片濕地，魚市就在阿瓦薩

湖畔。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South Star hotel  或 同等級 

 

第八天 01/30(四) 阿瓦薩-咖啡產區耶加雪夫【咖啡園】-阿巴明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D%9E%E5%A4%A7%E8%A3%82%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D%9E%E5%A4%A7%E8%A3%82%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5%90%84%E6%97%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6%B5%81%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D%9E%E5%A4%A7%E8%A3%82%E8%B0%B7


 

早餐後專車前往咖啡產區耶加雪夫，參觀咖啡園，您可以在這裡悠閒享受美好的咖啡時光。下午將前

往阿巴明曲。 

 

耶加雪夫 Yirga Cheffe:衣索比亞蓋德奧地區的一個城鎮，海拔高度在 1880公尺到 1919公尺之間。

它是耶加雪夫區的首府，也是咖啡的重要產地。該城鎮所生產的咖啡，以俱有柑橘類的香氣而聞名，

因此該城鎮附近所生產的咖啡豆，只要有柑橘風味的，亦稱為耶加雪夫咖啡。 

 

阿巴明曲 Arbanminch: 在阿姆哈拉語中意為“四十眼泉”，即以城市下方山脊底部繁多的泉水而命

名。主城區正對著通往內基薩國家公園（Nechisar National Park）的上帝之橋。海拔 1,285公尺，

人口有 8萬人， 住民以 Gamo族為主，為衣索匹亞重要的水果產地，尤其是國內不太常見的芭樂可以

在這裡吃到。另外也像其他湖畔城市一樣也有著豐富的水產，但與其他城市的區別在於阿巴明曲的水

產還包括鱷魚。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Emerald resort  或 同等級 

 

第九天 01/31(五) 阿巴明曲【查莫湖遊船、鱷魚市集】-圖米【Key Afar市集】 

 

早餐後，安排搭船遊覽查莫湖，前往鱷魚市集 Crocodile Market看野生尼羅河鱷魚在河馬池中曬太

陽。這裡的鱷魚體型要比鱷魚養殖場的大很多，很多都在 4米以上。午餐後將前往圖米，途經 Key Afar

市集 

 

查莫湖 Lake Chamo:是衣索比亞南部南方各族州的湖泊，位於東非大裂谷。湖長 32公里、闊 13公里，

湖泊面積 317平方公里，最大深度 14米，集水區 18,575平方公里，海拔 1,100米。野生動物包括河

馬、尼羅鱷和尼羅尖吻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3%E7%B4%A2%E6%AF%94%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3%E7%B4%A2%E6%AF%94%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96%E5%95%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96%E5%95%A1#%E9%9D%9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5%90%84%E6%97%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D%9E%E5%A4%A7%E8%A3%82%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7%BE%85%E9%B1%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7%BE%85%E5%B0%96%E5%90%BB%E9%B1%B8


 
Key Afar市集:位於四個部落相交之處，可以看到悍馬族、Benna族、Tsemai族和 Ari族，屬於多民

族市集。各部落的商品如阿里部落（Ari）、土聖梅部落（Tsemay）以及賓拿部落（Banna）等，都聚

集在此交易。 

 

圖米 Turmi:是衣索比亞西南部南方各族州南奧莫地區的市集小鎮，海拔 925米。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Emerald resort  或 同等級 

 

第十天 02/01(六) 圖米-卡羅【康加坦村】-金卡 

 
今天前往康加坦村拜訪念加敦部落，渡過歐莫河前往柯爾秋的卡蘿部落。卡蘿族是歐莫河河谷最小的

部落卻擁有最美麗部落的稱譽。 

 

