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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Kibo Slopes乌干达 6日 

淡季特惠方案说明 
(行程编号：US01) 

一、 特惠方案 
1. 特惠期： 

2018年 4月 1日至 5 月 24日（旅行起始日期可以为此期间的任一天。

4月 1日-2日为复活节假期，部分酒店会有额外加价。） 

 

2. 行程 

    行程路线及酒店，由匹麦根据多年旅友旅行体验，与 kibo slopes

公司共同拟定。 

游玩景点：波尔特堡、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布恩迪国家公园、 

          本永伊湖 

旅行亮点：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 safari 和 Kazinga河道巡游、 

          追踪山地大猩猩、本永伊湖游船观光 

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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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 

 

布恩迪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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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永伊湖 

 

具体日程 
D1 恩德培/坎帕拉-乔治湖（住：公园外 Ihamba Safari Lodge） 

早晨从恩德培或者坎帕拉的酒店接上您，之后出发前往向鲁文佐利山

方向，鲁文佐利山因终年云雾缭绕，故被称为“月亮之山”。途经 Mubende

村到达波特尔堡镇午餐，小镇位于鲁文佐利山海拔 1500米的山脉一侧，

是历史上托罗王国的首都，所以保留有国王行宫，午餐后可以在镇上简

短逛逛，然后前往乔治湖湖畔畔的酒店。晚上在酒店晚餐、休息。（当日

早餐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D2 乔治湖-伊丽莎白女王公园（住：公园外 Ishasha Jungle Lodge） 

早餐之后进入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内游玩，中午 Mweya Safari 

Lodge酒店午餐，下午在 Kazinga河道游船，Kazinga河道是连接爱德华

湖和乔治湖的重要河道。游船时您会看到河马、鳄鱼、水牛、大象和很

多的水鸟等动物。游船后前往酒店。晚上在酒店晚餐、休息。 

D3 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布恩迪公园（住：公园外 Silverback lodge） 

酒店早餐后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内南部的 Ishasha 区域游

玩，这片区域以“会上树的狮子”而闻名，还有很多水牛、捻角牛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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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幸运的话，有可能还能看到花豹噢！中午返回酒店午餐，下午前往

布恩迪国家公园附近的酒店。晚上在酒店晚餐、休息。 

D4 布恩迪公园（住：公园外 Silverback lodge） 

酒店早餐后开始追踪山地大猩猩之旅，到达公园管理处，由公园管

理处统一分配小组（8 人/组）及随行向导和士兵。向导统一向大家介绍

追踪山地大猩猩的注意事项。之后，大家在向导和卫兵的陪同下分别前

往各自的大猩猩追踪点开始徒步追踪活动。徒步穿过竹林和雨林，道路

会有些泥泞，但当您快接近大猩猩的时候，一切困难都会被拋在脑后了。

追踪大猩猩的时间很难准确预测，完全由当天大猩猩们可能出现的区域

和海拔而决定，时长可能在 2-8 小时之间，所以建议大家在追踪大猩猩

前务必锻炼好身体噢！出于对山地大猩猩的保护目的，当追踪到大猩猩

后，与它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不能超过 1 小时。活动后返回酒店。晚上在

酒店晚餐、休息。 

D5 布恩迪公园-本永伊湖（住：湖畔的 Arcadia Lodge Lake Bunyonyi） 

早餐后，前往附近的村落参观，了解当地人的生活背景及文化，并

可以参观茶园、咖啡园和香蕉园。之后出发前往本永伊湖。该湖是乌干

达最深的湖泊，深达 900米，湖中有 29个小岛，周围陡峭的山坡像梯田

般层层叠叠，是乌干达非常美丽的一个景点。中午抵达酒店午餐，下午

在本永伊湖游船，并可以到湖中的小岛上参观游玩。晚上在酒店晚餐、

休息。 

D6 本永伊湖-坎帕拉/恩德培 

酒店早餐后，出发前往距离本永伊湖 450 公里坎帕拉，途中经过

Kabale, Mbarara 和 Masaka 几个小镇，并会在在 Masaka 小镇午餐。之

后将您送至您指定的地点。结束您精彩的 6日乌干达之旅。(晚餐自行安

排，费用自理。) 

3. 价格： 

人数 人均总价(USD) 

2 2400$ 

3 2120$ 

4 1980$ 

5 1896$ 

6 1842$ 

注：价格含山地大猩猩追踪许可 

不满 15 岁无法参加该特惠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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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价格有效期从 2018年 4月 1日至 5月 24日 (不包括复活节酒

店额外加价) 。 

 如需单人间，需另付 220$的单方差。 

 自行成队，专车安排。 

价格包括： 
 坎帕拉或恩德培的酒店接、送服务； 

 带 UHF电台的 4驱 safari专用陆地巡洋舰； 

 全程英文司机兼向导服务；  

 全程 6天 5晚的住宿及相关用餐服务（特殊说明的除外） ；  

 每人每天提供 1升矿泉水； 

 行程中所有公园/保护区的门票； 

 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的 Kazinga Channel 游船； 

 永伊湖的游船； 

 公园内不限时用车（符合整体行程和公园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价格不包括: 
 任何航班或者签证费用 ； 

