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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航空 非洲假期 
出國旅遊可與外籍人士交朋友，又可練習英文，一舉兩得 

 

 

 

 

   

  

1. 搭乘最便捷、飛行時間最短的肯亞航空B787-800新款客機造訪東非最著名、

最精華的景點。 

2. 肯亞部份(第 2 天在 7-9 月除外)以六人座的狩獵專用車 4 x 4 land cruiser 造

訪各地名勝。 

3. 狩獵 Safari於Discovery 頻道經常介紹聞名遐邇的『馬塞馬拉自然保護區』。

此地更是東非百萬動物大遷徙的源頭。 

4. 造訪世界最大的百萬紅鶴棲息地『納古魯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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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亞、維多利亞瀑布 12 天 
(肯亞、尚比亞、辛巴威、波茲瓦納 4 國)  

2 人 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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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觀肯亞著名的 Bomas 民族文化村，欣賞 32 個不同種族的舞蹈表演及 11

個部落的文化，進一步了解非洲肯亞各部落的生活起居與歌舞表演。 

7. 特別安排燒烤餐於世界排名 50 名著名的 Canivore 享用動物烤肉。 

8. 訪肯亞 5 個世界知名野生動物公園、或保護區： 

A. 奈洛比國家公園，見證肯亞政府復育野生動物的成果 

B.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獨特的旅館建築，可半夜於旅館陽台觀賞野生動物

聚集，並可近距觀賞野生動物。 

C.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觀賞著名的「紅鶴」和「塘鵝」和白犀牛的國家公

園。(註：若湖水水位過高時，紅鶴因而覓食湖底浮遊生物困難，紅鶴

數目會隨之減少) 

D. 奈瓦夏湖：東非大裂谷區的淡水湖，是河馬、魚鷹與 400 多種鳥類的棲

息地。 

E. 馬賽馬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著名野生動物保護區，全球觀光客慕名而

來(註: 電視頻道播放的野生動物大遷徙，於每年 7~ 10 月間進行，但時

間不能確定，要觀賞野生動物正在渡河的場景，更是可遇不可求)，此

期間旅館價格高漲，一房難求。更有因一隻獵豹而其四周佈滿狩獵車隊，

呈現在野生動物保護區觀光客比動物多的真實笑談。唯僅草食性動物如

斑馬、牛鈴、羚羊才因水草而遷移；其餘如豹、獅子等肉食性動物並不

遷徙，代表仍然有很多草食性動物供其食用，因此要前往肯亞狩獵之旅，

平季時前往也是另一個好選擇！ 

9. 維多利亞瀑布主要特色:  

A. 特別安排維多利亞瀑布小鎮著名的 Boma 餐廳享用動物烤肉並欣賞舞

蹈。 

B. 參觀辛巴威、尚比亞兩國邊界的世界三大瀑布的維多利亞瀑布，為非洲

最著名景點之一。 

C. 前往波玆瓦納世界大象數量最多的國家公園之一『丘比 Chobe 國家公

園』。 

D. 於辛巴威境內搭船暢遊尚比西河，欣賞日落與兩岸風光 ! 

E. 住三宿於維多利亞瀑布小鎮四星級 Kingdom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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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87-800 客機 

  

商務艙 180度全平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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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洛比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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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地圖 

 

 

 

辛巴威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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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斯頓(尚比亞)、維多利亞瀑布、丘比國家公園(波玆瓦納)位置圖 

 

 

出發日期：每星期日出發 

價格： 

1. 每人 NTD155,000 起(雙人房計) 2017 年 4 月 23 日--6 月 24 日， 

2017 年 11 月 5 日--12 月 23 日 

2. 每人 NTD168,000 起(雙人房計) 2017 年 6 月 25 日---9 月 30 日 

3. 每人 NTD159,000 起(雙人房計) 2017 年 10 月 1 日--11 月 04 日， 

2017 年 12 月 24 日- 2018 年元月 5 目 

4. 6-11 歲小孩與二位大人同住一房時，小孩減收 NTD 25,000。 

5. 指定單人房：加收 NTD28,000 

訂金：每人 NTD40,000，其餘款項於領取機票及住宿券時繳清。 

註: 1. 若指定 2 人一部車單獨旅行，則每車加收 NTD20,000 元。(driver guide) 