卡羅 Karo:他們會用石灰粉及花草萃取的色素彩繪在臉上、胸前、手臂及腿部，每個人似乎都是天生

的藝術家，以身體做為畫布，巧手地用點、線、面等幾何圖形構圖在黝黑的皮膚上。當我們來到卡羅

族部落時，可能是時間還早，有些人還正在上妝呢！你可以看到他們互相為對方細心地調色上妝，在

身上、臉上繪出繽紛亮麗的圖形，而這些漂亮的圖騰的確也吸引觀光客的目光，為自己賺進不少拍照

小費。 

卡羅族男人有著獨特的圓髻髮型，也會在耳朵穿上 5 個耳洞；女孩的頭髮則是用赭色泥塗抹在髮上

後，再塑型為小圓球型狀。特別的是，男女都會在下嘴唇穿個洞後，插上羽毛或釘子等飾物。對遊客

而言，在此地要分辨是小男生或小女生是個難題，因為他們都有著一頭短短的捲髮，也都光著上身。

後來才知道，只要是下半身有圍著「布」的，就是女生。 

康加坦村 Kangenten:屬於 Nyangatom族，曾是一個好戰部落，女性會戴非常多的項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5%90%84%E6%97%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5%90%84%E6%97%8F%E5%B7%9E


 
金卡 Jinka:是衣索比亞南部南方各族州的市集小鎮，海拔 1,490 米。金卡市內有電力供應、電話、

郵遞服務、銀行和醫院。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Jinka Resort   或 同等級 

 

第十一天 02/02(日) 金卡-默西【盤唇族、南奧莫研究中心與博物館、阿里部落】-金卡 

 
早餐後搭車前往位於馬果國家公園的摩西部落-唇盤族，下午返回金卡的途中，將會參觀南奧莫研究

中心與博物館，了解更多部落文化。接著前往拜訪阿里部落。 

 

馬果國家公園 Mago National Park:是衣索比亞的國家公園之一，位於南方各族州，處於阿迪斯阿貝

巴以南於 782公里，佔地 2,162平方公里，馬果河貫穿國家公園，成立於 1979年，最高點是海拔高

度 2,528米的馬果山。 

 
默西 Mursi:又叫盤唇族，生活在衣索比亞南部的奧姆谷地，默西族少女從十歲開始就要進行置盤手

術，隨著年齡的增長，盤子也越來越大。非洲莫西族和外界基本不交流，五千人的民族擁有自己的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5%90%84%E6%97%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5%90%84%E6%97%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BF%AA%E6%96%AF%E9%98%BF%E8%B2%9D%E5%B7%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BF%AA%E6%96%AF%E9%98%BF%E8%B2%9D%E5%B7%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9E%9C%E6%B2%B3


言，現在還保留著物物交換的規則，盤子越大的姑娘在結婚的時候收穫的彩禮也更多。 

 
南奧莫研究中心與博物館 South Omo Museum and Research Center:是由外國人在此修建的，在一座

小山山頂的矮小的房子內，展示了奧莫河谷多個部落民族的日常用品，詳細地介紹不同部落間的生活

習俗，能快速地熟悉不同部落文化。 

 

阿里部落 Ari village:位於馬果國家公園的北部，以農業為主且較早接觸現代化的部落。女性以販

售陶器及穿著 enset香蕉樹製成的裙子聞名。婦女手臂上有手鐲，腰部會搭配環繞的珠子裝飾，多個

耳洞。但因為較早接觸現代化，在市區或較熱鬧的市集已經鮮少看到穿著傳統服裝的女性。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Jinka Resort   或 同等級 

 

第十二天 02/03(一) 金卡/阿迪斯阿貝巴【莫喀多露天市集】/香港 

 
早餐後搭機返回阿迪斯阿貝巴，抵達後前往參觀非洲最大的戶外市集，在這裡您可以盡情的購物。今

晚特別安排享用衣索比亞特色餐，並欣賞傳統舞蹈。今天將搭機前往香港轉機。 

 

莫喀多露天市集 Merkato open air market:是全非洲最大的露天市集，許多婦女在路邊賣蕃茄、洋

蔥、胡蘿蔔等農產品，賣水桶的堆得像座山，香料店內貨品滿到幾乎沒有轉身的空間。 

早餐:O 午餐:O 晚餐:O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三天 02/04(二) 香港/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這趟難忘的伊索比亞之旅。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表視航空公司班機的確認，本公司保留有做行程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行程資料為準。) 

 

出發日期: 2020年 01月 23日 

售價:189,800元                                           訂金每席:50,000元 

團費包含: 

全程經濟艙機票、行程所列住宿(兩人一室)、衣索比亞落地簽證、行程所列餐食、景點門票、

小費(司機、導遊、領隊)、二百萬元旅遊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 

護照新辦費用、桃園國際機場來回接駁車、行程所述內含費用外之私人消費、如餐費、飲料

費、電話費…等等、行李超重費、行李小費、個人旅遊平安保險…等。 

 

