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人專機飛越坦尚尼亞 傾聽野性的呼喚

這一年來，詢問非洲行程的聲音此起彼落，縈繞在耳畔的呼喚，著實讓人蠢蠢欲動。想像成群斑馬、瞪

羚、水牛在荒野中邁著步伐奔跑，大象與長頸鹿與世無爭地啃著葉子，還有躲在樹蔭下懶洋洋地納涼的

獅群…，這些只在國家地理頻道看到的景象，即將貨真價值呈現在眼前；但，這一切必然是無關享樂的

旅程。在我們實地走訪後，必須說，這一趟非洲，還真的是千辛萬苦！試想，光為了 Safari，每日車程動

輒 3 小時起跳，首要克服的便是拉車問題。

或許是緣分，又或許是眾人的念力，於是，我們找到了東非的 Elewana Skysafari。全包式的 Elewana 不

單提供食宿，還有專屬英文嚮導一路隨行，除此之外旗下自有飛機讓 Skysafari 旅程一氣呵成，四段平均

僅需半小時的飛程不僅取代至少 15 小時的拉車，更輕鬆串聯起坦尚尼亞四個據點，光憑這個優勢，已經

令人有了踏上非洲的勇氣。那麼接下來，只需邁開腳步，出發去！

2020

野性東非坦尚尼亞 Skysafari 11日
下半年度另開招募團，亦可自行包團、隨時出發

一生不只一次的多重體驗

許多到過非洲的旅人，都是一再重遊這片廣闊黃土，哪怕這絕非是說走就走的旅程。或許有不少人疑惑，非洲

入門是否應該去南非？又或者，為何不走肯亞？近年非洲頂級飯店如雨後春筍在這片遼闊之境大肆崛起，但若

僅僅是為了享受，遙遠的非洲之旅似乎太單薄。我們百般思量，與其給您一個純粹的奢華，還不如來點另類探

索。除了專機接駁、飛越坦尚尼亞，讓這趟旅程贏在起跑點，在飯店的選擇上，更一路從莊園、樹屋、帳篷等

特殊多元的旅宿，期待透過不同風格，豐富您的感官體驗。親愛的異數風格之友們，因為我們懂您，若是不夠

「聰明」的行程，如何能收買您挑剔的心？坦尚尼亞或許只是個起點，因為非洲的魅力不單是一生一次，而是

可以一再重遊，讀上千遍也不厭倦的旅程。

異數風格旅行社逍遙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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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  

國際段機票、新辦護照費用、國內機場接送機、行

程未列之其他自由活動、自由覓食及特殊體驗等等

私人消費。單人房或房內第三人加價費用另報。

加價選項

Safari 活動大部分為六人同車，需與其他旅客共

乘，如欲全程使用專屬用車及嚮導，每車加價

NT$ 70,000。

訂金與取消條款

由於飯店各據點房數不多，取消條款相當嚴格，確

認訂房後即需支付 20% 不可退訂金，抵達前 90 天

另付 50% 費用、30 天需付清全額。出發日 60~30
天內取消酌收 50% 團費，出發日 30 天內取消罰款

100%。

注意事項

1. 以 上 平 季 報 價 適 用 於 1/2-3/28、6/1-28、
10/28-12/15 期間，6/30-10/26 旺季每人另加

價 NT$ 15,000。報價不適用於聖誕新年，歡迎

另洽。

2. 非洲為高疫區國家，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規定，所有旅客皆必須施打黃熱病、A 型肝

炎等接種疫苗，並服用瘧疾預防藥物，出發前

務必至家醫科旅遊門診諮詢。

3. 行程中有多趟長時間 safari 體驗，然因大自然

環境路況實屬顛簸；除此之外，坦尚尼亞多數

國家公園沒有設置廁所，safari 期間若有如廁

需求，建議放下偶像包袱、就地野放。

餐廳   ♥粗茶淡飯  ♥♥入境隨俗  ♥♥♥高級餐廳  ♥♥♥♥米其林一星水準  ♥♥♥♥♥二星水準以上

旅館   ♥勉強過夜  ♥♥簡簡單單  ♥♥♥中規中矩  ♥♥♥♥舒舒服服        ♥♥♥♥♥住進去不想出來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Day 9 平均

午餐 - ♥♥ ♥♥ ♥ ♥ ♥ ♥♥ ♥♥
2 /5

晚餐 ♥♥ ♥♥ ♥♥ ♥♥♥ ♥♥♥ ♥♥♥ ♥♥ -
每日拉車 1.5 hrs 4 hrs 2 hrs 4 hrs 5 hrs 5 hrs 1 hr 1.5 hrs 3 hrs

住宿
Arusha 

Coffee Lodge Tarangire Treetops The Manor at Ngorongoro Serengeti Camp Arusha 
Coffee Lodge 3 /5

