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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東東非非五五國國動動物物獵獵奇奇（（維維多多利利亞亞瀑瀑布布））全全覽覽之之旅旅 1177 天天 

 

完整造訪東非五國―肯亞、坦尚尼亞、辛巴威、尚比亞、波茲瓦納，進入 8 個國家動物公園

保護區，觀看各式各樣野生動物。唯有親臨現場，才能體會非洲大原野的雄偉壯闊及大自然弱

肉強食的驚心動魄。 

 

【行程特色】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  園內地勢崢嶸，除了有懸崖、深谷、瀑布、平原等地形， 還有非洲

首座樹屋旅館，您可坐在旅館的大陽台上，一邊品嘗茶或美酒，一邊欣賞獅子、大象、

水牛等非洲動物在附近飲水休息的景象。或肯亞山國家公園 肯亞山國家公園及周邊的森

林保護區一起成為世界遺產。國家公園總面積 715 平方公里，周圍的森林保護區面積

705.2 平方公里。被列入世界遺產的總面積為 1,420 平方公里。 

 柏哥利亞湖自然保護區 位於大裂谷區的邊緣，與它週邊的湖一樣，也是非洲火鶴的家。

且柏哥利亞湖中有相當多樣的矽藻，在陽光照射下，湖面會呈現不同的顏色如黃色、粉

紅色和紫紅色。   

 馬賽馬拉動物園動物保護區  區內有機會見到獅、豹獵食的驚險畫面，以及大象、水牛、  

斑馬等動物成群結隊出現在草原上。每年雨季過後，豐潤的水草吸引了境內的野生動物

進行壯觀的大遷徙，蔚為壯觀。 

 安波沙利國家公園  雖然只是 400 平方公里的乾旱平原，卻以可以看到吉力馬札羅山而

聲名遠播。這座非洲最高的山峰聳立在肯亞和坦尚尼亞邊界的坦尚尼亞境內，在安波沙

利可以欣賞覆蓋著皚皚白雪的頂峰在曙光中呈現出粉紅色的光彩。 

 恩格龍恩格魯火山  有「天然動物園」之稱，火山口的地理奇景更被譽為「世界第八大

奇景」，是全東非觀賞野生動物最精華的地區之一。這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終年

不乾涸的火口湖養活了所有在此生活的動物。 

 賽倫蓋堤國家公園  在馬賽語裡指的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在這個平原上生活著數以萬

計的動物，由於擁有極大規模的動物聚落而名聞遐邇。您可與 DISCOVERY 一同走進賽倫

蓋堤國家公園，探索這座野生動物的最後樂園。 

 曼亞拉湖國家公園  在600米深東非大裂谷鐵鏽色和金黃色的懸崖底部延伸50公里的曼

亞拉湖是一顆寶石，海明威曾經讚歎道“這是非洲最可愛的地方。” 

 丘北國家公園  位於波茲瓦納境內，有「蠻荒樂園」之稱。搭船遊覽丘北河，欣賞嬉戲

於河岸邊之大象、河馬及鱷魚等，生動有趣。 

 維多利亞瀑布  世界三大瀑布之一，水流奔騰如雷巨吼。行程特別安排欣賞二次瀑布奇

景(辛巴威境和尚比亞境)，大飽眼福。 

 

【貼心安排】 

 車上每日無限量供應礦泉水，每日午、晚餐提供餐桌桌水。 

 早、晚餐於大多於飯店內享用豐富自助餐  並安排在奈洛比享用非洲烤肉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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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亞及坦尚尼亞安排搭乘四輪傳動狩獵車  所有團員皆有靠窗座位。 

 搭乘肯亞航空公司  飛行時間最短、行程最順。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3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坦尚尼亞的恩格龍恩格魯保護區、賽倫蓋堤國家公

園；尚比亞及辛巴威的維多利亞瀑布。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8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肯亞的安波沙利國

家公園（436）、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79）；肯亞山（461）；坦尚尼亞的吉力馬札羅

山（296）、恩格龍恩格魯火山口（49）、賽倫蓋提國家公園（45）；波茲瓦納的丘北

國家公園（165）；尚比亞和辛巴威的維多利亞瀑布（27）。 

 

第01天 台灣曼谷 

CI-835 1355/1645 【飛行時間 03 時 50 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曼谷飛往肯亞，於隔日清晨抵達首都──奈洛比，夜宿機上。                   

