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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Kibo Slopes公司 

肯尼亚 7日淡季特惠方案说明 
(行程编号：K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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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库鲁湖国家公园、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奈瓦沙湖、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 

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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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库鲁湖国家公园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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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博塞利国家公园 

 

具体行程 
D1 内罗毕-纳库鲁湖国家公园（住：公园内的 Sarova Lion Hill Lodge） 

早晨，从内罗毕酒店接上大家，驶离城区穿过农庄，大约 30分钟后

会途经“东非大裂谷”观景台，大家可以在此停车拍照留念。然后继续

向西北方向行驶，大约 3个小时的车程，经过奈瓦沙湖、Elmentaita湖，

到达纳库鲁湖国家公园。一路游玩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并享用午餐。

下午在纳库鲁湖国家公园内游玩，这里曾因“火烈鸟的天堂”而闻名于

世，但珍稀的黑犀牛和白犀牛现已成为这里的焦点，还有很多水鸟和其

他大型动物在此出没。晚上回到酒店晚餐休息。（当日早餐自行安排） 

D2 纳库鲁湖国家公园-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住：公园内东部的 Sarova 

Mara Game Camp） 

酒店早餐后一路 safari离开纳库鲁湖国家公园，出发前往马赛马拉

国家保护区，大约 5 个小时左右到达保护区，先前往酒店午餐。下午在

保护区内游玩，这里是一个典型的非洲大草原，“非洲五大”您基本都可

以在这里见到。晚上回到酒店晚餐休息。 

D3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住：公园内西部的 Mara Serena Safari Lodge） 

早餐后，开始新的一天，这天大家将从马赛马拉东部开始，一路



    匹麦旅行工作室                                                   WWW.PICMAP.CN 

- 4 - 

safari，穿过马拉河到达马赛马拉西部的酒店，酒店午餐，下午继续在

保护去内游玩。晚上回到酒店晚餐休息。（如有兴趣，可以提前预定 D4

清晨的热气球活动） 

D4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住：公园内西部的 Mara Serena Safari Lodge） 

早餐后继续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内游玩，婀娜的平顶合欢树散落

在这片广袤的大草原上，长颈鹿、大象、水牛、狮子、猎豹，都是这里

非常常见的动物。如果这天希望全天在外面游玩，请在 D3的时候提醒司

机或酒店为您备好这天的午餐盒。晚上回到酒店晚餐休息。 

D5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奈瓦沙湖（住：湖畔旁的 Lake Naivasha Sopa 

Resort） 

早餐后一路 safari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出发前往奈瓦沙湖，

大约 5 个小时左右到达，酒店午餐，下午乘船游览奈瓦沙湖，大家可以

近距离看到很多河马，还有各种水鸟。晚上回到酒店晚餐休息。（奈瓦沙

湖附近的新月岛可以徒步，如有兴趣，可自行通过酒店安排，费用自理。） 

D6 奈瓦沙湖-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住：公园内 Amobsili Serena Lodge） 

早餐后出发前往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途中经过内罗毕并穿越阿斯平

原，大约 5-6 个小时的车程后，到达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酒店午餐，下

午在公园内游玩，安博塞利因众多的象群和最佳的乞力马扎罗山观赏地

而闻名。晚上回到酒店晚餐休息。 

D7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内罗毕 

清晨在公园内 Safari,因为清晨是最容易看到乞力马扎罗山全貌的，

准备好您的相机噢！之后返回酒店早餐，然后出发返回内罗毕，将您送

到指定地点，结束您精彩的 7日肯尼亚之旅。（午餐、晚餐自行安排） 

【注】这天也可以送大家到坦桑尼亚的阿鲁沙镇，衔接 Kibo Slopes 公

司“坦桑尼亚 6 日淡季特惠线路”。如送到阿鲁沙镇则需要收取 200$/车

的交通费用。 

3. 价格 

人数 成人人均价格 

2 1998$ 

3 1668$ 

4 1504$ 

5 1405$ 

6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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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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2位成人同住的 3-11岁（不满 12岁）的儿童：在成人单价基础上

优惠 35%。 

 与 1位成人同住的 3-11岁（不满 12岁）的儿童：在成人单价基础上

优惠 30%。 

 单独一间房的 3-11岁（不满 12岁）的儿童：在成人单价基础上优惠

25%。 

 12-17 岁的青少年：在成人单价基础上优惠 140$的门票费用。 

价格包括： 

 内罗毕酒店的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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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 6晚的住宿及相关用餐服务（特殊说明的除外） ； 

