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尚尼亞(吉利馬扎羅山
吉利馬扎羅山頂登
吉利馬扎羅山頂登 世界三大自然遺產巡禮) 肯亞野生動物之旅(世界最大的動物
王國) 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安排乘船漫入湖中) 十九天三飛直航團(TZA3-19-D1) (KQ)

出發日期： 成人收費： 小童收費：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單人房附加費：
特色：免收領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安排特色： 由肯亞進坦尚尼亞出，行程不走回頭路最為順暢。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坦尚尼亞–UNESCO世界三大自然遺產–
■吉力馬劄羅國家公園位於非洲赤道附近，卻有一座山頂終年積雪的高峰，吉力馬劄羅山高達5,895公尺屬圓錐形的死火
山，為非洲第一高峰聳立於平坦的平原中。吉力馬劄羅國家公園茂盛的森林中，孕育了許多哺乳類動物，其中還有許多
瀕臨絕跡的動物。“吉力馬劄羅高大、雄偉，令人眩目地矗立在陽光下。”在非洲斯瓦希裏語中，“乞力馬紮羅”意即
“光明之山，它位於東非高原，鄰近肯尼亞邊境，是一直徑約80千米的孤立死火山群。最高峰基博峰為一火山錐，海拔
5895米，為非洲第一高峰。峰頂終年積雪，形成赤道雪山奇觀。
■恩格龍格魯保護區佔地足足有8,288平方公裏，但遊客的焦點，都集中在那面積260平方公裏，深600多米的死火山口。
這巨大的火山口就像活生生的生物教科書，給我們了解甚麼是生態系統及生態平衡。大約25,000頭大型動物，生活在這
地理上半封閉的地方。食肉動物，被吃的食草動物，被吃的草，動物的糞便肥料…等等，構成一個存在了數以萬年的、
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恩格龍格魯亦是一部人類進化史教科書。考古學家在保護區內的奧度威峽穀，發現了二百多萬年
前人類的祖先南猿、巧人和直立原人的化石。
■坦桑尼亞塞倫蓋提國家公園－大草原面積廣達14763平方公裏；每年上百萬頭草食動物不停追逐水草，重覆著數十萬年
以來祖先開啟的動物大遷徙，如牛羚、湯氏瞪羚和斑馬，而背後尾隨著肉食性動物，還有旁邊虎視眈眈的獵食動物，沿
途危機四伏，歷盡生老病死，是大自然每年一次最壯觀的動物嘉年華。
肯亞的野生動物，種類豐富有如諾亞方舟的甲板，而夕陽下，非洲大草原似曾相識的浪漫，原來是經典電影“遠離非洲”
的故事場景。輕輕撫摸地球臉上最大的傷疤─東非大地塹，這個深達2000公里的裂谷，很可能是人類的發源地。遠眺百
萬紅鶴棲息的納古魯湖，湖面早已染成溫柔的粉紅色…跳上吉普車，追蹤獅子散步的路線，或者花豹覓食的足跡！這就
是肯亞，原始的美，不可思議。
「人類起緣的搖籃」─肯亞，一直是Discovery頻道，國家地理雜誌…，爭相報導研究的地區，沒有都會區高聳入天的水
泥叢林，窒礙擁擠的緊繃感，肯亞有的是一望無際的遼闊草原，舒爽宜人的青草芳香，為數最多的生態奇觀，在這個動
物王國中，所有的事物都呈現出波瀾壯闊的超大格局，趕快跳出小小的電視框架，一起親身體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奧妙！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1、(成本高原因)
成本高原因) 搭船環遊奈瓦夏湖Lake
搭船環遊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
Naivasha：東非大地塹內唯一的淡水湖，
東非大地塹內唯一的淡水湖，群山環繞，
群山環繞，湖岸群聚各種水鳥，
湖岸群聚各種水鳥，湖
內更有河馬家族不時探頭
內更有河馬家族不時探頭，
馬家族不時探頭，令人驚喜不已。
令人驚喜不已。
2、阿貝達國家公園Aberdare National Park：1950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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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納古魯湖國家公園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位於奈羅比西北方155公里，湖寬65KM是隨大地塹而形成，為世人所稱
揚的是此湖面皆是粉紅色的紅鶴群（FLAMINGO）或鵜鶘、鷸等，亦是“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場景之一。於1967年成
立，是世界有名的鳥類保護區，因湖中含有豐富的藻類，故吸引了100多種不同的水鳥聚居，尤其是以百萬計的紅鶴，齊
飛時染紅的天際，又是一幅大自然唯美壯麗的景緻。除了火鶴之外，此國家公園內保育著非洲珍貴的白犀牛，有時可見
到母犀牛帶著小犀牛覓食的可愛景象。此地是肯亞高山與草原接攘地帶，花豹、長頸鹿及狒狒時有可見。
4、馬賽瑪拉國家動物保護區Maasai Mara：總面積達1672平方公里，是東非最大的動物保護區，區內輕易可見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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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每年雨季過後，豐潤的水草更是吸引境內的野
生動物進行壯觀的大遷徙，蔚為奇觀。