2. 若另外指定增加一名肯亞當地中文解說員，並單獨一車(2-6 人) 旅行，每

部車費用加收 NTD30,000。其小費由旅客另行支付。 

3. 報名後 30 個工作日內(不含國定例假日)，若機位或簽證無法取得，主辦單

位可無責退還訂金，旅客不可要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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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至肯亞、李文斯頓(維多利亞瀑布)來回經濟艙機票及稅金(肯亞航空

亞洲至非洲之洲際航線使用 B787-800 新客機，可加價升等全平趟之商務

艙，費用另計。) 

2. 餐食: 行程表中註明之 B代表含早餐 breakfast，L代表午餐，D代表晚餐，

已包含在內。未標示者代表於機上用餐或不含在內。 

3. 有★符號者，代表含門票或費用 

4. 肯亞使用狩獵專用四輪傳動 6 人座 land cruiser(第 2 天在 7-9 月除外)，維

多利亞瀑布行程則為一般車輛。 

5. 行程辛巴威、尚比亞、波玆瓦納等 3 國簽證費用，請掃描有照片之護照

頁(傳真之護照影本因清晰度不佳，無法使用)。請附上三個月內照片乙

張。 

6. 旅遊責任保險與履約保證保險。 

7. 旅遊時提供車上礦泉水。遊覽維多利亞瀑布時提供雨衣，以防水霧淋濕。 

 

 

 

 

1. 出發前 15 日施打黃皮書費用 (註：2016 年 7 月 11 日起施打黃熱病疫苗

為終生有效，黃皮書及護照請務必攜帶出國。台北馬階、台大家醫科看

診。若以前有施打仍在 10 年有效期內之黃皮書，則可不用再施打，可不

必施打其他針劑或其他如瘧疾藥物)。請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旅遊醫

學合約醫院：(http://www.cdc.gov.tw)  

2. 肯亞簽證費用 USD 51 (16 歲以下與父母同行免簽證費)，最晚需於出發前

10 天提出申請，請掃描有照片之護照頁(傳真之護照影本因清晰度差，無

法使用) ，加上照片乙張。 

肯亞 ecitizen 網站：https://www.ecitizen.go.ke/ 

3. 司機兼導遊之小費(USD5 – 7 元,每人/每日 )、機場/旅館行李員小費。 

4. 用餐時之礦泉水或飲料費用。 

5. 行程內不包含之觀光行程如：肯亞馬賽馬拉之馬賽土著村 NTD1,000，1

小時馬賽馬拉熱氣球之旅 NTD15,000(視當日早上氣候狀況而定，請於報

名時同時報名，若氣候不佳行程無法進行時，原價退回)。 

6. 旅途中私人所需開銷費用。 

 

 

 

 

【包含費用】 

【不含費用】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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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照效期至少要有 7 個月以上，且有四面之空白頁，以利當地移民局蓋章。

新申請之護照，請務必自行簽名。 

2. 出發時請確認黃皮書、護照是否攜帶。肯亞貨幣為肯亞先令 Schilling，ISD=100

先令，維多利亞瀑布三國可使用美金，請準備小額美金現鈔或信用卡。 

3. 肯亞狩獵行程每次約 2 個小時左右，期間無法上洗手間，因此出發前用餐儘

量少喝水及咖啡！ 

**4.維多利亞瀑布 3 國簽證共需 25 個工作天數(不含當地例假日)，因此最晚報名

截止日為出發前 30 天。 

5. 若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航班延誤…等因素，必須更改行程時，本公司

有改變行程之變動權，或依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規範為依據。 

6. 當地重要機構之建築物外觀不可拍照，當地人士未經許可不可自行拍照。 

7. 強烈建議自行額外辦理旅遊平安險及行程、行李延誤險 

8. 報名時請簽立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以符觀光局規定。 

9. 正確航班、旅館與行程，以確認後為準，表訂行程內容及旅館品質在不縮減

原則下，主辦單位擁有變異權。 

**10.特別注意： 

此行程為參加肯亞當地業者舉辦之定期出發團體，無領隊陪同，並且與外

籍人士合團，因此必需具備英文能力，才合適參加，觀光時為英文司機兼

任導遊(driver guide)。維多利亞瀑布行程則為單獨觀光，使用一般車輛為專

屬車子不參與外人，全程無領隊陪同，使用英文導遊無中文解說員，因此

必需具備英文能力，才合適參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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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星期日) 桃園/高雄機場--曼谷   

