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天 肯亞、坦桑尼亞『東非獵奇、原野追蹤』 
暢遊：肯亞：奈羅比、瑪賽瑪拉//坦桑尼亞：塞倫蓋蒂、恩戈羅恩戈羅、吉力馬札羅

 

 

『閃亮推介』 

『無邊無際的平原』塞倫蓋蒂野生動物保護區 

馬賽語 Siringet,指的就是無邊無際的草原，於一望無盡的

草原上，幾乎所有在東非看到的大型動物都可在這裡找到 

『動物大遷徙』瑪賽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全球最知名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面積雖只有塞倫蓋蒂4%，

但卻擁有了最精華的動物奇觀。每年 4-6 月的雨季過後，

隨之而來的就是 7-10 月世界奇觀 - 動物大遷徙。 

『生態系統及人類進化教科書』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 

面積 260 平方公里、深 600 多米的死火山口，擁有 2 萬 5

千頭大型動物，捕獵者與被獵者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奧杜威峽谷更是發現二百萬年前人類始祖的地方。 

『極致享受』 

~乘坐卡塔爾航空，凌晨航班出發同日到埗，細心之選！ 

~首晚住宿奈羅比五星級酒店，休息整頓出發探險非洲。 

~全程安排開篷四驅車穿梭野生動物保護區，『四人一車』

追蹤野生動物，以確保充裕空間及時間獵影，尊貴之選。 

~重本安排日出熱氣球之旅連香檳早餐，以全新角度欣賞

一望無際的原野世界 

~乘小型飛機由瑪賽瑪拉飛往塞倫蓋蒂，節省一整天行車

時間。 

~重本安排住宿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區兩晚，飽覽火山口景

緻，亦免卻舟車進出園區，更充足時間遊玩。 

 

 

 

 

 

 

 

 

 

 

 

 

 

 

 

 

 

 

 

 

  

Tour Code: FKTA09 

新西蘭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動物大遷徙 

2 人成行(需待酒店及機票確認,)  

8 人或以上安排香港領隊隨團出發 

8 人以下由當地英語司機兼導遊接待 

 

一次過暢遊東非 

三大自然保護區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9 

早 航機上 酒店餐廳 熱氣球香檳早餐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晚 
Carnivore 餐廳 

非洲燒烤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部落歌舞晚宴 

Boma Dinner 
酒店餐廳 航機上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AFR19-005-1008          

  

第 1 天 香港奈羅比(肯亞)                                                    
Hong Kong  Nairobi(Kenya)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
卡塔爾航空經多哈轉機飛往肯亞首都奈羅比。抵達後前往酒
店休息整頓，準備迎接刺激的動物追蹤之旅。 
I奈羅比：肯雅首都，由於位於海拔 1,660 米的高原之上，
所以氣候與酷熱的非洲略有不同，全年氣溫大約 10-25 度。 
：豪華 Villa Rosa Kempinski 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奈羅比~東非大裂谷~奈瓦沙湖~ 瑪賽瑪拉野生動物保   
護區~下午動物追蹤                                                                              
Nairobi~ Great Rift Valley ~Lake Naivasha ~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 ~PM game drive                                       
早餐後，驅車前往瑪賽瑪拉保護區，下午進行動物追蹤。 
瑪賽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建於 1961 年，面積達到 1,800
平方公里。世上最著名及最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區內擁有 95
種哺乳類動物和逾 400 種鳥類，被譽為「追蹤動物天堂」。每
年七月數以百萬計角馬、斑馬等會由瑪賽瑪拉往塞倫蓋蒂追逐
水草，並於約十月返回瑪賽瑪拉，形成每年難得一見的生態奇
觀 –「動物大遷徙」。 
I東非大裂谷、奈瓦沙湖 
：Masai Mara Governor’s camp 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熱氣球之旅連香檳早餐~瑪賽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動物追蹤                                                                 
Hot air balloon with champagne breakfast~ 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 ~ Game Drive                                                                               
早餐後，乘坐熱氣球於日出之時欣賞壯麗大草原，於草原上享
用香檳早餐後返回酒店稍事休息，及後展開越野獵奇。 