異數評鑑 ♥♥♥ ♥♥ ♥♥♥♥ ♥♥♥ ♥♥♥

客房面積 45 m² 62 m² 58 m² 64~75 m² 45 m² 57 m2

航
班

團
費

平季 NT$ 245,000 起不含國際段機票

，包括以下部分：

規劃執行費用NT$   34,000 

異數風格旅行社服務內容詳見報名表附件。

代收轉付部分 NT$  211,000 
• 八夜雙人房住宿含每日三餐、酒水（不含

烈酒）、國家公園規費、落地簽、坦尚尼

亞境內 Skysafari專機、全程交通及專業

Safari英語嚮導。

• 當地導遊司機與旅館行李小費（領隊隨團

服務照例無須付小費）

城市     住宿     機場       飛行       拉車       包機

航程 01 時 55 分

航程 09 時 45 分

航程 06 時 30 分

航程 06 時 30 分

航程 07 時 30 分

航程 01 時 45 分

去程

回程

20:00 - 21:55 
01:20 - 04:40
08:30 – 14:45
17:35 – 23:55
02:55 – 16:05
17:45 - 19:40

台北 TPE—香港 HKG
香港 HKG—杜哈 DOH 
杜哈 DOH—吉力馬札羅 JRO
吉力馬札羅 JRO—杜哈 DOH
杜哈 DOH—香港 HKG
香港 HKG—台北 TPE