第一天: 香港 Hong Kong 內羅比 Nairobi

是日團友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集合於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往飛往奈羅比(經曼谷)，肯亞共和國（英語：Republic of Kenya）
位於非洲東部，與埃塞俄比亞、索馬里、蘇丹共和國、坦桑尼亞、烏干達接壤。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為德國佔領，後讓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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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1963 年 12 月 12 日從英國獨立。東非共同體三國肯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將於 2010 年合並成為統一的聯邦國家。
該聯邦將擁有共同的憲法、總統、議會和貨幣。晚上住航機之上。

第二天: 內羅比Nairobi－阿貝達國家公園Aberdare National Park－進入公園內的樹頂酒店Treetop
Hotel(早、午 : 歐式餐點、晚餐)

抵達肯亞的首都內羅比Nairobi，辦理入關手續後，隨即專車前往阿貝達國家公園，沿途進入眼簾的盡是純樸的農村及綠
樹，當車子開使爬上山坡時，極目四望，眼前所見盡是咖啡園及茶園，此二者也是肯亞重要的經濟農作。【阿貝達國家公
園動物保護區】它位於奈羅比北方160公里，因地處高山所以氣候十分涼爽，山中常有雲霧繚繞，讓人遺忘非洲的乾旱炎
熱景象，天氣晴朗時此處並可觀看到非州第一高峰乞力馬札羅山。抵阿貝達國家公園Aberdare National Park旁的俱樂部稍
事休息，隨後將由專業的導遊帶您走入園內，尋找野生動物的足跡，您將有機會看到長頸鹿、非洲大羚羊、水羚……等
動物，步行期間，園內地貌多變，景觀豐富，在觀賞動物之於，亦可欣賞到壯美的地理景觀。 下午大夥將搭乘專車進入
公園內的樹頂酒店，此酒店以夜間觀賞野生動物而聞名，您可在陽台上一邊品嚐美酒佳釀(自費)，一邊觀賞各種草食動
前來水池邊飲水，而獅子等野獸環伺在旁，等候捕獵的驚險畫面，清楚寫實的表現大草原生態食物鏈。（請提前準備過夜
的簡便隨身行李）。晚上住The Ark或Tree top或同級。

第三天: 阿貝達國家公園Aberdare National Park－赤道區(雅虎鹿鹿瀑布Nyahururu Falls)－東非大塹地
－納古魯湖國家公園(世界最大的紅鶴賞鳥勝地FLAMINGO )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早、午、晚餐)

早餐完畢後，隨即前往世界最大的紅鶴賞鳥勝地─納古魯湖國家公園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觀賞上百萬隻紅鶴齊聚
一堂的壯麗景致，水中豐富的藻類吸引了數百品種的鳥類，當粉紅羽翼在天際翱翔，層層疊疊宛若天幕，火紅壯景絕對
震撼人心，此處同樣是肯亞著名的白犀牛自然保護區，有時可見整群的犀牛家族在外覓食。沿途將經過赤道區，想像身
處地球中央的奇妙感受，並參觀氣勢奔騰的雅虎鹿鹿瀑布。太空人岩士唐在月球上唯一可看到的非洲景『東非大地塹』，
並於赤道上腳跨南北半球之奇妙體驗。晚上住Sarova Lion Hill 或 Lake Nakuru Flamingo Hill Luxury Tented Camp或同級。