 机场的接、送机费用； 

 任何旅行保险； 

 D1的早餐和 D6的晚餐; 

 行程之外的住宿费用； 

 小费、酒店饮料、洗衣费、电话费以及任何个人支出； 

可选的付费项目： 
 恩德培机场到恩德培酒店或坎帕拉酒店的机场接机 60$/车; 

 坎帕拉半日市区观光 80$/车，门票费用自理; 

 恩德培 2 Friends Beach Hotel 酒店 80$/人/晚（含早）; 

 恩德培 Protea Hotel Entebbe酒店 115$/人/晚（含早）; 

 恩德培 Lake Victoria Serena Resort 酒店 140$/人/晚（含早）; 

 坎帕拉 Hotel Africana酒店 75$/人/晚（含早）; 

 坎帕拉 Kampala City Blue酒店 80$/人/晚（含早）; 

 坎帕拉 Kampala Serena Hotel酒店 190$/人/晚（含早）; 

二、如何报名 
您可以通过微信、QQ、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匹麦，我们将协助您完

成预订，顺利实现东非自由行。我们的联系方式如下： 

微信：mypic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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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1317405151 

电子邮件：service@picmap.cn 

电话：010-63550018 

提示： 

 从旅行体验考虑，一辆 safari专用陆地巡洋舰，建议最多不超过

6 名成人。如您一行超过 6 人，则需要按照 2 个车安排。比如 8

人，就是 2辆车，每车 4人，人均价格就是按 4人一车的价格。 

 单独组队，专车安排。匹麦和 Kibo Slopes 公司都不负责协助拼

队，请自行联系同行队友。 

 如需组队，可到匹麦官网“搭伴同游”版块发帖征集同行旅友

http://bbs.picmap.cn/bbs/forum-2-1.html 。 

 

三、相关说明 
1. 关于淡季 

 4-5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每天下午或晚上时常有阵雨，但雨季的景

色非常优美，无论是草原还是雨林，都是一片绿油油的景象。 

 淡季特惠，非常适合希望看到美丽风景，对酒店住宿需求较高的

旅友。淡季期间，会大幅降低您的旅行预算，并避开过多的游客。 

2. 公园和线路 

 这是一条非常经典乌干达游玩线路，既可以看草原动物，还可以

追踪山地大猩猩。 

 各个公园的介绍详见匹麦网站：www.picmap.cn。每个公园我们都

为您贴出了 4-5月的照片，您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淡季风景。 

 您可以参考匹麦旅友往期游记，了解更多线路和公园情况，详见：

http://www.picmap.cn/col.jsp?id=307 

3. 关于酒店 

 酒店介绍： 
匹麦尽量客观的介绍各个酒店的情况，但每个人对酒店的要求不同，建议您通过以下渠道了解更

为全面的酒店信息。同时，旅行非洲，请做好酒店限时供电及临时停热水的思想准备哦： 

 酒店官网； 

 匹麦网站上的旅友游记中，很多队伍共享了他们的酒店入住心得，您可以参考：

http://www.picmap.cn/col.jsp?id=307； 

 匹麦微博#酒店介绍#，可以看到很多酒店的照片以及其他人的评价； 

 匹麦定期在网站发布的各个队伍的意见反馈汇总： 

http://www.picmap.cn/col.jsp?id=114； 

 其他如 www.daodao.com 等网站评价 

 

mailto:service@picmap.cn
http://bbs.picmap.cn/bbs/forum-2-1.html
http://www.picmap.cn/
http://www.daod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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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湖：Ihamba Safari Lodge 

 Ihamba Safari Lodge 

位于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内的乔治湖畔，靠近 Kahendero渔村。共

有 6 间客房，都可以一览乔治湖的风景，夜间的时候，时而会有河马在

房间附近出没噢！都是独立卫生间及浴室。 

酒店详情：http://www.ihambasafarilodge.com/en/  

  
 

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Ishasha Jungle Lodge 

 Ishasha Jungle Lodge 

位于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外，距离 Katokye大门大约 2公里的距离，

Ntungwe湖畔，离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内的 Ishasha区域很近。酒店可

以组织 Ntungwe湖畔徒步和观鸟活动。 

酒店详情：www.ugandajunglelodges.com 

  
 

布恩迪国家公园：Silverback Lodge 

 Silverback Lodge 

酒店位于布恩迪国家公园内北侧的 Buhoma 丛林内，距离国家公园仅

需要步行 5分钟。酒店坐落在一个高地上，视野很好，共有 12个房间，

都是用当地的树木、石头搭建的，每个房间都配有独立卫生间及浴室，

有阳台，可以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欣赏丛林的风景。 

http://www.ihambasafarilodge.com/en/
http://www.ugandajunglelod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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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信息见：http://www.silverbacklodge.com/ 