 奈瓦沙湖游船活动（如因天气原因无法安排乘船，每队可退返 120$）  

 每人每天提供 1升矿泉水； 

 行程中所有公园/保护区的门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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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的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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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马拉热气球费用 420$/人； 

 内罗毕半日市内观光 100$/车（不含市内公园门票）； 

 内罗毕全日市内观光 150$/车（不含市内公园门票）； 

 内罗毕 Ibis Style Hotel酒店 40$/每人/每晚（含早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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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罗毕 Gracia Garden酒店 65$/每人/每晚（含早餐） ； 

 内罗毕 Silver Springs酒店 90$/每人/每晚（含早餐）； 

 内罗毕 Sarova Panafric Hotel 酒店 90$/每人/每晚（含早餐）； 

 内罗毕 Sarova Stanley酒店 100$/每人/每晚（含早餐）； 

 内罗毕 Safari Park Hotel酒店 150$/每人/每晚（含早餐）； 

 机场到 Ibis Style Hotel、Gracia Garden、Silver Springs等内罗

毕市中心的交通费用 30$/车 ； 

 机场到 Safari Park Hotel 等郊区酒店的交通费用 60$/车； 

 

二、 如何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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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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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或者晚上时常有短暂阵雨，但

基本不影响 safari游玩，而且雨季的草原比旱季要美丽得多，到

处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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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条非常经典的线路，也是往期匹麦旅友选择最多的肯尼亚

mailto:service@picmap.cn
http://bbs.picmap.cn/bbs/forum-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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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短期旅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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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都是非常经典且较豪华的酒店，且每个酒店的位置都很好。

如果是在旺季，同样行程和酒店的安排，人均价格则需要增加

1000$以上。 

 D2 特地为您安排了 Sarova Mara Game Camp 豪华帐篷体验，让您

感受非洲特有的住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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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库鲁：Sarova Lion Hill Lodge 

狮山酒店位于纳库鲁湖国家公园内，山庄设施齐全、郁郁葱葱的树木，

环境非常优美，是纳库鲁公园内距离湖面非常近的酒店，也是公园内最

昂贵的 Lodge。这里符合绝大多数人对好酒店的要求。这里在淡季（4-5

月）会有较高折扣，非常划算。更多图片详见匹麦微博#酒店介绍#。 

酒店信息：http://www.sarovahotels.com/lionhill/ 

 
 

马赛马拉：Sarova Mara Game Camp 

欧美人热衷的帐篷酒店。位于马赛马拉公园内的东北部，位于 C12

http://www.picmap.cn/
http://www.daodao.com/
http://www.sarovahotels.com/lionhill/


    匹麦旅行工作室                                                   WWW.PICMAP.CN 

- 8 - 

主干道不远的地方，以前曾叫做 Sarova Mara Tented Lodge,知名度很高。

帐篷一间间隐藏在丛林中，内部宽敞干净舒适，旺季非常难预定。每年

7-9月的房间需要提前半年左右预定。更多图片详见匹麦微博#酒店介绍# 

酒店信息：http://www.sarovahotels.com/maracamp/ 

 

 

马赛马拉：Mara Serena Safari Lodge  

马赛马拉最经典最难预订的酒店之一，位于马赛马拉三角洲的核心

区，而且在一个高地上，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独特的建筑和风景一定让

您留连忘返。尽管这里价格不菲，但依然被匹麦各个队伍评价为性价比

很高的住地，风景和条件自是不必说了。酒店非常火热，每年 7-9 月的

房间需要提前半年左右预定。淡季有不错的折扣。更多图片详见匹麦微

博#酒店介绍#。 

酒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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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游记： 

http://user.qzone.qq.com/37900060#!app=2&via=QZ.HashRefresh&po

s=1345781315  

 

 

奈瓦沙湖：Lake Naivasha Sopa Resort  

位于奈瓦沙湖畔，步行就可以到湖边，酒店别墅美丽，植物种类繁多，

http://www.sarovahotels.com/maracamp/
http://www.serenahotels.com/serenamara/default-en.html
http://user.qzone.qq.com/37900060#!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45781315
http://user.qzone.qq.com/37900060#!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457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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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干净。大型落地窗,猴子，长颈鹿，水羚羊在窗外闲庭信步。你也可

以在酒店的游泳池舒舒服服的享受一下日光浴……这是匹麦队伍评价最

高的酒店之一，预定比较困难哦。更多图片详见匹麦微博#酒店介绍#。 

酒店信息：http://www.sopalodges.com/naivasha/home.html 

相关游记：http://bbs.liba.com/t_33_7344669_1.htm 

 
 