第四天: 納古魯湖國家公園－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安排乘船漫入湖中Arrange lake cruise in the
lake，一般行程沒有此安排)(早、午、晚餐)
早餐後，驅車前往魚鷹的故鄉─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這個東非大地塹內唯一的淡水湖，四周圍繞著壯闊的山色，湖
岸群聚著許多不同種類的水鳥，湖內更有不時抬頭探看的河馬家族，讓這個大自然景緻更加生動有趣，除了在岸旁參觀
之外，我們將安排您乘船漫入湖中，親身體驗湖光山色與動物彼此相映的和諧之美。晚上住Lake Naivasha Country Club 或
Lake Naivasha Sopa Lodge或同級。

第五天: 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馬賽瑪拉國家動物保護區Maasai Mara(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世界野生動物數量最多的草原區之一【馬賽瑪拉動物園動物保護區Maasai Mara】，因位本地區位於維多利亞
湖與非洲大地塹之間，在肯亞西南方面積約1800平方公里，之後漸漸離開農業地帶，進入荒涼的非洲大草原，車子經過
漫長而崎嶇不平的道路，始進入馬賽瑪拉地區，此區最常看見的景象就是少數的游牧民族～馬賽瑪拉人趕著羊群，馬賽
瑪拉人鮮紅的裝扮，讓人印象深刻。這個東非最大的動物保護區，區內輕易可見獅、豹獵食的刺激畫面，以及大象、水
牛、斑馬、南非羚羊、瞪羚等動物成群結隊出現在草原上。此地為非洲大遷徙的源頭，每逢尖峰時刻，便會湧入上百萬
隻角馬、數十萬隻斑馬及上千隻獅子，在磅礡的氣勢中，連地表都不斷振動著，像遊人誇耀展現最奔騰豪邁的生命力。
午餐之後，小睡片刻（因為天氣炎熱時動物們也會睡午覺）。傍晚我們展開第一次的動物獵奇，我們專業的嚮導司機，帶
領著我們尋找動物的縱跡，今天的狩獵活動彷彿您置於Discovery Channel的動物影片之中。晚上住Mara Sopa或 Mara Sarova
Luxury Tented Camp或同級。

第六天: 馬賽瑪拉國家動物保護區 Massai Mara Game Reserve(早、午、晚餐)

【馬賽瑪拉國家動物保護區】活動精彩是必需多住一晚的，因為 Discover Knowledge與國家地理頻道珍貴的畫面皆從
Maasai Mara攝取，亦是動物大遷徙必經之地。今日上午及下午，將各自展開一場原野狩獵活動，用鏡頭狩獵動物們的真
實可愛樣貌，於馬賽瑪拉平原上追逐各種野生動物，大草原上，風光明媚，象群、角羚羊、河馬、獅子、犀牛、花豹、
獵狗（Hyena）、長頸鹿等各式動物紛紛一覽無遺，聞名的影片「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的部份場景正是攫取於此，影片
中遼闊的景緻，成群移動的動物，親身體驗更是感動滿懷。每年約有450種的鳥類在此來來往往，您知道是那些鳥類嗎？
今天兩場的狩獵活動讓您值回票價，永生難忘傍晚回到酒店休憩，紓解一天的勞頓，迎接嶄新的明天。晚上住Mara Sopa
或 Mara Sarova Luxury Tented Camp或同級。

第七天: 馬賽瑪拉國家動物保護區Massai Mara Game Reserve(進入坦桑尼亞)－恩格龍格魯國家公園
Ngorongoro (早、午、晚餐)

早餐後離開馬賽瑪拉動物園動物保護區，專車前往坦桑尼亞TANZANIA，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是一個東非國家，位於
赤道以南，本土地處維多利亞湖和印度洋之間，北鄰烏幹達和肯尼亞，西與剛果（金）、盧旺達和布隆迪交界，南與馬拉
維和莫桑比克毗連，西南與贊比亞接壤。坦桑尼亞曾是英國殖民地，1964年4月26日獨立，1996年首都由達累斯薩拉姆遷
往多多馬。遠觀吉力馬劄羅火山，極富盛名的吉力馬劄羅山mt. kilimanjaro，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筆下最動人的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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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羅曼史『雪山盟』之所在地。前往世界第八大奇景的恩格龍格魯國家公園。晚宿Ngorongono Wildlife Lodge或同級。