飛機航班:台北出發 TPE-BKK  TG-635 2005/2250 或 

                          BR-205 2045/2330 (飛行時間 3:45 分)   

飛機航班:高雄出發 KHH-BKK  CI-839 1455/1725 (飛行時間 3:30 分 

(請於起飛前 2 小時到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記得攜帶肯亞簽證與黃皮書) 

下午搭機經曼谷，轉機飛往”人類起源的搖籃-肯亞。夜宿機上。 

 
第 2 天 (星期一) 曼谷-奈洛比 Nairobi (L, D) 

飛機航班: 曼谷-奈洛比 BKK-NBO  KQ-887  0115/0615 (飛行時間 9 小時) 

清晨抵達奈洛比機場，隨即搭乘一般六人座車子造訪位於機場旁的★奈洛比國家

公園以最接近人類方式發展動保，它是世界上唯一在首都地區成立動物保護區的

自然國家公園，擁有各種野生動物和鳥類，它更是肯亞最成功的犀牛保護區之一，

遊客在下機最短時間內可以看到獅子、黑犀牛、非洲水牛的自然棲息地，此公園

為距離首都最近的國家公國，加上肯亞採取復育野生動物的措施，因而野生動物

匯集。午餐於電影”遠離非洲 Out Of Africa” 真實故事主角 Karen Blixen 莊園的

Tanambo 餐廳，後迎往旅館休息，調整時差，晚餐於旅館。 

夜宿 Eka Hotel – http://www.ekahotel.com/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星期二) 奈洛比 Nairobi—阿布岱爾國家公園 Aberdares National  

Park(B, L, D)  

早餐後搭乘四輪傳動狩獵專用之 land cruiser 車子前往阿布岱爾國家公園基地酒

店午餐(180km，2.5 小時車程)。後進入★阿布岱爾國家公園休息，以解長途飛行

之疲勞。睌餐於酒店內。午夜可在旅館頂樓陽台上觀賞各種草食動物前來水池邊

飲水，而獅子等野獸尾可能隨其後捕食草食動物之現場實景。(注意：6 歲以下小

孩不可入住此公園酒店，必須住宿於公園外旅館) 。 

夜宿: 樹頂 Treetops 旅館或同等級 http://www.aberdaresafarihotels.co.ke/ 

 

  

第 1 天 

第 3 天 

第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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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星期三)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納庫魯國家公園 Nakuru national park-- 納 

瓦夏湖國家公園 Naivasha national park(B, L, D)  

早餐後前往經東非大地塹，觀賞大地塹獨特地理景觀，後前往納庫魯國家公園享

用午餐。(180km，2.5 小時車程) 。此地世界最大的紅鶴賞鳥勝地 - ★納庫魯湖

國家公園，觀賞上萬隻紅鶴棲息的納古魯湖區(注意: 若遇湖水高漲，因紅鶴覓食

湖底之浮遊生物困難，可能紅鶴數目大幅減少) 。這裡也是肯亞著名的白犀牛自

然保護區。後前往納瓦夏國家公園休息(70km，1.5 小時車程) ，聞名的影片”遠

離非洲 Out of Africa”的部份場景即在此地拍攝。 

夜宿: Naivasha Country Club 或同級  http://sunafricahotels.com/ 

 

 

 

第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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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Nakuru 

全世界最大的紅鶴棲息地，最多可達 200 萬隻，占全球的 1/3，是一個鹽份含量極高的

湖泊，湖中的鹼性成分供養了許多藍綠海藻和矽藻類，對鳥類而言是牠們的超大糧倉。 

當牠們一齊振翅飛向天際、天空被一片片粉紅色翅膀交織而成布幕所掩蓋，讓人永生難

忘。 

 

 
Lake Naivasha is a fresh water lake in Kenya. The Lake is home to a variety of animals and 400 
different species of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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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星期四) 納瓦夏湖國家公園---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 Maasai Mara (B, L, D) 

上午前往世界野生動物數量最多的草原區之一的★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260km， 

5 小時車程)，此地區為非洲野生動物年度大遷徙的源頭。下午展開另一場★遊

獵 Game Safari，有機會看到大象、花豹、獵豹、犀牛及其他草食動物。聞名的

影片”遠離非洲 Out of Africa”的部份場景即在此地拍攝。 

夜宿: Keekorok Lodge 或同級 http://sunafricahotels.com/ 

 

