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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50個必去的地方——《國家地理》雜誌、英國BBC等多家媒

體一致推薦。

靠近赤道卻如沐春風！仰望夜空銀河如帶！放眼四方草原無邊！

飛禽走獸不時出沒！

當上百萬牛羚(角馬)及數十萬頭斑馬、瞪羚，為追逐水草鋪滿草

原，阻塞道路，或是前仆後繼躍入急流，驚嘆瞬間變成驚心動

魄！！！

《探索發現》或《動物星球》的場景局限在螢幕裡。跳出框格，

置身東非動物遷徙自然奇觀中，身心靈的震撼，終生難忘！

行 程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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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正柔老師介紹

學歷
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大眾傳播碩士研究生

經歷
旅遊專業作家─目前

旅遊文章散見於聯合報、中國時報、長榮航空機上雜誌、

《行遍天下》雜誌，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北京《時尚旅

遊》及《新旅行》雜誌。

任職
時報出版公司執行副總                1997-1999
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採訪主任  1990-1996
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採訪記者  1988-1990
美國洛杉磯中報主編                    1984-1988
聯合報記者/編輯                           1979-1981
中國時報編輯                                  1978-1979

出版書籍
開始在加拿大自助旅行                2014台北太雅出版社

開始在北京自助旅行                     2010台北太雅出版社

瑪雅金字塔的秘密(簡)                2010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百變北京                                           2008台北時報出版社

瑪雅金字塔的秘密(繁)                2007台北墨刻出版

加州                                                    2000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加拿大                                                1999台北墨刻出版

美西國家公園                                  1998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拉斯維加斯                                       1998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證照
中華民國觀光局華語、英語領隊

中華民國觀光局華語、英語導遊

北半球的盛夏，置身東非大草原卻如沐春風。舉頭只見湛藍的天

空白雲飄浮，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散落成群動物，非洲刺槐(Acacia 
tree)寧願孤零零的佇立，眼前像似一幅幅寧靜的油畫，枝椏上卻

可能棲息著花豹，樹蔭下獅群或獵豹正在午休，動靜交融。

以坦尚尼亞(Tanzania)塞倫蓋蒂(Serengeti)國家公園為中心的生

態圈，聚集了地球上數量最龐大且多樣性的動物。「塞倫蓋蒂」

馬賽語意即「無盡的草原」，每年逾百萬頭牛羚(角馬)為主，數

十萬斑馬、瞪羚伴行，為追逐飲水及食草而遷徙的循環，仿若亙

古吟唱的史詩。追隨動物遷徙的腳步，從坦尚尼亞跨國到肯亞

(Kenya)馬賽馬拉保留區(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感受的

是視覺及心靈的撼動。

生態圈內的格龍格羅保護區(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是

座高原火山口，更像世外桃源。保護區以獅子密度最高聞名，驅

車行走在火山口內的森林、草原、湖泊間，野生動物及鳥類有如

跑馬燈，不時躍入眼簾。格龍格羅保護區和塞倫蓋蒂國家公園，

2013年均獲為非洲七大奇觀，也是聯合國列冊的世界自然遺產。

馬賽馬拉國家保留地為肯亞最大動物保護區，每年7-9月，是馬賽

馬拉國家保留地最熱鬧的季節，食草的、吃肉的動物全部聚集，

甚至吃腐肉的各種禿鷲也不缺席；保留地也是血淋淋的殺戮戰

場，獅子、獵豹、花豹在草原上捕獵，鱷魚在號稱「非洲血河」

的馬拉河(Mara River)裡守株待兔。渡河是動物大遷徙的高潮，

若時間趕得巧，遇上牛羚及斑馬決定跨過馬拉河，瞬間便見塵土

滿天、水花四濺，千軍萬馬迅速向對岸移動，成就獨步天下，舉

世無雙的動物過河奇觀。

坦尚尼亞的曼雅拉湖(Lake Manyara)是作家海明威心中非洲最美

的湖泊，白鵜鶘、黃嘴鸛、灰鷺、埃及雁也有同感，定期群聚湖

中悠遊覓食。埃爾門泰塔湖是國際重要濕地，且列為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的世界自然遺產。上百水禽以湖為棲地，數百萬隻小火烈

