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晶航空农历新年非洲野趣之旅 - 2018 年 2 月 17 日至 23 日 (大年初二至

大年初八) 

 

水晶航空体验 

- 拥有最高机员乘客比例的私人豪华飞机，配备空中管家贴心服务 
- 珍馐佳酿、香槟、高级烈酒一应俱全 
- 设有社交空间、站立式吧台及水晶空中酒窖 
- 提供 88 个可完全平躺的全手工订制的水晶独家豪华座椅 
- 高科技娱乐休闲设施，包括 24 英寸高清显示屏及免费空中无线网络。 

 

天数 日期 出发 
当地时间 

目的地 抵达 
当地时间 

目的地 飞行时间 

1 2 月 17 日(星期六) 9:00 
16:00 
16:15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肯尼亚，内罗毕 

14:20 
17:05 
17:20 

肯尼亚，内罗毕 
肯尼亚，马赛马拉 
(过夜) 

10:20 
1:05 

2 2 月 18 日(星期日) - - - (过夜) - 

3 2 月 19 日(星期一) - - - (过夜) - 

4 2 月 20 日(星期二) - - - (过夜) - 

5 2 月 21 日(星期三) 12:00 
12:15 

肯尼亚，马赛马拉 13:05 
13:20 

肯尼亚，内罗毕 
 (过夜) 

1:05 

6 2 月 22 日(星期四) 16:30 肯尼亚，内罗毕 - - - 

7 2 月 23 日(星期五) - - 8:30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10:30 

*视乎香港具体可出发时间而定 

 

 



酒店信息 

肯尼亚，马赛马拉 

州长营地 

网址: www.governorscamp.com/ 

地址: MAASAI MARA NATIONAAL RESERVE, KENYA （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州长主营地（水晶航空宾客专属）：拥有 37 间配备外廊的豪华帐幕，可饱览马赛马拉广阔平

原，以及蜿蜒马拉河的壮丽景色 。 

可接收手机信号及提供免费无线网络。 

  

州长私人营地（水晶航空宾客专属）：拥有 8 间配备木制外廊的豪华帐幕，其中 3 间为双床及 5
间大床房型。 宾客于帐幕内边用餐边俯瞰马拉河美景。 

可接收手机信号及提供免费无线网络。 

    

 

  

http://www.governorscamp.com/


肯尼亚，内罗毕 

凯宾斯基罗萨别墅酒店 

网址: www.kempinski.com 

地址: VILLA ROSA KEMPINSKI NAIROBI, CHIROMO ROAD, 00800, NAIROBI KENYA 

高级客房：面积 30 平方米，提供特大双人床或双床配置 

行政客房：面积 37 平方米，最多可供 3 位宾客入住 

所有客房均配备通用电源插座、茶包、咖啡、迷你吧，及免费无线网络。 浴室配有浴缸和淋浴

间。  

                                                       

豪华设施包括: 

• 一楼提供健身房（开放时间为上午 6 时至晚上 10 时）、水疗中心（开放时间为上午 9 时至晚上 9
时），客人可在此享受疗效十足的瑞典式按摩。 

• 酒店同时配备桑拿浴室、按摩浴池及蒸汽浴室、11.3 米长的游泳池及日光浴躺椅。 
  
 

 

7 天 6 晚行程 

第一天：2 月 17 日，星期六（年初二） 

0900 宾客从香港或澳门私人飞机场前往肯尼亚 

1420 宾客抵达乔莫·肯尼亚国际机场后，分两批（A、B 组）换乘内陆小型私人专机。 

1600 (1615) A（B）组宾客乘搭专机出发前往马赛马拉 

1705 (1720) A（B）组宾客抵达马赛马拉后，将乘搭四驱越野专车前往营地 

1800 (1815) A（B）组宾客登记入住并可享用精心准备的迎宾饮品 

1930 宾客将获邀参加于州长主营地举办的欢迎鸡尾酒会，以及稍后于晚上 8 时开始的欢迎晚  
宴，届时将有现场吉他表演娱宾。 

 

 

http://www.kempinski.com/


 

第二天：2 月 18 日，星期日（年初三） 

早上可选活动一：清晨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 (0630 – 0900, 2.5 小时) 

+宾客将乘搭专门设计的越野车，在经过特殊训练及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下，游走于马赛马拉野生

动物保护区内，有机会亲眼目睹野生世界奇观以及用照相机记录下许多珍贵难忘的时刻。司机向

导对保护区以及当地地形拥有深刻的了解。 

在游历的过程中，将为宾客提供非洲最佳的生态奇观历险及赏鸟机会，届时更有可能与「五大野

生动物」、长颈鹿、瞪羚等作近距离接触。 

 

0630 宾客出发参加清晨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其后于上午 9 时返回营地享用早餐 

 

早上可选活动二：于主营地举办的「马赛药理」文化体验之旅 (1030 – 1130，1 小时) 

1030 宾客将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植物的药用价值，以及马赛人制作草药的工艺 

1200 宾客将于树荫之下、草坪之上享用午餐 

 

下午可选活动一：午后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 (1530 – 1730， 2 小时) 

1530 宾客出发参加午后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并于傍晚 5 时 30 分回到营地  

 

下午可选活动二：于主营地举办的「妇女艺术工艺」文化体验之旅 (1545 – 1645， 1 小时) 

1545 以马赛马拉自然风景、野生动物和人文作画，以及学习如何使用不同颜色珠子编制当地特

产 

 

于主营地举办的农历新年庆祝晚宴 

1900 宾客将在餐饮帐幕内享用特色农历新年晚餐 

 

 

 



 

第三天：2 月 19 日，星期一（年初四） 

早上可选活动一：清晨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 (0630 – 0900，2.5 小时) 