日出熱氣球及香檳早餐：清晨於酒店出發，登上熱氣球， 徐
徐升上天上，於半空之中，看著光柱由雲層背後透出，再而 旭
日初升，草原上生機處處，蔚為奇觀。其後熱氣球於草原上 著
陸，並享用叢林早餐，為熱氣球旅程作完美終結。 
瑪賽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動物追蹤：乘坐獨特設計的四驅
車(車上備有望遠鏡)，於專業導遊帶領之下進入動物保護區。
除了非洲 Big Five 外，更可一睹河馬、斑馬、獵豹、葛氏瞪羚、
東非黑面狷羚、柯氏狷羚、飛羚、鱷魚、長頸鹿等。 
：Masai Mara Governors Camp 或同級 
第 4 天 瑪賽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塞倫蓋蒂野生動物保護區   
(坦桑尼亞)~下午動物追蹤                                                   
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Tanzania)~ PM game drive                                                                          
早餐後，乘坐內陸機前往邊境進行過關手續，過關後將乘內
陸機前往塞倫蓋蒂野生動物保護區，下午進行動物追蹤。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1981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當地語

中又可解釋為「無邊無際的平原」，國家公園面積達到 14,760
平方公里，由坦桑尼亞北部一路延伸至肯亞的瑪賽瑪拉野生
動物保護區，在廣闊的平原上，逾百萬頭草食性動物追逐水
源及食物，重覆著已有數十萬年歷史、史詩式的動物大遷徙。
沿途危機四伏，歷盡生老病死，更是大自然每年一次最壯觀
的動物嘉年華。 
：Melia Serengeti Lodge 或同級 
第 5 天 塞倫蓋蒂野生動物保護區~全日動物追蹤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Full Day Game Drive                                          
早餐後，進行全日動物追蹤。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乘坐獨特設計的四驅車，於專業導遊帶
領之下進入動物保護區繼續追蹤野生動物之旅。 
：Melia Serengeti Lodge 或同級 
第 6 天 塞倫蓋蒂野生動物保護區~奧杜威峽谷~ 恩戈羅恩戈羅

自然保護區~下午動物追蹤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Oldupai Gorge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PM game drive                                                                        
早餐後，前往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於酒店享用部落歌
舞晚餐 Boma Dinner。 
奧杜威峽谷：被稱為人類的搖籃，因為在峽谷的遺蹟中發現
了多處早期能人的遺蹟和遺骨化石。是研究人類進化史的重要
場地。 

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保護區佔地約8,288 平方公里， 
精華在於深 600 多米的死火山口內。於這個平均海拔達 1,600
多米，自成一角的『生態系統』。除了親睹極珍貴，瀕臨絕種
的動物，考古學家曾經於保護區內發現了二百多萬年前，人類
祖先南猿、巧人以及直立原人的化石。而是次發現亦令保護區
列入《世界文化及自然雙遺產》。 
：Ngorongoro Serena Lodge 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火山口動物追蹤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Ngorongoro Crater Safari                                           
早餐後，前往死火山進行動物追蹤。 
火山口動物追蹤：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被譽為全東非最佳觀
賞五大動物的地方，因此極受動物追蹤愛好者追捧。一般於恩
戈羅恩戈羅停留最少兩晚，方能走畢最精華部份。 
：Ngorongoro Serena Lodge 酒店或同級 
第 8/9 天 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吉力馬札羅  香港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Kilimanjaro Hong Kong                    
早餐後，乘坐卡塔爾航空經多哈返回香港。 
(註：黃熱病流行於非洲和中南美的熱帶地區。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除了有禁忌症人士

外，所有年齡 9 個月或以上需往返有感染風險地區的旅遊人士接種疫苗。詳情請參閱

衛生署網頁:https://www.travelhealth.gov.hk/tc_chi/vaccine_prophylaxis/yellowfever.html)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