 

第02天 曼谷奈洛比【肯亞】Nairobi―安波沙利 Amboseli 

KQ-861 0100/0600 【飛行時間 09 時 00 分】；（行車：207 公里，4 小時） 

班機於今日早上抵達肯亞首都奈洛比，隨即專車前往★安波沙利國家公園，一睹非洲第一高峰

──吉力馬札羅山的壯麗山容。您可在安波沙利國家公園感受到肯亞的另一種美，這裡的草原

低而矮，野生動物無所遁形，迎接我們的是長頸鹿優雅地在樹林間漫步，瞪羚在草原上奔馳，

馬賽人的牛群在水邊享用鮮美的綠草，而象群悠遊在白雲覆頂的吉力馬札羅山下大草原，更是

旅遊非洲的經典畫面，令人印象深刻。今晚夜宿安波沙利國家公園。 

早餐：當地料理                      午餐：飯店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Amboseli Sopa Lodge 或 同級 

 

第03天 安波沙利―阿魯夏 Arusha【坦尚尼亞】―曼亞拉湖國家公園 Lake Manyara N.P. 

（行車：320 公里，7 小時） 

今日早起經過肯亞、坦尚尼亞的邊境（愈早前往，過關車子愈少）前往坦尚尼亞北方大城阿魯

夏，抵達後隨即搭乘四輪傳動車前往★曼亞拉湖國家公園，位於 600 米深東非大裂谷鐵鏽色和

金黃色的懸崖底部延伸 50 公里的曼亞拉湖是一顆寶石，海明威曾經讚歎道“這是非洲最可愛的

地方。”在曼亞拉可密集地觀看動物，是坦尚尼亞人野生動物園的縮景；更是了解鳥類生活的

最佳場所，官方記載的鳥類超過 400 種，最引人注目的鳥類包括永久遷徙的紅鶴，以及其它大

型水鳥，如鵜鶘、鸕鶿和鸛；也有機會看到明信片上著名的“獅子樹上小憩”的經典畫面。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Lake Manyara Wildlife Lodge 或 同級 

 

第04天 曼亞拉―塞倫蓋堤 Serengeti  

（行車：220 公里，4 小時） 

今日專車前往★塞倫蓋堤國家公園【UNESCO, 1981】，該公園是坦尚尼亞最古老和最受遊客青

睞的國家公園。在這廣闊的平原上也是動物大遷徙的發生地，每年有數百萬的動物，包括牛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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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的斑馬為尋找鮮嫩的牧草進行長達一千公里的跋涉。牠們的生活節奏與遠古時代並無不

同：牠們重覆著數十萬年來不曾中斷過、有如史詩般撼動人心的動物大遷徙。(這些牛羚遷徒的

路線會因氣候及雨量豐沛與否而改變，行程中是否可遇正在遷徙的牛羚，請以平常心)。我們沿

途會經過巨石林立的辛巴石區，它是著名動畫《獅子王》場景，這些花崗岩巨石是由千萬年前

火山爆發，經長期風化而形狀各異的球體石塊堆砌而成。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野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Wildlife Lodge Serengeti 或 同級 

 

第05天 塞倫蓋堤―恩格龍恩格魯火山口 Ngorongoro 

（行車：180 公里，3 小時） 

塞倫蓋堤國家公園動物數量之多、面積之大，居非洲之冠。今日進行塞倫蓋堤的獵遊活動。一

路上各種動物群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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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肉食性動物獵豹及獅子獵殺動物的戲碼，肉食性動物與被掠食者之間的搏鬥，是

塞倫蓋堤公園最精采的畫面。草食性動物在富饒的平原裡覓食，金黃鬃毛獅子悠閒地踱步，獨

來獨往的花豹、獵豹神出鬼沒地出現在附近的樹林裡。除了觀看動物以外，寬闊的塞倫蓋堤平

原同樣令人著迷。塞倫蓋堤意指「無邊無際的平原」，看的到的盡是一望無際的草原與數不清的

野生動物，在太陽高照下，遠處依稀可見似是湖泊倒影的海市蜃樓。下午專車前往恩格龍恩格

魯火山口。從火山口緣俯瞰整座火山口美景，其視覺饗宴之享受，令人永生難忘。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野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Ngorongoro Wildlife Lodge 或 同級 