鳥(Lesser Flamingo)輪流在三處湖泊間覓食，埃爾門泰塔湖更是

白鵜鶘的重要繁殖地。

肯亞中部的歐佩傑塔保護區(Ol Pejeta Conservancy)跨越南北

半球，以保護黑、白犀牛為主，更珍藏了世界僅存的二頭北白

犀。保護區中的甜水黑猩猩庇護所(Sweetwaters Chimpanzee 
Sanctuary)，收容35頭來自非洲西部和中部的被虐或失恃的黑猩

猩。

走進東非，置身動物遷徙自然奇觀中，身心靈的震撼，終生難忘！

東非自然奇觀之旅 ~ 沈正柔

專 家 帶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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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體驗2個野生動物國家公園生態圈，追隨百

萬動物遷徙的盛況。

● 看3個國家保護區，其中2個是非洲七大奇觀之

二，也是聯合國列冊的世界自然遺產。

● 到肯亞中部的歐佩傑塔保護區看世界僅存的二頭

北白犀。

● 到海明威認為非洲最美的曼雅拉湖看成千上萬的

白鵜鶘、黃嘴鸛翩翩起舞。

● 到列名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的國際

重要濕地、世界自然遺產的埃爾門泰塔湖，看火

烈鳥(Flamingo)翩翩起舞，以及尋找瀕危的羅氏

長頸鹿。

● 在寧靜如油畫的非洲稀樹草原，尋找棲息在枝椏

上的花豹，近看那樹蔭下的獅群或獵豹正在午休

的可愛模樣。

貼心安排：

● 用四輪驅動吉普車(四人一車，免費wi�i)遊覽行

程景點，用最輕鬆的方式尋找非洲五霸。

● 住宿野生動物國家公園內豪華小屋或帳篷，衛浴

俱全，每天包三餐，以最舒服的方式追逐動物遷

徙過程。

●瓶裝水無限量供應。

東非旅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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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動物大遷徙？
東非動物大遷徙發生在坦尚尼亞的塞倫蓋蒂大草原和肯亞的馬

賽馬拉大草原之間，主要是角馬、斑馬、瞪羚為主，牠們為尋

求水源和食草所進行的規律性年度遷移活動。這背後的原因是

東非草原雨季和旱季的交替導致的水源和食草在不同月份、不

同地點有交替枯榮。下雨了，草就多,乾旱了，草就少。

東非野生動物大遷徙的隊伍構成如下：

1.前鋒部隊：是30萬頭左右斑馬，最喜歡長草，也就是吃草莖

頂部。

2.中間主力：是超過150萬頭的角馬。在走在斑馬後面，吃斑

馬啃過的草的底部。

3.斷後的是50萬頭左右的瞪羚。角馬吃完後新長出的來嫩草是

瞪羚的最愛。

就這樣，三大主力加上各種捕食的食肉動物，浩浩蕩蕩兩三百

萬的隊伍在東非草原上年復一年，一路吃過去。遷徙隊伍就像

一個巨大的割草機，移動在這個地球上最大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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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搭機出發

從桃園機場搭機，在香港轉機經卡達

(Qatar)首都多哈(Doha)，飛往肯亞首都

奈洛比(Nairobi, Kenya) 。
住宿：飛機上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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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奈洛比歐佩傑塔保護區 

(Ol Pejeta Conservancy) 

