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起源 搖籃之地
的

肯亞

ISSUE 1

REF : NBO002

Q+S Class
GDS
5D-6M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1/11/2018 - 15/10/2019
有關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之詳情，請與安運旅遊專員聯絡

費用並不包括：
•當地導遊及接待小費，每人每天US$10；於當地直接支付

持香港特區護照入境肯亞必須持有效簽證，費用為50美元，
詳情請參閱：http://www.kenyaconsulate.org.hk/index_tc.html

2人出發 - 每位$22,999
4人出發 - 每位$20,499

ON/05DEC18/400

肯亞營地酒店，除了可於
酒店餐
同特色的
3間不
廳
住
的
水 各種野生動物外，更有機會
飲
入
坑
享受飽
前來水 賽馬拉絕美景致的住宿體驗!
瞰
!!
俯
覽馬

REF: NBO002 (A)

旺季附加費:
•2/1-31/3, 1-30/6/2019 期間出發: 每位加$2,000
•1/7-15/10/2019 期間出發: 每位加$5,600
•24-26, 31/12/2018, 1/1/2019: 每人每日加$300
•19-22/4/2019: 每人每日加$250

TOUR CODE : NBOKQIT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至奈洛比香港肯亞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經曼谷轉機)
•5晚酒店住宿連全包套餐
•來回機場至酒店專車接送
•指定私人導賞行程 (吉普車接送)
•指定保護區之入場費

! 出發前注意!!!

•肯雅規定所有旅客入境最少十日前接受黃熱病疫苗注射，並於入境時出示
黃熱病疫苗證書，如身體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旅客，
則需提供有關醫生證明信並註明原因
•肯亞政府正實施膠袋禁令，任何人出售、生產或使用膠袋均屬違法，
最高可罰款3.8萬美元或監禁4年
•由於當地只有國際機場提供ATM machine，因此建議客人出發前準備
足夠美元現金作基本及小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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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 NBO002

肯亞

DAY

1

香港

DAY

曼谷

2

HX 779

曼谷
2045/2305

HX/KQ 1667

Q+S Class
GDS
5D-6M

行程 Itinerary

肯亞
0100/0605

黑犀牛保護區

抵達肯亞奈洛比國際機場後，由當地地接接待並出發前往位於肯尼亞山國家公園內的
Sweetwaters Serena Camp，午餐後到Ol Pejeta保護區進行導賞遊，該地區是擁有
東非最大的黑犀牛保護區及肯亞唯一的黑猩猩保護區。

Sweetwaters Serena Camp

入住Sweetwaters Serena Camp或同級

早餐過後起行至位於Soysambu保護區的Lake Elementeita Serena Lodge，
此地區尚未被完全開發，是一片寧靜的野生淨土，而且擁有東非唯一的
白鵜鶘繁殖地，特別適合觀鳥愛好者。
入住Lake Elementeita Serena Lodge或同級
Lake Elementeita Serena Lodge

DAY

4

鵜

鶘繁

ON/05DEC18/400

白

REF: NBO002 (B)

3

TOUR CODE : NBOKQIT

DAY

殖地

是日自由活動，客人可於酒店內享受恬靜時光，酒店內的餐廳可俯瞰水坑，
靜待野生動物們前來飲水；客人亦可選擇到奈瓦夏湖或納庫魯湖遊覽(需額外收費)，進一步探索大自然的魅力。
船遊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 - 每位$380 [活動時間: 約1小時]

東非大裂谷區的淡水湖之一，是300多種鳥類及河馬的棲息地，並以其獨特的水森林景色所著名

暢遊納庫魯湖國家公園(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 - 每位$640 [活動時間: 約3小時]

東非大裂谷區的鹽湖之一，因為生長了紅鶴最喜歡吃的藍綠藻及矽藻，成了世界最大的紅鶴賞鳥勝地，沿途亦有機會黑、白犀牛

Lake Nakuru

入住Lake Elementeita Serena Lodge或同級

Lake Naiv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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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 NBO002

肯亞

DAY

5

Q+S Class
GDS
5D-6M

動物大遷徙

早餐後離開Soysambu保護區，前往世界知名的馬賽馬拉自然保護區並入住當地的
Mara Serena Safari Lodge，午餐後跟隨導遊進行導賞，細味這個壯觀的野生動物
棲息地，於7-9月期間出發更有機會欣賞到50大自然奇蹟之一的動物大遷徙。
入住Mara Serena Safari Lodge或同級

DAY

TOUR CODE : NBOKQIT

6

是日為客人安排了早午兩段的導賞遊，讓你有充裕的時間於馬賽馬拉自然保護區中，
迎來與獵豹、大象、長頸鹿、牛羚、斑點鬣狗和犀牛等野生動物的邂逅；於客人亦
可增加探訪傳統馬賽村落的行程(需額外收費)，對肯亞有另一番體驗。
探訪傳統馬賽村落 - 每位$250 [活動時間: 約1小時]

親身接觸非洲原始部落，了解地球另一端歷史悠久的獨特文化及生活方式

馬賽村落

入住Mara Serena Safari Lodge或同級

曼谷

HX/KQ 1666
HX 776

香港

2359/1330+1

ON/05DEC18/400

7+8

肯亞

REF: NBO002 (C)

DAY

1510/1855

結束精彩行程返回香港

Remarks:
[1] Above prices are based on per person per package and in HK dollars.
[2] Min. 2 adults, all passengers must be travel and check-in together on the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PNR for all passengers.
[3] Booking class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Q” class by Hong Kong Airlines and "S" class by Kenya Airways. Ticket validity 5D - 6M.
[4] Child must be based on 1/2 twin & LESS $1800 than adult 1/2 twin.
[5] Passengers must have a passport with validity of at least 6 months during the entire trip.
[6] 50% of the package rate is required as deposit; deposit is refundable only if hotel rooms cannot be confirmed.
Terms & Conditions:
[1] All above prices and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2] For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please refer to our “rules & regulations”, please visit our company web site or contact our staff.
[3] Flight schedule is for reference only. Airlin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flight number and time at any time.
[4] All photo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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