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特)東非 烏干達
14天 烏干達．遊獵之旅 EU14

烏干達   UGANDA

烏干達位於非洲東部、地跨赤道的內陸國。首都是坎帕拉。東鄰肯亞，南與坦尚尼亞和

盧旺達交界，西與剛果民主接壤，北與蘇丹毗連。面積約236,040 平方公里。其豐富的

野生動物包括黑猩猩和稀有鳥類。Bwindi國家公園是著名的山地黑猩猩保護區。西北部
的默奇森瀑布國家公園以瀑布和河馬等野生動物而聞名。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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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

遍遊5個不同國家公園。

★【默奇森瀑布國家公園 】在尼羅河上乘船遊覽，觀看水生動物及 壯麗的大瀑布。

★【基巴萊森林國家公園】 叢林追踪黑猩猩及其他靈長類種動物。

★【伊麗莎白女王國家公園】沿卡津加海峽，乘觀光船近距離觀賞全非洲 大的河馬群。

乘越野車尋找聞名的爬樹獅子及追踪野生動物。

★【布溫迪國家公園 】穿越森林追蹤黑猩猩

★【姆布羅湖國家公園 】這裡是烏干達一些稀有物種如高角羚和斑馬的家園。

● 精心安排全程乘坐越野車遊獵及具非洲色彩之營屋住宿，體驗當地文化。

● 踏足非洲赤道線，感受在赤道線上地理之變化，拍攝留念。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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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亞的斯亞貝巴

Hong Kong Addis Ababa
晚上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本公司華藉領隊陪同辦

理手續後，搭乘航機往亞的斯亞貝巴轉機 。
住宿於航機上。

第二天

亞的斯亞貝巴 恩德培(烏干達)~坎帕拉 ~市內觀光
Addis Ababa Entebbe (Uganda) ~Kampala  ~
City Tour
早上抵達亞的斯亞貝巴國際機場，轉機飛往烏干達中

部城市-恩德培 。抵達後，乘車前往坎帕拉。

坎帕拉是烏干達的首都，全國政治，文化和經濟中

心。橫跨赤道烏干達境內山水相間，雨量豐富，境內

大部位於東非高原，多湖，因而被人們稱為「非洲的

明珠」。

市內觀光 :遊覽東非 大的清真寺、歷史悠久的老教

堂、巴哈伊廟、舊王國宮殿等。

早餐：自理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Kampala at Africana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茲瓦犀牛保護區〜默奇森瀑布國家公園

Ziwa Rhino Sanctuary ~ Murchison Falls NP

滋瓦犀牛保護區: 創立於2005年，坐落在納卡松戈拉
區卡福河流域（Kafu River Basin）地區，距離烏幹達
首都坎帕拉僅176公裏，是一個私人的、非盈利性質
的動物保護區。保護區為犀牛提供原生態的生存環境

，飼養、保護、使犀牛的數量穩步增長。

默奇森瀑布國家公園 :位於烏干達西北部，於1952年
建立，佔地3841平方公里，園內的默奇森瀑布是尼羅
河上 壯麗的大瀑布。河水流經寬度只有7米的狹窄
尼羅河道後向下急瀉，瀑布高度為43米，每秒流量
300立方米，此瀑布為維多利亞尼羅河流入亞伯特湖
之前的斷層峽谷所形成。攀抵瀑布頂端俯瞰尼羅河水

湧入深狹的山谷，如雷聲般奔騰的震撼。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Paraa Safari Lodge  或同級

第四天

默奇森瀑布國家公園

Murchison Falls National Park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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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乘園內觀光車觀賞野生動物。

下午在尼羅河上乘船遊覽，看更多的水生動物和美麗

的瀑布底部，隨後步行至瀑布頂端，觀看壯麗的瀑布

，然後驅車返回小屋。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Paraa Safari Lodge  或同級

第五天

默奇森瀑布國家公園~基巴萊森林國家公園
Murchison Falls NP~Kibale Forest National Park
早上乘車前往基巴萊森林國家公園, 車程約5-6小時。

基巴萊國家公園 : 位於非洲烏干達西部，距離首都坎
帕拉以西約320公里，毗鄰伊莉莎白女王國家公園。
公園成立於1993年，主要是為了保護這裡的熱帶雨

林而設的；它占地776平方公里，是烏干達 熱門的

生態旅遊和狩獵旅行地點之一。園內有超過250種植
物，鳥類以及13種顯著的靈長類動物的家園，包括本
地特有的紅疣猴和爾氏長尾猴。許多都是瀕臨滅絕的

珍稀物種，保護這些動物也是該國家公園的一大任

務。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Primate Lodge 或同級

第六天

基巴萊森林國家公園 (追踪黑猩猩)~沼澤漫步
(追踪猴子)
Kibale Forest National Park~ Chimpanzee
Trekking~Swamp Walk to see more Monkey
Species