清晨抵達奈洛比。旋即驅車前往位於萊

基亞皮高原(Laikipia Plateau)的歐佩傑

塔保護區。佔地365平方公里，歐佩傑

塔保護區不隸屬任何政府機構，全靠捐

贈和觀光收入運營。前身為甜水犀牛庇

護所(Sweetwaters Rhino Sanctuary)，
自1993年以來，保護區已經成功庇護和

繁殖犀牛上百頭，成為東非最大的犀牛

聚落。除黑、白犀牛外，瀕危動物圍欄

(Endangered Species Enclosure)裡，保

護著兩頭世界僅存的北白犀。另外，遊

客還有機會餵食因打鬥失明的黑犀牛巴

拉卡(Baraka)。
保護區的黑猩猩庇護所(Sweetwaters 
Chimpanzee Sanctuary)也守護著因戰亂

及濫捕而失恃的黑猩猩。肯亞不是黑猩

猩原生地，來自非洲西海岸和中部的被

虐或孤兒黑猩猩，使歐佩傑塔保護區成

為東非唯一能觀賞黑猩猩的處所。

驅車繞行草地、灌木叢、河岸及沼澤，

高角羚、水牛、斑馬多半埋頭吃草，偶

爾得見伊蘭羚大步穿越馬路；大象與犀

牛可能不期而遇，卻互不理睬。獅子、

花豹、獵豹和鬣狗都以保護區為家，非

洲野狗也於近年落戶，但想邂逅，得憑

幾分運氣。

保護區地跨赤道，遊客得以雙腳分跨南

北半球留影。若天氣晴朗，還有非洲第

二高 肯亞山作背景。

住宿：Sweetwaters Tented Camp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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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歐佩傑塔保護區 

(Ol Pejeta Conservancy)
埃爾門泰塔湖(Lake Elementaita)

位於海拔1670公尺，面積18平方公里的

埃爾門泰塔湖，是東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裡的鹹水湖。1906年，德拉密爾

(Lord Delamere) 家族即在湖邊經營索伊

山布牧場(Soysambu Ranch)。2007年德

拉密爾後代將牧場設為索伊山布保護區

(Soysambu Conservancy) ，以保護區內

動植物。

埃爾門泰塔湖雖小，卻是列名拉姆薩

公約(Ramsar  Convention)的國際重

要濕地，並與鄰近的納庫魯湖(L a k e 
Nakuru)、柏哥利亞湖(Lake Bogoria) 
並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自然遺

產。上百水禽以湖為棲地，數百萬隻小

火烈鳥(Lesser Flamingo)輪流在三處湖泊

間覓食，埃爾門泰塔湖更是白鵜鶘的重

要繁殖地。

午后驅車巡遊保護區，可能遇見疣豬、

瞪羚、斑馬、伊蘭羚、水牛、黑白疣猴

及瀕危的羅氏長頸鹿(Rosechild Giraffe) 
，保護區內也生活著獅子和花豹。

住宿：Elementaita Serena Luxury Camp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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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埃爾門泰塔湖(Lake Elementaita)— 
馬賽馬拉國家保留地

  (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

西南行奔馬賽馬拉國家保留地。馬賽馬

拉國家保留地建於1961年，面積1800平
方公里，是肯亞最大動物保護區。午間

進入保留地，來自塞倫蓋蒂大草原的牛

羚、斑馬早已各就各位，一眼望去，滿

山遍野盡是食草動物，牛羚、斑馬外，

瞪羚及水牛各自成群埋頭用餐，大批牛

羚甚至溢出草原，流落在土路上徘徊。 

住宿：Mara Serena Lodge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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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馬賽馬拉國家保留地

每年7-9月，是馬賽馬拉國家保留地最熱

鬧的季節，食草的、吃肉的動物全部聚

集，甚至吃腐肉的各種禿鷲也不缺席。

保留地也是血淋淋的殺戮戰場，獅子、

獵豹、花豹在草原上捕獵，鱷魚在號稱

「非洲血河」的馬拉河(Mara River)裡守

株待兔。

遷徙的動物在路途上已經幾次渡河，但

似乎不如雨季後水流湍急的馬拉河驚險

刺激，也難怪下河前要先集結同伴壯

膽。渡河並沒有約定時間，即使隨著大

隊牛羚走向河邊，牛羚也許就在岸邊舉

足不前；若時間趕得巧，遇上牛羚及斑

馬下定決心過河，瞬間便見塵土滿天、

水花四濺，千軍萬馬迅速向對岸移動，

寫下獨步天下，舉世無雙的動物過河奇

觀。

住宿：Mara Serena Lodge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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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馬賽馬拉國家保留地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

離開馬賽馬拉保留地後，行走鄉間聚落，

前往肯亞邊城伊塞巴尼亞(Isebania)辦理

出境手續，然後續往坦尚尼亞邊城希拉里

(Sirari)辦理坦尚尼亞落地簽証，隨即南

向塞倫蓋蒂國家公園。進入塞倫蓋蒂國家

公園後，沿途或與正在水漥飲水的瞪羚、

大象相遇，或見林間成群水牛低頭吃草；

獅子或成堆在樹下睡懶覺，或潛行準備

打獵；河馬或露出水面偷窺，或攪動池

水製造騷動。且行且看，不知不覺間抵達

位於公園中心區的旅店。

住宿：Serengeti Serena Lodge

每 日 行 程



20 21

第 7 天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設置於1952年，佔地14,763
平方公里，面積是馬賽馬拉保留地8倍。