第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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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星期五)  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 (B, L, D)  

(自費行程，凌晨 05:00 前往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展開熱氣球之旅，在高空鳥瞰

正在大遷徙的動物，可見牛羚、斑馬及水牛，萬獸奔騰、氣象萬千，並享受草原

上香檳早餐)，上午及下午各展開★狩獵乙次。 

夜宿: Keekorok Lodge 或同級 

 

第 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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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KOROK LODGE - Located in the very heart of Kenya’s fabled Ma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 Keekorok, was constructed in 1962 on a choice eighty-acre site in an area of 
permanent springs and lush grassland.  The Lodge consist of 89 double rooms, 8 superior 
rooms and 4 suits. Accommodation comprises stone built bungalows with private balco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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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星期六)  馬塞馬拉動物保護區 (B, L, D) --奈洛比 

上午搭車返回奈洛比(300km，5.5 小時車程) ，午餐於安排中式餐餐。隨後市區

遊覽經肯亞塔國際會議中心、國會，並前往位於奈洛比郊區約距市中心 5 公里的

★長頸鹿中心，是屬於 African Fund for Endangered Wildlife (非洲瀕危野生動物基

金會)的一處認識野生動物的場所，長頸鹿有馬賽長頸鹿與網紋長頸鹿之分，可

在 2 樓平台餵食並撫摸，零距離互動，也有疣豬穿插其間，是值得且難忘的體驗，

門票收入作為復育之用。晚餐於名列世界 50 大著名餐廳 Canivore 品嚐動物肉類

燒烤餐，夜宿奈洛比  

夜宿 Eka Hotel – http://www.ekahotel.com/ 或同級旅館 

 

 

NAIROBI - The Safari Capital of East Africa, and the fastest growing Capital of Sub Saharan 

Africa 

 

第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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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奈洛比市區與肯雅塔國際會議中心 

 

 

肯 亞 國 會 大 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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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頸 鹿 中 心 

 

 

  
Carnivore Restaurant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536-6251 傳真:(02)2536-1983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E-Mail： carlossu@ara.seed.net.tw 

 

 

 
第 8天(日) 奈洛比Nairobi - 李文斯頓 Livingston (尚比亞 Zambia) - 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辛巴威)  ( L, D)  

奈洛比 - 李文斯頓 NBO-LVI  KQ-782   0720/0935  (飛行時間 3 小時 10) 

今晨前往奈洛比機場，飛往李文斯頓(尚比亞)，早餐於機上。抵達後參觀★尚比

亞境內的維多利亞瀑布。沿瀑布步道參觀，領略瀑布驚心動魄令人震撼的感受。

午餐後搭車前往辛巴威境內的維多利亞瀑布小鎮住宿。賞非洲歌舞。 

夜宿: Kingdom hotel 或同級 htt://www.kingdomhotelvictoriafalls.com 

 

  

 

第 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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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ctoria Falls or Mosi-oa-Tunya (Tokaleya Tonga: the Cloud that Thunders) is a 
waterfall located in on the Zambezi River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Zimbabwe and 
Zambia. 
 

 
第 9 天(一) 維多利亞瀑布---丘比國家公園 Chobe National Park (波玆瓦那

Botswana)---維多利亞瀑布 (B, L, D) 

今晨驅車前往波玆瓦那之丘比國家公園，探索野性大地上的尊貴子民，波茲瓦納

的★丘比國家公園 Chobe National Park 北鄰尚比西河上游的丘比河，面積達

10,698 平方公里，是波茲瓦納境內第三大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多樣。午後返回

維多利亞瀑布小鎮。 

夜宿: Kingdom hotel 或同級 htt://www.kingdomhotelvictoriafalls.com 

 

 

 

 

第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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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天 (二)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B, L,D)  

上午★參觀辛巴威境內的壯麗瀑布。觀賞 1600 公尺寬的尚比西河 Zambezi River

每分鐘 55 萬立方公尺的水流注下，水勢有如千軍萬馬，震天價響，觀賞魔鬼瀑

布、主瀑布、彩虹瀑布、馬靴瀑布、東方瀑布，以 1708 米的寬度成為世界上跨

度最大的瀑布，景觀磅礡，場面十分壯觀。下午時分尚比西河★搭船遨遊(含飲

料費用)、欣賞”長河落日”的非洲景觀，把酒臨風，對日當歌，讓您的非洲之行

别有風情。晚上於 Boma 餐廳享用晚餐。 

 