基巴萊國家公園追踪黑猩猩： 黑猩猩是 受追捧的

靈長類動物，是地球生物中，親緣關係與人類 接近

的物種。追踪過程中觀察他們日常活動、如進食，玩

耍或欣賞其敏捷的身手。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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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澤地漫步 :下午到沼澤地漫步，有機會遇見其他靈
長類種動物，如黑白疣猴，紅尾猴或顎冠白瞼猴，導

遊並會找尋當地棲息鳥類如八色鶇及森林植物物種

並詳細介紹。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Primate Loadge 或同級

第七天

基巴萊森林~伊麗莎白女王國家公園
Kibale Forest～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Park
早上驅車前往伊麗莎白女王國家公園。

伊莉莎白女王國家公園 :成立於1952年， 因伊莉莎
白二世的造訪而改名為伊莉莎白女王國家公園， 國
家公園佔地1978平方千米，位於非洲烏干達魯文佐
里山下，橫跨赤道， 從大草原到熱帶雨林，從沼澤和
火山湖到愛德華湖， 這裡擁有極豐富的生物，可觀賞
到的野生動物包括獅子、大象、水牛、水羚、疣豬、牛

羚共100種哺乳類動物與超過606種鳥類。

下午乘觀光船遊覽卡津加河道， 是烏干達 受歡迎

的行程之一，也是到烏干達旅遊必定會安排的景點，

卡津加據說有全非洲最大的河馬族群，除了河馬，河

岸四處可見大象、水牛、鱷魚和各種鳥類。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Mweya Safari Lodge或同級

第八天

伊麗莎白女王國家公園

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Park

早上乘四驅車探索動物。前往位於南端以爬樹獅子聞

名的伊沙沙區域， 尋找獅子愛攀爬的無花果樹， 並
且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追蹤野生動物。

下午乘遊船遊覽愛德華湖，追踪野生動物，可以看到

鳥類，大象，水牛和河岸上乘涼的河馬。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Mweya Safari Lodge或同級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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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伊麗莎白女王國家公園~布溫迪國家公園 (世界自然
遺產)
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Park~
Bwindi Impenetrable Forest National Park

布溫迪國家公園 : 位於烏干達的西南部，處於平原和
山區森林的交匯處，西面與剛果民主交界。占地

32000公頃，以生物的多樣性聞名。它擁有160多種樹
木和100多種蕨類植物。還有很多瀕臨滅絕的物種，
包括山地猩猩。1994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Rushaga Gorilla Camp或同級

第十天

布溫迪國家公園 (追蹤大猩猩 )
Bwindi Impenetrable Forest National Park
(Gorilla Trekking)

追踪大猩猩 :早上到達國家公園中心，由管理員負責
講解，將會分配為小組，在嚮導引導下，徒步進入森

林尋找野生高山大猩猩家族並作近距離觀察，因各小

組觀察的大猩猩家庭居住地不相同，(故在林中步行

時間由2至7個小時不等，參加者須要穿著堅固耐行
的鞋及一定程度的體力，請各位視乎體力而定)。
追踪過程中請遵循導遊指引，例如找到大猩猩時，除

相機外必需放下所有隨身物品如背包及食物等，並須

與大猩猩保持5米距離。
(追踪大猩猩要視乎當地天氣情況而定，如天氣不適宜，
活動將會取消)。

早餐：酒店      午餐：餐盒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Rushaga Gorilla Camp或同級

第十一天

布溫迪國家公園~姆布羅湖國家公園
Bwindi  National Park ~Lake Mburo National Park

姆

姆布羅湖國家公園 :位於該國西南部姆巴拉拉以東30
公里，距離首都坎帕拉約240公里，佔地260平方公里，
成立於1982年，公園主要由大草原和相思樹林組成， 而
莎草沼澤則是沿著湖泊的流淌。這裡是烏干達一些稀有

物種如高角羚和斑馬的家園。

下午乘四驅車遊獵，追踪野生動物，有大象、斑馬、高

角羚、水牛和超過300種鳥類。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Rwakobo Lodge或同級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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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14

第十二天

姆布羅湖國家公園~(途經)赤道線標誌 ~馬班巴沼澤~
恩德培

Lake Mburo National Park~ Equator ~ Mabamba
Swamp~Entebbe
早上乘車前往馬班巴沼澤區及恩德培，車程約4-5小
時，沿途經過赤道線標誌 。