第八天: 恩格龍格魯國家公園(世界第八大奇景)Ngorongoro(早、午、晚餐)

全日在恩格龍格魯火山口國家公園觀賞各種野生動物活動。恩格龍格魯火山口直徑長達23公裏，火山口峭壁高達610公尺
面積265平方公裏有“天然動物園”美稱。搭乘四輪傳動吉普車，下坡開到2,000英尺深的火山口底部，追蹤牛羚、斑馬、
羚羊、犀牛、獅子、獵豹、花豹、土狼、胡狼等。此地動物與肯亞的馬塞馬拉是每年動物大遷徙的路線，於下午驅車返
回旅館。晚宿Ngorongono Wildlife Lodge或同級。

第九天: 恩格龍格魯國家公園－塞倫蓋堤Serengeti(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塞倫蓋提國家公園及下午抵達後展開狩獵活動，此地區在動物大遷徙時擁有上百萬隻牛羚、數十萬隻斑
馬及湯氏瞪羚點綴著很多肉食動物如獅子、獵豹、胡狼，為非洲野生動物年度大遷徙的源頭之一。晚宿Seronera Wildlife
Lodge或同級。

第十天: 塞倫蓋堤Serengeti(早、午、晚餐)

清晨前往塞倫蓋提公園狩獵後返回飯店享用早餐，之後繼續前往遼闊的公園內狩獵活動，塞倫蓋提國家公園內，稀樹大
草原面積廣達14763平方公裏；每年大批的草食性動物，朝著長存性的水塘遷徙，如牛羚、瞪羚和斑馬，而背後尾隨著肉
食性動物，伺機加以侵略的畫面一再上演，今天將依據動物遷徙的方位調整狩獵的地區。晚宿Seronera Wildlife Lodge或同
級。

第11天: 塞倫蓋堤Serengeti－曼亞拉湖Lake Manyara(早、午、晚餐)

早餐後帶著午餐盒前往塞倫蓋提公園高爾區繼續狩獵活動，本區以觀賞獵豹聞名在公園出口享用野餐，午餐後前往馬尼
亞那湖國家公園，主要是由面積 229平方公裏的 Lake Manyara 組成。和其他公園和保護區不同，公園內以樹林地為主，
但在湖畔亦有草地和沼澤地成千上萬的紅鶴，倒是鵜鶘及鸛鳥非常多，組合成典型的非洲原野景色。晚宿Lake Manyara
Wildlife Lodge或同級。

第12天：曼亞拉湖Lake Manyara－阿魯夏Arusha－莫西Moshi(吉利馬扎羅山mt. Kilimanjaro)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曼亞拉湖，鹼性成分供養了大量紅鶴以及賴以維生的藍綠海藻及矽藻類，由於食物無缺，數以百萬隻紅鶴棲息於
此將湖邊渲染成春色無邊的粉紅色，湖內著名的鳥類有紅鶴群聚數萬隻，先飛越吉力馬劄羅火山於上午時間抵達極富盛名的
吉力馬劄羅山mt. kilimanjaro，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筆下最動人的愛情羅曼史『雪山盟』之所在地。再到莫西Moshi。山
腳下的Moshi可以看見吉利馬扎羅山頂。晚宿Springland Hotel或同級。http://www.springlandshotel.com/

第13天：莫西－馬浪古登山口Marangu(1980米)－曼達拉營地Mandara(2700米)(早、午 餐盒、晚餐)
步行時間約：6小時 / 路程：12公里 / 上升高度：720米 / 景色：高山森林

從海拔1980米的馬浪古登山口(Marangu)開始健行，出發穿越茂密的熱帶雨林，於下午到達曼達拉山屋(Mandara)海拔2700
米。這段山路輕鬆健行，因為只要背個小背包，還有野餐盒 。晚宿曼達拉營地營地或同級。

第14天：曼達拉營地Mandara(2700米)－賀龍坡營地Horombo(3700米)(早、午 餐盒、晚餐)
步行時間約：6小時 / 路程：15公里 / 上升高度：1000米 / 景色：濕地