 

  

 

第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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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hotel at Victoria 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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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三) 維多利亞瀑布--李文斯頓 Livingston --奈洛比 --曼谷(B, L)  

李文斯頓-奈洛比 LVI-NBO  KQ--783 1805/2210 (飛行時間 3:05)  

奈洛比-曼谷 NBO-BKK KQ-860  2359/1355+1 經曼谷轉 (飛行時間 09:56)  

上午於維多利亞瀑布小鎮自由活動，午餐後搭車前往李文斯頓搭機前往奈洛比轉

機前往曼谷，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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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四) 曼谷--- 桃園或高雄機場  

曼谷--桃園 BKK-TPE  BR-068  1625/2115 (飛行時間 3:50) 

曼谷--高雄 HKG-TPE  CI-840  1835/2255 (飛行時間 3:20) 

經由曼谷轉機飛抵桃園/高雄機場，結束畢生難忘的肯亞、維多利亞瀑布非洲之

旅，回到溫暖的家。    

 

 

 

 

 

 

 

歡迎洽詢各大旅行或 

肯亞航空總代理： 

 
 
 

  

第 12 天 

TEL: 02-2560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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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肯亞簽證 

 

肯亞 ecitizen 網站：https://www.ecitizen.go.ke/，並依所示填載資料及繳費 

 

1. 申請電子簽證網頁所需之文件： 

 有在使用之 E-MAIL 

 基本資料 

 持效期 7 個月以上之護照 

 護照大頭照(相素 500x500) 

 肯亞旅館住宿地址、電話、E-MAIL 

 護照之清晰 SCAN 檔 

 肯亞旅遊行程電子檔 

 信用卡付款 

 

2. 電子簽證審核期間約 2 至 3 個工作天，建議於出發前 10 個工作天申辦 

 

3. 請將獲發之電子簽證列印，並於入境時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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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尚比亞簽證 

 

1. 申請電子簽證網頁( https://evisa.zambiaimmigration.gov.zm/#/ )申請「簽證同

意函」(Visa Approved Letter)，持憑登機並於抵達尚國機場時繳交簽證費，換

發簽證入境。申請尚國電子簽證應注意事項如下： 

 護照效期自入境之日起算至少 6 個月 

 電子簽證僅適用於抵達下列機場之旅客：Livingstone （LVI）、Lusaka

（LUN）、Mfuwe（MFU）或 Ndola（NLA）。 

 

2. 簽證分為五種： 

 Double - USD80  

 Multiple - USD80  

 

3. 申請電子簽證網頁所需之文件： 

 有在使用之 E-MAIL 信箱 

 基本資料 

 護照大頭貼電子檔 

 護照之清晰 SCAN 檔(至少 6 個月效期) 

 Cover letter from applicant addressed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immigration 

which must be signed by the author*2 

 當地飯店訂房紀錄 

 尚比亞旅遊行程電子檔 

 送出申請後要上 E-MAIL 收確認信(1 小時內)，並點選「ACTIVE」才會受

理 

4. 抵達尚國機場時須出示該簽證同意函、回程機票、旅館訂房紀錄或住宿證明、

旅遊期間所需財力證明，並繳交簽證費（單次簽證 50 美元;多次簽證 80 美元） 

5. E-MAIL 寄發「簽證同意函」，自核發日起 3 個月內有效 

6. 單次簽證停留日數或多次簽證入境累計停留日數：一般旅遊目的簽證不得超

過 90 天；商務簽證不得超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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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辛巴威簽證 

 

1. E-Visa 電子簽證網頁(https://www.evisa.gov.zw )申請入境同意函，持憑登機並

於抵達辛國海關時繳交簽證費入境。 

 

2. 申請電子簽證網頁所需之文件： 

 有在使用之 E-MAIL 信箱 

 基本資料 

 護照大頭貼電子檔 

 護照之清晰 SCAN 檔(至少 6 個月效期) 

 戶籍謄本英文版(Proof of residence in country of origin) 

 當地居住飯店之住址 

 若有辛巴威 VISA 需上傳 

 邀請函(商務) 

 所屬公司說明函(商務) 

 

3. 兩次入境簽證費 45 美元。 

 

4. 辛國移民局作業時間 2 至 5 個工作天，核可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至該

局 e-Visa 電子簽證網頁下載列印許可函，以持憑登機與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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