「塞倫蓋蒂」馬賽語意即「無盡的草

原」；長久以來，百萬牛羚(角馬)、斑

馬、瞪羚，年年在草原重複演出追逐飲

水及食草的戲碼，獅子、花豹、獵豹、

鬣狗則尾隨獵食，成就了東非動物大

遷徙奇觀。

每年11-12月短雨季開始，牛羚從北部

林地向南移往塞倫蓋蒂草原南部、東南

邊的格龍格羅保護區及西南邊的馬斯瓦

保留區(Maswa Game Reserve)。2-4月
雨季，草原供水及食物不虞匱乏，牛羚

相約在2月的2-3週內同步生產，平均每

天數千頭小崽誕生，新生命隨後加入雨

季過後往北向西的遷徙行列。5-6月大

部隊西北向，遊走格魯梅堤河(Grumeti 
River)流域的西部走廊，6月底、7月初

跨越國界進入肯亞，停留肯亞馬賽馬拉

保留區。9-11月逐步南移，俟短雨季降

臨，再進入塞倫蓋蒂草原南部。循環一

圈約1000公里。沒有起點及終點，也

沒有既定時辰，憑著本能，牛羚領頭隨

雨水及草場狀況遷移。

住宿：Serengeti Serena Lodge

第 8 天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格龍格羅保

護區(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卡拉圖(Karatu)

格龍格羅保護區是數百萬年前火山爆發

後留下的大碗口。從高處俯視腳下600公
尺的火山口，只見一抹綠帶和一片水光，

不見動物活動蛛絲馬跡。

乘車下行到火山口底，發現水光不只一

處，刺槐林邊的水澤裡，象群亦步亦趨，

牛羚及斑馬列隊飲水；水牛愛逗留鹹水

的馬加迪湖(Lake Magadi)畔，不時可見

成群飛舞的小火烈鳥；河馬池塞滿河馬，

埃及聖䴉隔水觀望。火山口裡湧泉營造

的淡水湖，吸引鳥獸聚集，灰冕鶴濱水

悠然散步或涉水洗浴，水牛、大象、獅子

偶爾涉足飲水。

格龍格羅保護區號稱「非洲伊甸園」，

對獅子、花豹和斑鬣狗而言，直徑約20
公里的火山口底真是天堂飲食無缺的雄

獅昂首闊步中帶著幾分從容，母獅及圍

繞身旁的幼獅多數慵懶；斑鬣狗毫無掩

飾地躺在道旁，人車經過都不為所動。

草叢間，秘書鳥(蛇鷲)瀟灑獨行，灰頸

鷺鴇昂首跨步。雖然說生活在格龍格羅

火山口裡的動物密度大，卻不見高角羚及

長頸鹿蹤影，也許因為欠缺開放的林地及

可食樹種。

住宿：Ngorongoro Farm House

每 日 行 程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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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天  
卡拉圖曼雅拉湖(Lake Manyara)國
家公園吉力馬扎羅(Kilimanjaro)機
場多哈

清晨驅車前往曼雅拉湖國家公園。湖藏

在公園入口的林蔭外。林木繁茂的山坡

上，最搶眼的是粗壯的猴麵包樹(Baobab 
tree)；林間岩石上可能得見用蹄尖走路

的山羚，枝椏間也許有狒狒或藍猴坐視

過往遊客，可能遇見路過的大象，或看

到爭地盤打架的黑面長尾猴。據說在雨

季，唯有曼雅拉湖公園的獅子會上樹以

躲避蚊蟲。

湖面在眼下豁然開朗之際，白鵜鶘、黃

嘴鸛鋪天蓋地，三兩成群的白臉樹鴨，

高蹺鴴及小水鴨穿梭在鵜鶘群間；河馬

載沉載浮換氣，似乎企圖擺脫在背上棲

息及覓食的水雉和牛啄鳥。牛背鷺糾纏

著水牛，白翅黃池鷺立在飄浮的大萍上尋

找目標；白鷺、鸕鶿高踞樹梢伺機而動，

灰鷺、琵鷺、埃及聖䴉及彩鹮，兀自涉水

前進。遠處湖中紅色的星星點點，應是害

羞的火烈鳥。放眼望去，湖像似在山中，

也接連天際。

下午行經坦尚尼亞第三大城阿魯沙

(Arusha)，前往非洲第一高峰吉力馬札羅

山(5895公尺)邊的吉力馬札羅機場，搭

機飛杜哈。

第 10 天  
多哈香港台北
午夜從多哈飛香港，轉機返回台北。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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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蘭港