從Mandara出發到Horombo有15公里，約走5至6小時，到達賀龍坡營地Horombo Hut，海拔3700米。早餐後沿著坡道穿越森
林進入高山草原區，海拔高度明顯變化，這邊開始變成沒有遮蔽，太陽很曬。前進速度逐漸變緩，沿途你可盡情欣賞自
然景色、馬溫芝峰和克波峰的美境。抵達荷若波營地。下午到達Horomobo山屋，然後去喝下午茶，睡午覺等吃晚飯。晚
宿賀龍坡營地或同級。

第15天：賀龍坡營地Horombo(3700米)－奇坡營地Kibo(4700米)(早、午 餐盒、晚餐)
步行時間約：7小時 / 路程：15公里 / 上升高度 1000米 / 景色：高山荒野

從海拔3700米的賀龍坡Horombo，約行7小時，約15公里，到達海拔4700米奇坡Kibo。進入山區的第三天，第一天是熱帶
雨林地形，昨天變成針葉林和矮灌木叢，今天就變成草原和光禿禿的碎石地形了。這個山屋沒有活水源，必須由挑夫從
Horombo和Kibo之間的小溪背水到Kibo。晚宿奇坡營地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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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天：奇坡營地Kibo(4700米)－馬札羅山登頂(5895米)－奇坡營地Kibo(4700米)－賀龍坡營地
Horombo(3700米) (早 餐盒、午 餐盒、晚餐)
步行時間約：14小時 / 路程：27公里 / 上升高度 1195米 / 景色：白雪覆蓋的頂峰

從海拔4700米的奇坡山屋Kibo，約行8小時到達登頂(6公里上坡)(6小時下山，21公里下坡到賀龍坡營地)，到達海拔5895
米馬札羅山登頂。從約半夜十一點出發，早上七點登頂，當山上的碎石還未解凍，開始向最後的坡道進發，爬過最陡的
一段路（最困難和最累的一段），沿著火山口的邊緣步行抵達優哈拉頂峰（19344英尺），在山頂稍作停留，再下山回到奇
坡營地Kibo，略事休息一下，再往下走一個營地，回到賀龍坡。這天跟之前前三天的輕鬆郊遊比起來，今天是最生苦的！
山頂風很大。因為地球暖化嚴重，在這幾年--馬札羅山頂的冰川將會消失。登頂日衣服一定要穿夠。晚宿賀龍坡營地或
同級。

第17天：賀龍坡營地Horombo(3700米)－馬浪古登山口Marangu(1980米)－莫西Moshi
步行時間約：8小時 / 路程：27公里

從賀龍坡營地下降，抵達登山口後，驅車回到Moshi鎮上的Springland Hotel。晚宿Springland Hotel或同級。

第18天：莫西Moshi－吉利馬扎羅山Mt. Kilimanjaro(JRO)內羅畢Nairobi香港Hong Kong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馬尼亞那湖，鹼性成分供養了大量紅鶴以及賴以維生的藍綠海藻及矽藻類，由於食物無缺，數以百萬隻紅鶴棲息
於此將湖邊渲染成春色無邊的粉紅色，湖內著名的鳥類有紅鶴群聚數萬隻，午餐後隨即前往阿魯夏中餐廳安排中式點心，之
後前往吉力馬劄羅搭機返。

第19天：安抵香港Hong Kong
班機於傍晚抵達(經曼谷)。

肯亞簽証所須資料： : (HKSAR/BNO 遊証件均須辦理肯亞入境簽証) 5 個工作天時間辦理，若透過本社代辦簽證請最遲於
交尾數時把所需資料交給本社，〈1〉旅遊証件有效期最少 6 個月或以上及最少有一頁是空白的〈2〉旅遊証件正本、1
張証件相(近 6 個月)〈3〉簽証費$540〈4〉已填妥的簽証申請表一份〈5〉代辦簽証申請，必須附帶授權書（正本）。
坦桑尼亞簽証所須資料：(HKSAR/BNO 遊証件均須辦理坦桑尼亞入境簽証) 5 個工作天時間辦理，若透過本社代辦簽證請
最遲於交尾數時把所需資料交給本社，〈1〉旅遊証件有效期最少 6 個月或以上〈2〉旅遊証件正本(如果是新旅遊証件，
要出示過去的一本旅遊証件，方可辦理)、身份証副本、2 張証件相 1.5 吋 X2 吋(近 6 個月)及公司放假信〈3〉簽証費$540
〈4〉已填妥的簽証申請表一份、(5)黃熱病育苗注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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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備註：