 
本永伊湖：Arcadia Lodge Lake Bunyonyi 

 Arcadia Lodge Lake Bunyonyi 

位于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本永伊湖。共有 11个小木屋，公共区域有

Wi-Fi，独立卫生间。酒店可以组织徒步、摩托艇等活动。 

酒店信息：http://www.arcadialodges.com/lake-bunyonyi.html 

 

 

恩德培可选酒店：2 Friends Beach Hotel 

 2 Friends Beach Hotel 

坐落在维多利亚湖畔，距离恩德培国际机场仅 10分钟的车程。酒店可

以提供免费的机场接机，房间内有独立卫生间及浴室、电扇、电视、蚊

帐、免费 Wi-Fi。 

酒店信息：http://www.2friendshotel.com/ 

http://www.silverbacklodge.com/
http://www.2friends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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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培可选酒店：Protea Hotel Entebbe 

 Protea Hotel Entebbe 

距离恩德培国际机场大约 1公里，酒店紧邻维多利亚湖畔。共有 73 间

客房，配有游泳池、健身房、会议室等设施，房间内独立卫生间及浴室、

吹风机、空调、电视、免费 Wi-Fi和家具等。 

酒店信息: 

http://www.proteahotels.com/destinations/Pages/entebbe.aspx 

  
 

恩德培可选酒店：Lake Victoria Serena Resort 

 Lake Victoria Serena Resort 

距离恩德培国际机场 20 分钟车程。5 星级酒店，酒店配套设施有：网

球场、排球场、礼品店、商务中心等，房间内有空调、Wi-Fi、独立卫生

间及浴室和家具等。 

酒店信息: 

http://www.serenahotels.com/serenalakevictoria/default-en.html 

http://www.proteahotels.com/destinations/Pages/entebbe.aspx
http://www.serenahotels.com/serenalakevictoria/defaul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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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帕拉可选酒店：Hotel Africana 

 Hotel Africana 

距离恩德培国际机场 40分钟的车程，距离坎帕拉市中心仅 3分钟的

路程。酒店共有 233 间客房，房间内配有空调、电视、冰箱、独立卫生

间及浴室、Wi-Fi。 

酒店信息: http://hotelafricana.com/ 

 
 

坎帕拉可选酒店：Kampala Serena Hotel 

 Kampala Serena Hotel 

5星级酒店，位于坎帕拉市中心，距离恩德培国际机场 40分钟的车程。

酒店内设有游泳池、SPA、美容美发、会议室、商务中心、礼品店，共有

152间客房，房间内配有空调、电视、独立卫生间及浴室、Wi-Fi。 

酒店信息: 

http://www.serenahotels.com/serenakampala/default-en.html 

http://hotelafric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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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酒店图片由匹麦、匹麦旅友拍摄或来源于网络） 

 

4. 您要做哪些准备 

 匹麦的职责是协助您顺利的实现东非自助游，因此您需要有一定

的自助旅行经验； 

 当地司机（兼向导）是全英文服务，所以您的队伍中至少有一人

需具备一定的英语沟通能力； 

 请尽可能多的了解您的旅行线路、游览公园和入住酒店。 

 您需要自行购买国际往返机票，机票折扣转瞬即逝，觉得合适赶

快出手。 

 乌干达电子签证申请：https://visas.immigration.go.ug/。 

 为避免麻烦，大家务必携带黄皮书前往东非旅行。请接种黄热病

疫苗的旅友（注射后 10天生效），确保黄热疫苗生效后抵达当地，

以免受到当地出入境管理人员的刁难。 

 出行前请您务必购买境外旅行保险，网上购买很方便。匹麦网站

上也有“美亚”出境旅游保险 http://u.kaixinbao.com/picmap/

和“史带”出境旅游保险 https://www.dwz.cn/picmap 欢迎大家

选购。 

 购汇出境时，注意务必兑换 2009 年之后的美元，因为在肯、坦 2

国的很多地方已经不接收 2009年之前的美元了。 

 如果您还没有找齐队员，可以在匹麦官网“搭伴同游”版块发帖

征集同行旅友 http://bbs.picmap.cn/bbs/forum-2-1.html。 

 准备一份期待旅行的心情，有空再回顾一些 BBC拍摄东非纪录片，

和同伴一起看看关于东非或野生动物的电影提前感受非洲，比如

《走出非洲》、《狮子王》、《The Last Lion》、《狮路历程》《Born 

free》、《 Eye of the Leopard》、《 To Walk with Lions》、

《Serengeti》、《迷雾森林 18年》…… 

https://visas.immigration.go.ug/
http://u.kaixinbao.com/picmap/
http://u.kaixinbao.com/picmap/
https://www.dwz.cn/picmap
http://bbs.picmap.cn/bbs/forum-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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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picmap.cn 

咨询微信：   mypicmap 

E-mail:      service@picmap.cn 

咨询 QQ:     1317405151 

电话:        010-63550018 

微信公众号： 匹麦旅行工作室 

新浪微博：   匹麦旅行工作室 

http://www.picmap.cn/
mailto:service@picma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