Day9
Day9

Day7-8

Day5-6

Day4

Day3

Day1

Day2
台灣

吉力馬札羅國際機場
Kilimanjaro, Tanzania

奈洛比
Nairobi, Kenya)

喬其‧肯雅塔國際機場

曼雅拉湖國家公園
Lake Manyara

格龍格羅保護區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賽倫蓋蒂國家公園
Serengeti National

馬賽馬拉國家保留地
Masai Mara National

埃爾門泰塔湖
Lake Elementaita

歐佩傑塔保護區
Pejeta Conservancy

坦尚尼亞

肯亞

Day10

費用：新台幣22萬5千元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5萬元，餘額請於出團前1個月繳清，以確保席位。

費用包括：

●6段經濟艙機票(團體機票，團進團出)、燃料稅、機場稅、兵險費。

●活動期間參訪費、導覽費、食宿，以及遊覽行程中的交通、門票等。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及行李小費(不含床頭小費)。

●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責任險500萬台幣、20萬意外險及旅遊不便險。(依

規定15歲以下及70歲以上，限額投保200萬旅遊責任險及3萬意外醫療險)

●肯亞、坦尚尼亞的簽證費。

費用不包括：

●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餐飲、醫療補助、特殊這戶及醫療

險自付額。

●個人護照辦理費用。

●自由活動時之任何個人開支。

報名流程：

Step1→線上報名，或來電由專人為您處理報名手續。

Step2→繳交五萬元訂金，回傳繳款單、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

Step4→辦理出國手續。

Step5→參加行前說明會。

Step6→機場集合、出發。

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航 班 資 訊

報 名 資 訊

第一梯次：2020年7月14日~7月23日

日期 航班 出發地 出發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航空公司

7/14 CX 445 桃園 13：45 香港 15：45 國泰航空

7/14 QR 817 香港 19：10 多哈 22：35 卡達航空

7/15 QR 1345 多哈 01：55 奈洛比 07：50 卡達航空

7/22 QR 1357 吉利馬札羅 15：05 多哈 00：10+1 卡達航空

7/23 QR 818 多哈 02：40 香港 16：05 卡達航空

7/23 CX 402 香港 18：35 桃園 20：30 國泰航空

第二梯次：2020年7月28日~8月6日

日期 航班 出發地 出發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航空公司

7/28 CX 445 桃園 13：45 香港 15：45 國泰航空

7/28 QR 817 香港 19：10 多哈 22：35 卡達航空

7/29 QR 1345 多哈 01：55 奈洛比 07：50 卡達航空

8/5 QR 1357 吉利馬札羅 15：05 多哈 00：10+1 卡達航空

8/6 QR 818 多哈 02：40 香港 16：05 卡達航空

8/6 CX 402 香港 18：35 桃園 20：30 國泰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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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洽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2樓(近台鐵汐科站)

電話：(02)8643-3517、(02)8643-3581、(02)8643-3940

             (02)8643-3926、(02)8643-3543

手機：0937-982238、0915-883089、0956-200868、

              0989-689609、0933-014651

手機均可加LINE

信箱：chihchi.ho@udngroup.com.tw

●全團人數：22名

●成團人數：16名

●報名截止：出團前一個月。

● 單人報名如未找到同住旅伴，需補「單人入住房費」差額新台幣

40,000元(房間數有限，需另需求，不保證有房)。

●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

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程。

●相關取消行程說明，依照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規定。

●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公司保有活動最終說明權，有權臨時

變更行程，如有離隊放棄行程者，恕不退費。

有‧行旅旅行社出版

文字：沈正柔、何智綺

美編：邱士娟

攝影：沈正柔

報 名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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