 

第06天 恩格龍恩格魯火山口―阿魯夏 

（行車：205 公里，3.5 小時） 

今日搭乘四輪傳動車前往有「世界第八奇景」之稱的★恩格龍格魯自然保護區【UNESCO, 

1979】。抵達後我們將由火山口順著小路往下直探 600 公尺深的火山口底部，三萬隻動物常年居

住在這地理上半封閉的地方。今日我們將來一場精彩的動物秀。乘著四輪傳動車，追尋各類野

生動物，並在湖邊野餐。火山口裡的野生動物多到不勝枚舉，非洲五大動物( The Big Five )：

獅、象、豹、水牛、犀牛當然包含其中。除了五大動物外，還可看到維持自然界生態的好幫手

──土狼，牠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分解屍塊，就連花豹看見牠也都要敬而遠之。在火山

口內，可近距離觀賞河馬、大型羚羊等動物；在鹹水湖邊則可看到幾萬隻紅鶴群聚，湖面紅點

片片，幾乎已經完全被紅鶴所覆蓋。下午專車前往阿魯夏。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野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Arusha Kia Lodge 或 同級 

 

第07天 阿魯夏奈洛比―阿布岱爾國家公園 Aberdare N.P. (或肯亞山國家公園 Mt.Kenya N.P.) 

KQ-6723 0600/0700 【飛行時間 01 時 00 分】；（行車：158 公里，4 小時） 

今日早起搭機飛往奈洛比，抵達後隨即專車前往★阿布岱爾國家公園，園內地勢崢嶸，除了有

瀑布、河川與熱帶罕見的高山植物之外，還有非洲首座樹屋旅館，她拜伊莉莎白女王二世所賜

而一夕成名。公園內的旅館，都得搭乘旅館接駁車才能進入。此地旅館以觀賞夜間野生動物而

聞名，您可坐在旅館的大陽臺上，好整以暇地喝著下午茶或是在夜光下來杯小酒，欣賞非洲大

羚羊、花豹、大象及犀牛等動物到下方的集水塘飲水、舐鹽，這和其他動物保護區內追著找動

物的情狀截然不同。一邊品嘗茶或美酒，一邊觀賞夕陽西下時前來水池邊飲水的野生動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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愜意非凡！ 

如住宿  安排為 Serena Mountain Lodge，行程改為參觀肯亞山國家公園。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ree Top 、The Ark 、Tree Top、Serena Mountain Lodge 或 同級 

 

第08天 阿布岱爾國家公園― 柏哥利亞湖自然保護區 Lake Bogoria National Reserve 

（行車：207 公里，6 小時） 

早餐後前往今日我們展開追尋非洲火鶴之旅。★柏哥利亞湖為碳酸鈣湖，位於大裂谷區的邊緣，

與它週邊的湖一樣，也是非洲火鶴的家。且柏哥利亞湖中有相當多樣的矽藻，在陽光照射下，

湖面會呈現不同的顏色如黃色、粉紅色和紫紅色等。由於地球暖化，造成動物遷徙極大的變化，

放眼望去，偌大的湖面一片粉紅，紅鶴一隻挨著一隻移動，彷彿跳著優雅的芭蕾舞。當紅鶴群

聚湖中覓食與舞動時，將湖面掀起一陣陣醉人紅濤，其景象堪稱世界奇觀。沿途將經過▲赤道

區，想像身處地球中央的奇妙感受，並參觀氣勢奔騰的湯普森瀑布。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飯店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Lake Bogoria Spa Resort 或 同級 

 

第09天 柏哥利亞湖自然保護區―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 Masa Mara National Reserve   

（行車：344 公里，8 小時） 

今日前往世界聞名的野生動物棲息地──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進入另一個動物天堂的國度─

─肯亞。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和坦尚尼亞的塞倫蓋堤國家公園相接，區內可輕易見到獅、豹獵

食的刺激畫面，以及大象、水牛、斑馬等動物成群結隊出現在草原上。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飯店用或野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ara Sarova Camp 或 同級 

 