國泰航空 CX531
卡達航空 QR851
卡達航空 QR1353
卡達航空 QR1354
卡達航空 QR818
國泰航空 CX470



早餐後走訪這座已有百年歷史咖啡莊園，漫步在充滿

濃郁香氣的咖啡園小徑中，認識當地的咖啡歷史、生

長及種植過程。午餐後出發搭乘 Elewana 專機飛往

Tarangire 塔蘭吉雷國家公園，20分鐘飛程為非洲之旅

開啟序幕。一路上矗立奇形怪狀的猴麵包樹（Baobab 
tree）為我們引路，廣袤草原散佈零星野生動物，長頸

鹿、象群、鴕鳥…令人看得目不轉睛，儘管國家公園

的路程顛簸，仍不減眾人高昂興致。夕陽下山前來到

了塔蘭吉雷的樹屋（62 m2 樹屋宿二夜），第一眼便受

大廳一株樹齡超過千年的猴麵包樹所震撼，而廳前的

公共泳池是另一大亮點，最令人驚豔的是不遠處一座

水池，吸引著許多野生動物分批前來飲水，能夠在這

麼近的距離欣賞到此等風光，誰能不傾心！

上午來一趟 Walking Safari，跟隨導遊的腳步探索這片無垠土地上的一樹一景，親眼見證大地的生命力。結

束後驅車前往馬賽人（Maasai）村落，探訪繞勇善戰的馬賽人是如何堅守祖先傳承下來的文化，至今仍維持

著原始的游牧生活。中午返回飯店午餐休息，經過一個上午風塵僕僕的遊歷，此刻能安坐獨棟樹屋前的露臺

上吹著涼風，堪稱是一大滿足。充滿野趣的樹屋以布為牆、以紗為窗，搭配上木頭樑柱，室內陳設儘管是一

派粗曠簡樸，卻與窗外荒漠地景契合得恰到好處，更顯其不修邊幅的朗朗氣度。黃昏之際出發前往秘密基地，

短暫車程來到一處毫無遮蔽的曠野，居高臨下的地理位置展現了最佳視野。最貼心的是，Elewana 的工作人

員竟然就地擺桌，為我們準備別出心裁的夕陽雞尾酒，非洲的斜陽在酒杯上映出霞光，美得令人沉醉。回到

飯店晚餐之前，再來一小段夜遊 safari，為今日做個完美 ending。

一抵達吉力馬扎羅（Kilimanjaro）機場，迎面

而來的熱氣，以最真誠的姿態歡迎旅人來到坦

尚尼亞。司機早已在出口等候，專車接機前往

建於梅魯火山（Mount Meru）的 Arusha 阿魯

沙咖啡莊園（45 m2 標準房宿一夜），眼前是一

整片欣欣向榮的綠意，對非洲印象來說，這景

致簡直稱得上奢侈。好好利用這舒服的環境調

整一下時差，因應咖啡莊園的設計，房間內許

多小細節裝飾上咖啡豆，最棒的是可以邊泡澡、

邊欣賞窗邊園林，徹底放鬆同時洗去一身疲憊。

晚餐在飯店內享用。

Day 3

Day 4

Day 2
包含早、午、晚餐 / 宿塔蘭吉雷

包含早、午、晚餐 / 宿塔蘭吉雷

包含晚餐 / 宿阿魯沙



早於 1979 年，恩戈羅恩戈羅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因

火山爆發崩落所形成的巨大山谷，不僅是世界上最

大的非湖泊型破火山口，深達 600 多米的死火山口

更成了動物們的天堂，最特別的是，這也是世上少

數人類（馬賽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存的家園。火

山口的天然高牆，構成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臨近

的曼亞拉湖（Manyara Lake）則是非洲版的桃花源。

偌大的草原不時看到動物在眼前飛奔，水牛、斑馬、

疣豬或各式各樣的羚羊已不稀奇，更多的期待是犀

牛、河馬、鬣狗、胡狼…，在此進行了一整天的

Game Drive 仍然不亦樂乎。午後野遊歸來、偷得浮

生半日閒，好好享受 SPA、泳池，把握美好時光。

今日出發前往機場，途中再以一段 Safari 做塔蘭吉

雷最後回顧。中午在路上簡單野餐後即飛往氣候溫

和、土地肥沃的 Ngorongoro 恩戈羅恩戈羅保護區，

甫降落機場便有一種從荒野回到人間之感。驅車前

往 elewana設置於此區的The Manor at Ngorongoro
（58 m2 莊園套房宿二夜），美輪美奐的歐式莊園

被殷殷綠地環抱，讓人猶如遇見天堂；從大廳精緻

的擺設，乃至房內溫暖的壁爐設計，每一細節都喚

醒文明世界的記憶。既然來到這個舒服到讓人住進

去的不想出來的樂園，就好好悠閒享受吧！還可以

像歐洲貴族般在這麼唯美的莊園內騎馬，好好激發

一下體內的浪漫因子。今晚請在飯店內享用擁有高

級餐廳氣氛的晚餐。

Day 6Day 5
包含早、午、晚餐 / 宿恩戈羅恩戈羅包含早、午、晚餐 / 宿恩戈羅恩戈羅

若深深沉迷於這趟非洲探險，那麼此行壓軸－ Serengeti 塞倫蓋提國家公園更是滿足您所有想望的樂園，不

單有機會集滿非洲五霸，這裡更是欣賞史詩般的非洲動物大遷徙最佳場域之一。專機一降落，嚮導熱情奉上

迎賓飲料，同時詢問此行的 wish list 還有甚麼沒看到？秉持使命必達的精神，嚮導將一一幫您填滿非洲動物

清單上的空白欄，不論是行蹤飄忽的花豹、一臉百般無聊的公獅，全都一一收錄在相機裡，不愧塞倫蓋提被

譽為獵游愛好者天堂之美稱。今晚入住Elewana於塞倫蓋提的帳篷營區（64~75 m2帳棚宿二夜），雖是帳篷，

但內部現代設備可是一應具全，完全不必擔心洗澡沒熱水，或床太硬睡不好，值得一提的是，這裡不僅服務

到位、餐食也超乎預期的美味，完全顛覆帳篷營區刻苦印象。

Day 7
包含早、午、晚餐 / 宿塞倫蓋提



清晨，河馬的低喃打破了一切寂靜，成為另類 morning call。吃完早餐迫不及待出發前往國家公園，一路上

暴露在熱空氣中的黃土，被豔陽曬得閃閃發亮，但遍布的野生動物彷彿早已習慣這樣的熱度，仍是悠悠哉哉

的嬉鬧。最令人期待的莫過於震撼人心的大遷徙，每年 4 至 6 月肯亞雨季過後，坦尚尼亞境內的塞倫蓋提國

家公園野生動物便會遷居至馬賽馬拉國家公園，直到 11 月短雨季來臨前，動物又成群結隊回到塞倫蓋提，

這樣的場景年復一年，周而復始，途中可能生老病死，而危機四伏更是常有的事。有人計算過，動物在一年

中約會走將近三千公里路，所謂自然奇觀其實不過是非洲日常，但能有機會親眼見證此情此景，那份巨大的

感動真的無法用任何言語形容，只願將所有的記憶深深烙印在腦海中，此生都不會忘記。

今日即將啟程飛回阿魯沙，搭上專機將近一小時的飛程中，把握最後機會好好從空中欣賞非洲地貌，看著這

個以大地為舞台、草木河流為布景、野生動物為主角的非洲實境秀，簡直讓人目不暇給，堪稱毫無冷場的精

彩演出。為體諒連日來 S Safari 期間的辛勞，異數風格另贈一夜阿魯沙咖啡莊園住宿，蓄精養銳為明日的長

途飛程做準備。

把握時間好好享受飯店優美環境，視航班時間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Day 8

Day 9

Day 10

包含早、午、晚餐 / 宿塞倫蓋提

包含早、午、晚餐 / 宿阿魯沙

包含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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