安博塞利：Amboseli Serena Lodge  

Serena集团在安博塞利景区内的酒店，酒店借用马赛人部落的理念建

造，房屋仿照不规则的马赛土屋，把酒店围成一个个圈子。屋子外墙和

内饰大胆地采用马赛族人喜欢的大红色，充分展现出马赛人的热情好客

的风情。Serena集团的酒店，自然也就具备 Serena特有的品质和服务啦！

更多图片详见匹麦微博#酒店介绍# 

酒店信息：http://www.serenahotels.com/ 

  

 

内罗毕可选酒店：Ibis Style Hotel 

酒店前身为 Tune Hotel Nairobi Westlands，坐落在内罗毕以北的

韦斯特兰区，距离乔莫机场大约 22公里。酒店于 2016年 7月正式营业，

属于公寓式酒店，共 220 个装修简约整洁的房间，有多种房型可选。酒

店舍弃了泳池和和健身房，不过顶楼有个大露台，可以眺望远处的美景。

酒店有 24小时客房服务，有 WIFI。性价比不错的酒店哦！更多照片请参

见匹麦微博#酒店介绍#。 

酒店信息： 

http://www.sopalodges.com/naivasha/home.html
http://bbs.liba.com/t_33_7344669_1.htm
http://www.serena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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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bis.com/gb/hotel-B065-ibis-styles-nairobi-westland

s/index.shtml 

 
 

内罗毕可选酒店：Gracia Gardens Hotel 

这个酒店并不是很知名，但是环境服务都不错，性价比比较高。这里

好像一个花园，也像一个农家乐，住过的游客评价还可以。目前针对这

个酒店最大的负面评价就是热水有时候不够稳定。 

 酒店信息：http://www.graciahotels.co.ke/gracia_gardens.php 

  
 

内罗毕可选酒店：Silversprings Hotel  

在内罗毕医院的北侧，是一个条件很不错的酒店，离中国大使馆也很

近。长途车站就在酒店楼下，很适合第二天一早乘坐长途车前往阿鲁沙

或莫西的游客。目前各个队伍普遍认为这里的性价比较高。更多图片详

见匹麦微博#酒店介绍#。 

酒店信息：http://www.silversprings-hotel.com/ 

相关游记： 

http://bbs.qyer.com/viewthread.php?tid=491008&extra=page%3D1 

http://www.ibis.com/gb/hotel-B065-ibis-styles-nairobi-westlands/index.shtml
http://www.ibis.com/gb/hotel-B065-ibis-styles-nairobi-westlands/index.shtml
http://www.silversprings-hotel.com/
http://bbs.qyer.com/viewthread.php?tid=491008&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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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可选酒店：Sarova Panafric Hotel  

网址：http://www.sarovahotels.com/panafric/ 

Sarova酒店集团在内罗毕的酒店，四星级，位于市中心。等级略低于

它的姐妹店 Sarova Stanely。 

 
 

内罗毕可选酒店：Sarova Stanley  

网址：http://www.sarovahotels.com/stanley/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 5星级酒店，始于 1902年，共有 200多个房间，

包括 Deluxe room, Club room 和 Themed Suites。旅友反馈这的条件和

早餐非常不错哦。 

 
 

内罗毕可选酒店：SafariPark Hotel  

SafariPark Hotel 距离内罗毕市区 15 分钟车程，率属于韩国

Paradise Group 集团，是个名副其实的非洲大花园。如果有时间，可以

http://www.sarovahotels.com/panafric/
http://www.sarovahotels.com/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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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时间争取在这里逛上个半天，很美很美！在 Safari Park Hotel，

您可以吃到非洲特有的烤肉大餐，还可以观看精彩的演出哦。 

酒店信息：http://www.safaripark-hotel.com/ 

相关游记： 

http://user.qzone.qq.com/523852241/blog/1344126070?ptlang=2052

#!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4348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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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已经全面禁止使用任何塑料袋，而且惩罚措施非常严厉。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携带任何塑料袋制品入境肯尼亚，以免遇到麻

烦。 

 肯尼亚从 2015 年 9月 1 日开始实行电子签证，大家可以提前 1 个

月办理电子签证，16 岁以下与父母同行的孩子免签，参见：

http://evisa.go.ke/evisa.html 

 肯坦入境会抽查黄热防疫的黄皮书（即：国际预防接种证书），中

国外交部也建议大家去肯尼亚携带黄皮书，坦桑驻华大使馆已明

确提示入境时会查黄皮书。为避免麻烦，我们建议大家携带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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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user.qzone.qq.com/523852241/blog/1344126070?ptlang=2052#!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43486510
http://user.qzone.qq.com/523852241/blog/1344126070?ptlang=2052#!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43486510
http://evisa.go.ke/evis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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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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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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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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