第10天 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   

（全日馬賽馬拉獵遊） 

今日全日於★馬賽馬拉公園內獵遊。馬賽馬拉低矮的丘陵綿延起伏，寬廣的草原一望無際，巨

大的金合歡樹和麵包樹散落其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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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壯闊無比。同時，我們要帶著飯店準備的餐盒，來到馬拉

河岸，這裡是 Discovery 頻道中，最常看到動物過河的場景之一，在這裡，每年發生著世界上

最壯觀的野生動物大遷徙，即「馬拉河之渡」，成千上萬匹牛羚前撲後繼，從張開血盆大口的

鱷魚中橫渡馬拉河。但要看到動物過河的機會是需要「等待」的。今日，就讓我們一起進入動

物們的世界吧。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飯店用或野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ara Sarova Camp 或 同級 

《貼心提醒》：7~9月在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可欣賞到最壯觀的動物過河奇觀，鱷魚在河裡伺機

獵捕要過河的牛羚、斑馬等動物。馬賽馬拉和賽倫蓋堤其實是同一國家公園，

在參觀完賽倫蓋堤的動物獵遊後，我們在馬賽馬拉的行程將著重於馬拉河動物

大遷徙過河奇觀(如因動物徘徊不過河，不能看到動物過河場景，敬請見諒，祝

您好運！)。午餐在飯店內享用或由飯店準備餐盒(視當天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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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天 馬賽馬拉―奈洛比 

（行車：268 公里，5 小時） 

今天專車返回首都奈洛比，奈洛比素有「非洲倫敦」的美譽。雖離赤道僅 150 公里，但地處 1600

公尺之高原，故終年陽光普照，氣候宜人。午餐後續走訪電影《遠離非洲》主人翁★凱倫布拉

辛故居。《遠離非洲》一書原為凱倫女士旅居非洲的回憶錄，後來被翻拍成電影。凱倫故居是電

影的拍攝場景之一，遊覽此地，讓人感受到凱倫女士當時居住在非洲的生活情調。下午有機會

買到肯亞當地特色小飾品、選購香醇的肯亞咖啡。晚餐安排於世界知名的 Carnivore 餐廳，享

用美味的非洲烤肉大餐。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Carnivore 非洲烤肉大餐   

住宿：Intercontinental Hotel 或 同級  

 

第12天 奈洛比哈拉雷 Harare【辛巴威】 

         KQ-706 0740/1125 【飛行時間 04 時 45 分】 

今日搭機飛往辛巴威首都哈拉雷。哈拉雷是一座充滿陽光的非洲城市，位於辛巴威東北部，是

辛巴威的首都。哈拉雷有一百多種高大的花樹，無論冷季還是熱季，哈拉雷城內的各條大街旁，

或藍或紅的花朵盛開的繽紛景象，是哈拉雷給訪客的印象。抵達後進行哈拉雷市區觀光，走訪

▲維多利亞廣場、▲市政廳、★英雄塚等。美麗的哈拉雷城內有諸多自然和歷史景觀，市郊的

★平衡石公園中，一塊塊重達數噸的石頭形狀各異，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姿態屹立於地表上，堪

稱自然奇觀，其中的「船形巨石」，更是被印在辛巴威的貨幣上，成為辛巴威的代表形象。辛巴

威一詞有「石頭城堡」之意，除了平衡石公園中天然形成的石頭群，哈拉雷西北方的★東波夏

瓦岩畫更能說明這一意義，東波夏瓦岩畫是辛巴威最早的岩畫，也是現在遍佈辛巴威各時期岩

畫的濫觴。 

早餐：飯店餐盒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eikles Hotel 或 同級   

 

第13天 哈拉雷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UM-324 1030/1130【飛行時間 01 時 00 分】 

今日上午搭機飛往維多利亞瀑布。位於辛巴威與尚比亞交界的維多利亞瀑布，巨流澎湃、氣勢

磅礡，瞬間落水量世界第一，而且兩國的瀑布都很有看頭！抵達後首先參觀辛巴威境內的★維

多利亞瀑布。走訪瀑步道一定要有淋成落湯雞的心理準備，即使身穿雨衣，一樣擋不住瀑布的

威力，沿路不斷遇到全身溼透的遊客迎面而來，就是最好的說明。幸好只要離開瀑步道，頭頂

就是萬里晴空，衣褲走著走著就曬乾了，讓剛剛那場震撼又清涼的洗禮，令人回味再三。傍晚

★搭船遊覽尚比西河，觀賞河岸兩旁的野生動物以及河中可愛的河馬家族，並欣賞滾滾長江上

的日落美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he Kingdom Hotel 或 同級 

 