赤道線標誌 :位於首都坎帕拉以西約80公里處，是東西
公路幹道必經之處，因正位於赤道線上而得名，是烏干

達有代表性的獨特景致之一。赤道圈為一副直徑約25米
高的環型標誌建築，設計獨特。赤道圈頂端有赤道標記

，下方有標線劃分南北，遊客駐足欣賞，拍照留念，旁邊

有工藝品店。

馬班巴沼澤濕地 : 位於烏干達、坦尚尼亞及肯亞三國交
界處的美麗大湖，在當地民眾的齊心保護之下，成為極

有價值的生態棲地，多達上千種鳥類，其中鯨頭鸛長相

為獨特，成鳥高達1.15-1.5米，長1-1.4米，翼展2.3米
，體重達4-7公斤，成鳥顯現灰色，而幼鳥呈褐色。數量
大約有5千隻。飛得很高，很難見到，野外能見到它機率
高的沼澤地是烏干達的馬班巴沼澤。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Laico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恩德培 亞的斯亞貝巴 香港

Entebbe Addis Ababa HongKong
上午自由活動，中午辦理退房手續，乘車前往機場，

乘航機經亞的斯亞貝巴/多哈/杜拜轉機返港。

第十四天

抵達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航機於下午抵達香港國際機場，行程結束。

備註：

★四人可成行，由當地司機導遊帯領。

★指定出發日期，十人或以上安排香港領隊隨團出

發。

★旅客需自行帶備黃熱針紙出發 。
★以上行程之先後次序，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

單位安排為準。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野生動物會因應種種因素而隨處移動，時而出現，

時而隱藏，所以觀賞各類動物的機會亦不能保證。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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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條款及細則 ]
據「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呼籲外遊人仕均需購買合適旅遊
保險。客人安全為首要，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當中醫療保

額須達港幣一百萬元或以上。

所有行程、景點、酒店及其他設施根據當時資料編製，如遇上
(例如但不限於)展覽會、滑雪季節、天氣問題、節日慶典、休
館、維修、交通問題等特殊情況下而致未能前往預先安排行
程及使用設施，『金怡假期』將視乎實際情況作出臨時更改及
調動，以可行之項目代替。如取消項目涉及票務，將按照服務
供應商提供之團體票價退回客人。

所有大自然景象賣點，不能保證每團均可預期看到，敬希見
諒。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時間和先後次序。

各國、地區之酒店、客房、單人房規定均有不同，房間設備及
編排乃受制於地接社及酒店/旅館入住情況；如(例如
但不限於)偏遠地區、特式酒店、雪山、高地、滑雪區、古堡或
文物改建等之客房尺寸均有差別，不能保證同團客人均能入
住同類客房；房間分配實際情況按各國地區酒店規條而定。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團或向『金怡假期』追討任何賠償。

請注意入住極地，特色村落與高山等地區房間尺寸及設施均

較為簡單，敬希見諒。

按照「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引177條「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
政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

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和工業行
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之旅遊警告、香港特
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
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根據指引177條「迫不得已理由」『金怡假期』可於出發前取消
旅行團或在旅程時按實際情況縮短、延長或替換旅程任何項

目，客人同意並接受此安排。由此而產生之額外費用均須客

人於當地支付。

否則『金怡假期』有權不作任何安排及保留追討因此而引致之

相關費用權利。一切損失概與『金怡假期』無關，客人不得藉

以向『金怡假期』追討、反對或退團。惟『金怡假期』仍會為客

人竭盡所能向服務供應商爭取退款(如有)。更改行程而令經
營成本減少，則會於回港後七個工作天內處理退還減低成本

比例之款項。如在出發前取消旅行團，則按香港旅遊業議會

相關指引作出退團或轉團安排。『金怡假期』有權在辦理相關

手續時收取客人每位港幣$800-$2,000不等之手續費視乎團
種而定及退票費(如有)，扣除手續費後餘款將以客人付款方
式退回。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有一定風險，收取訂金後客人已視作同意

行程一切活動安排，客人參加各項活動時，必須留意個人身

體狀況、環境、天氣、活動內容、遵守服務人員指引和安排。

如因自身理由不參與行程中之活動相關之活動費用將不獲退

回。

宣傳單張，旅遊册子，行程表中如沒有列明包門票、包入場、

入內參觀等，所列之景點或地點均有機會以外觀，遠眺或途

經型式進行。

行程表、宣傳廣告中所展示之相片、圖像、拍攝地點、輯錄季

節、時間均有差別所有行程圖片或特輯只供參考，不能藉以

圖片，特輯作景點索償。

收取訂金前如有任何優惠或價格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所有

訂位以確定收取訂金後為準。

有關旅行團之詳細責任條款及細則以金怡網站及收據背頁為

準。『金怡假期』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 終決定權。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條例第223指引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
由而取消旅行團』，旅行社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每

位港幣$800-$2000(視乎地點及團種而定)及退票費(如有)。
整個退款過程大約需時7-20個工作天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如
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