(1) 本團不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行李保險、保管費及行李生小費(一間房建議給 1 至 2 美元/次)等。
(2) 本團不設停留。
(3) 本公司及香港旅遊業議會(TIC)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4) 以上行程、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內陸口岸及航班時間只供參考，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
(5) 以上行程、風味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客人不得異議。
(6)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酒店之確認以接待旅行社安排為準，但將儘量忠於原本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變更、
調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7) 若單人報名，不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8)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臨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9) 如旅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料，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料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天之內出
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料)，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旅客之預訂。一切責任，本公司恕不負責。
(10) 旅客須確保所持之旅遊證件必須有最少六個月有效期 (以回港日期計算)，個別國家除外。如非由本公司代辦簽證，
顧客必須自行了解清楚所持之旅遊證件及入境簽證；如因與證件有關的任何問題引致顧客被拒登機或拒絕入境，本
公概不負任何責任。
(11) 所有因證件問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均由顧客自付。
(12)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由本公司遞往領事館辦理有關
簽證，簽證及手續費用概不退還。
(13)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TIC)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修訂)』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
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在處理團員退款時可收取該指引所列明的手續費，以及退票費用(如適用)；詳情請瀏覽
香港旅遊業 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14) 如遇匯率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來回機場稅、保安
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因此必須按數額支付給本社，否則
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金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例不發還，也不得將訂金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15) 如受塌方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額外多出之費用(包括超公里費、住宿費、餐費等)，需由各團友分擔。
(16) 以上行程因路況崎嶇，車程常超出預計，不一定按行程中地點住宿及指定時間參觀。
(17) 即使只有一人報名(2 人至 14 人都是相同解讀)，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本、機票及
酒店能否確認)，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不會再另行通知。
(18) 此團可能合併其他團隊出發，去程或回程將沒有領隊隨行；如人數不足 15 位客人，本社不安排隨團領隊隨行，從出
發開始請您有心理準備，需面對不同的語言，例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說英語/司機一般只會當地語言/酒店服務員
一般只會說英語或當地語言/機上空中服務員一般只會說英語/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說英語或當地語言/餐館服務員
等等其他人員一般只會說英語或當地語言，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不會另行通知客人。
(19) 以上行程酒店極度缺水，沒有洗澡沖涼的條件，有可能數天都不洗涮；
(20) 埃塞俄比亞絛件不可同其他大國相提並論，因當地對旅遊觀光事業的發展較為緩慢、認知較為不足請旅客前往埃塞
俄比亞旅遊時，先調適自己，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請客人報名前，仔細了解行程是否適合自己)，並記
得要入境隨俗。
(21) 以上團費只作參考，費用以報名時作準。
(22) 客人報名前，請仔細瞭解本公司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臨時取消細則、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亦需要將以上
資料轉述給其所有同行之人士。
(23) 行程途中如遇天災、氣候等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影響而封山，致使無法完成行程，有權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
食宿。
(24) 行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車遊、路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歷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認識(或許
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便敬請多多指導)，絕不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25) 山區環境、氣候條件極度惡劣，請客人出發前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務必要在香港醫院做好身體檢查，有慢性病者
不宜參團;
(26) 行程途中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影響而封山，致使無法完成行程，有權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
(27) 肯亞條件不可同其他大國相提並論，因當地對旅遊觀光事業的發展較為緩慢、認知較為不足請旅客前往肯亞旅遊時，
先調適自己，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請客人報名前，仔細了解行程是否適合自己)，並記得要入境隨俗。
(28) 以上行程酒店極度缺水，沒有洗澡沖涼的條件，有可能數天都不洗涮；
(29)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30) 肯亞阿布岱爾國家公園酒店。不接待 5 歲或已下之小童。
(31) 吉利馬扎羅山，平均海拔 4500 米至 5895 米，空氣稀薄，如患高血壓、嚴重心臟病、長期咳嗽多痰及正在感冒、發
燒等病者，都不宜前往。為安全起見，宜先在香港驗身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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