第14天 維多利亞瀑布―李文斯敦 Livingstone【尚比亞】－維多利亞瀑布 

（行車：10 公里，20 分鐘，單程） 

今日上午將通過維多利亞大橋前往尚比亞邊城──李文斯敦，參觀尚比亞境內的★維多利亞瀑

布【UNESCO, 1989】。沿著觀景步道往前走，不時傳來的轟然巨響與瀰漫在空中的水霧預告著

「偉大的存在」。瀑布寬度達 1706 公尺，落差最大達 108 公尺深，氣勢磅礡、雄偉壯闊，水氣

迷漫天際，猶如雲霧飄渺，深谷、斷崖、瀑布……景致之美，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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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he Kingdom Hotel 或 同級 

 

第15天 維多利亞鎮―丘北國家公園【波茲瓦納】Chobe N.P. 

（行車：100 公里，2 小時） 

今日越過邊界，前往波茲瓦納北部有「蠻荒樂園」之稱的★丘北國家公園，公園內有全非洲數

量最多的象群之一，依估計目前約有七萬隻象生活其間。抵達後隨即搭船遊覽丘北河，兩岸盡

是無數美麗風光，沿丘北河河畔遊覽，河馬是乘船巡遊的主要主角，成群的河馬或在水裡優游，

或在河邊戲水，甚至交疊在一起。而象群不時於河岸邊嬉戲，畫面生動有趣。午後安排搭乘四

輪傳動車獵遊，臨河區的景觀乃是由巨大的象群打造：象群推倒樹木方便摘取樹葉，所以很多

樹的樹幹因此被腰斬，但樹木沒死，繼續橫著生長，形成特殊的景觀。年輕大象咆嘯嘶吼震耳

欲聾，令人心驚膽顫。今日夜宿丘北國家公園。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Mowana Safari Lodge 或 同級 

 

第16天 丘北國家公園―李文斯敦奈洛比曼谷 

（行車：100 公里，2 小時）； 

KQ-783 1750/2150【飛行時間 03 時 00 分】；KQ-860 2359/1330+1【飛行時間 09 時 31 分】 

今日早上穿過波茲瓦納邊境返回尚比亞，搭機經由奈洛比、曼谷返抵台灣。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機上用餐 

 

第17天 曼谷台灣 

CI-836 1750/2225【飛行時間 03 時 35 分】 

今日抵達台灣，結束豐富的【【東東非非五五國國動動物物獵獵奇奇與與維維多多利利亞亞瀑瀑布布之之旅旅 1177 日日】】。 

 

 

【參團須知】 

敬請配合 2014 年起肯亞法令規定行李限重 

 請注意:2014 年開始，肯亞法令開始嚴格執行，所有 Safari 狩獵車輛，每人攜帶的所有行李限

重不得超過 15 公斤，如車輛超過法令限制重量，將會有嚴重罰款，請各位貴賓敬請配合。行

李箱請以輕便、軟殼為主，不超過 24 吋。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5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36,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

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

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

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

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5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護照彩色影本 (護照正本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5 頁以上空白頁)。   

 白底兩吋近照 2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旅客基本資料 (聯絡地址及電話/手機號碼/公司名稱及電話/地址/職稱/Email)。  

 工作天：30 天。    

 黃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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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曼谷 TPE/BKK 華航 CI-835 1355/1645 3:50 

曼谷─奈洛比 BKK/NBO 肯亞 KQ-861 0100/0600 9:00 

吉力馬札羅─奈洛比 JRO/NBO 肯亞 KQ-6723 0600/0700 1:00 

奈洛比─哈拉雷 NBO/HRE 肯亞 KQ-706 0740/1125 4:45 

哈拉雷─維多利亞瀑布 HRE/VFA 辛巴威 UM-324 1030/1130 1:00 

李文斯敦─奈洛比 LVI/NBO 肯亞 KQ-783 1750/2150 3:00 

奈洛比─曼谷 NBO/BKK 肯亞 KQ-860 2359/1330+1 9:31 

曼谷─台北 BKK/TPE 華航 CI-836 1750/2225 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