衣索比亞旅遊注意事項 

一、 出發前的準備 

衣索比亞為瘧疾主要的流行地區。瘧疾通過雌性蚊叮咬來傳播，並非所有的蚊子都可以傳播瘧疾，為

避免受瘧疾感染，主要還是以避免受蚊子的叮咬並做好防疫措施為主。 

預防接種，並帶黃皮書出國。請參考疾管署網頁及衣索比亞旅遊處方箋， 

(1)備奎寧藥 

(2)攜帶含 DEET 水劑的防蚊液，也可有效預防跳蚤（網路推薦品牌夏蚊防蚊液含 33%DEET） 

(3)蚊蟲叮咬止癢藥膏及一般性個人藥品。 

 

二、 氣候與穿著 

衣索比亞與台灣季節相同，12月早晚溫差大，白天氣溫可達 25-33度，但入夜之後降至 15-20度。

早上出門時要隨身準備一件外套。氣候較台灣乾燥，濕衣快乾。 

 

三、 通關與入境 

入境衣索比亞辦理落地簽證，請自備 2吋大頭照與黃皮書。入境簽證手續較為繁瑣，可能會耽擱時間，

可利用時間上如廁及換鈔。貨幣 Birr（ETB）美金兌當地貨幣 1 USD＝28 ETB，1 ETB ＝1.1 TWD。

國內班機通關手續並不嚴格，但因缺乏 X 光機等設備，仍需仰賴人工檢查。 

 

四、 吃在衣索比亞 

早餐以飯店內的簡易或自助早餐為主，和一般美式早餐有差距的。午晚餐以當地套餐或自助餐為主。

餐食大多為當地料理或西餐。午晚餐皆含水、飲料，許多午餐也提供茶、咖啡等，但不含酒類飲料。

飲用水請用礦泉水或沸水，飯店內並無熱水瓶及煮水設備。 

 

五、 住在衣索比亞 

預定使用的飯店請參考行程說明。浴室僅提供香皂及浴巾等簡易盥洗用具，

請自備洗髮乳、沐浴乳、毛巾、牙膏、牙刷、拖鞋等。飯店大都未有吹風機

配備，建議自行攜帶。電壓 220-240伏特，帶雙圓孔轉換插頭。部分飯店住

宿只能稱上簡單乾淨，條件不是很好，亦有限水和電力不足問題，此外熱水

和水量的供應也不太充足，建議不要太晚洗澡，以免沒有熱水。南部的飯店



房間內皆有提供蚊帳的設備。 

 

六、 行在衣索比亞 

南部旅行為四人一輛吉普車（不含司機）。長途行車每隔 1.5 小時至 2 小時會停車休息，如無法找

到比較乾淨的廁所使用，需以自然方式解決，應備濕紙巾及小垃圾袋。南部行車路況不佳，沿途黃沙

滾滾，請自備口罩、枕頭及防曬用品。行程進行中，有時會有延誤用餐或長途拉車之情形，可自備一

些零食。經常使用或當日可能使用到之物品如傘、底片、生理用品等請於前一日備妥於隨身行李，避

免開啟拖運行李車箱。 

 

七、 換匯及購物 

出發前購買美元，小額美元及一元現鈔較為方便購物付費及支付部份場合之照相費、小費（如床頭或

有現場表演之場合）。房間行李服務費在行李送進房間時，可酌予小費二件一元美金，房間床頭小費

每間一元美金。購買商品或拍照，仍需使用當地錢幣，請勿向黑市換錢。信用卡的使用十分不普及，

僅限於較大的商店、餐廳及旅館。商品多未標價，務必問清楚價格。 

 

八、 旅遊及拍照安全 

在旅行途中，如想與居民拍照務必先行邀請，在南部邀請拍照通常需付 1-5 Birr，北部則可以筆類

代替，否則建議以長鏡頭遠距離拍攝。在機場、邊境及軍事機構、行政機關請勿拍照。當地一般治安

尚稱良好，出門在外並不會令人產生不安全感。但仍建議避免晚間單獨外出，外出時不要隨便給予糖

果、筆及錢等，以避免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