0630 宾客出发参加清晨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其后于上午 9 时返回营地享用早餐 

 

早上可选活动二：漫步丛林之旅 (0700 – 1145，4.75 小时) 

0700 宾客可与与经验丰富的资深自然学家一起徒步历险，体验穿越丛林的真正快感。一边走在

路上，一边感受马赛原始生态之美。宾客将徒步游走于与马赛马拉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相

邻的私人属地，欣赏沿途与保护区不一样的景色以及风景如画的相思树林。 客人将在丛

林享用早餐，并于上午 11 时 45 分返回营地享用午餐。 

1200 宾客将于树荫之下、草坪之上享用午餐 

 

下午可选活动一：午后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 (1530 – 1915， 3.75 小时) 

1530 宾客出发参加午后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一边欣赏丛林日落美景，一边享用精致美点。宾

客将于傍晚 7 时 15 分返回营地享用晚餐。  

 

下午可选活动二：于主营地举办的「生火及茅屋制作」文化体验之旅 (1545 – 1645， 1 小时) 

1545 宾客将有机会了解当地人运用锡叶生活的技能，以及传统茅屋的制作工艺 

2000 宾客将于营地享用晚餐 

 

第四天：2 月 20 日，星期二（年初五） 

早上可选活动一：热气球之旅 (0530 – 0930， 4 小时) 

0530 我们为想要寻找不一样历险的宾客准备了俯瞰马赛马拉美景的热气球之旅。 历险将于黎

明之前出发。当太阳红光微露于天际，正是热气球缓缓升起之时。置身于七彩热气球的挂

蓝之内，，您将以完全不同的视角观赏原始生态奇观。 降落后面，宾客将可享用香槟土

司以及丛林英式早餐，随后于上午 9 时 30 分回到营地 

                   



早上可选活动一：上午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  (0630 – 0900，3 小时) 

0630 宾客出发参加上午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其后于上午 9 时返回营地享用早餐 

1300 宾客将于树荫之下、草坪之上享用午餐= 

 

下午可选活动一：午后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 (1530 – 1730， 2 小时) 

1530 宾客出发参加午后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并于傍晚 5 时 30 分回到营地  

 

下午可选活动二：参观马赛村落 (1430 – 1730，3 小时) 

1430 位于马赛马拉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外，有一个由 48 间用牛栏围起来的小屋所组成的传统

村落，名为 Mara Rianda。 如果宾客对马赛文化感兴趣，可以探访村落小屋，体验保留

数世纪不变的传统生活风貌。 

                

1900 马赛马拉再会晚宴 

宾客将在由百位马赛战士所组成的欢迎仪式下进场，参加将在马拉河畔举办的晚宴 

 

第五天：2 月 21 日，星期三（年初六） 

早上 宾客将在所属营地享用早餐（0700-0930) ，其后乘搭内陆小型私人专机返回内罗毕 

1000 宾客将所有行李放置于帐幕外，以便工作人员统一收集运送 

1115 宾客前往接待处办理退房手续 

1200 (1215) A（B）组宾客乘搭专机出发前往内罗毕 

1305 (1320) A（B）组宾客抵达内罗毕，其后乘搭专车前往凯宾斯基罗萨别墅酒店 

1530  宾客可享用酒店下午茶 

 

可选活动：享受凯宾斯基罗萨别墅酒店水疗疗程 (时段: 1600/ 1630/ 1700) 

宾客可于一个宁静而温馨的环境下，开展一段身心放松的体验之旅。 酒店提供豪华的水

疗设施以及精心策划的护理服务，让宾客身心舒泰。 



1930 团体晚宴 

宾客将获邀参加于酒店 88餐厅举办的团体晚宴，享受泛亚美食 

 

第六天：2 月 22 日，星期四（年初七） 

早上 宾客将享用酒店早餐 (0700-0930) 

 

可选活动一：逹芙妮·谢尔德里克大象孤儿院探访之旅 (1000 – 1200， 小时) 

0930 参加逹芙妮·谢尔德里克大象孤儿院探访之旅的宾客需要于上午 9 时 30 分退房，并在旅

程完结后直接前往机场。 

            大象孤儿计划成功拯救大象和犀牛并协助它们持续繁衍而获得了全世界的好评，计划旨

在为面临人口膨胀、森林砍伐、土地干旱而丧失栖息地，以及在偷猎象牙及犀牛角猖獗行

为下，饱受威胁的肯尼亚濒危大象和犀牛种群提供希望。宾客届时将有机会助养孤儿小象

并与其合照留念。   

  

1215 宾客出发前往机场，并于机场拉齐齐酒店享有午餐 

 

可选活动二：享受凯宾斯基罗萨别墅酒店水疗疗程 (时段: 0900/ 0930/ 1000) 

宾客可于一个宁静而温馨的环境下，开展一段身心放松的体验之旅。 酒店提供豪华的水

疗设施以及精心策划的护理服务，让宾客身心舒泰。 

1230 宾客将享用酒店午餐，其后于下午 2时进行退房 

1500 离开酒店前往乔莫·肯尼亚国际机场 

1630 乘搭水晶天际 1号离开内罗毕返回香港或澳门 

 

第七天：2 月 23 日，星期五（年初八） 

0830 宾客抵达香港或澳门 

 



预订及付款 

水晶航空票价 

US$28,000 每人（双人入住） 

US$38,000 每人（单人入住） 

小童票价(12 岁或以下): US$23,000 (三人入住，视实际供应情况而定) 

 

早鸟优惠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预订，可享受 95 折优惠。 

 

特别优惠 

每满 10 位全数付款正价客人，送 1 位免费行程 

 

预订 

预订须经由指定持牌旅行社，并以美金结算 

 

订金 

7 天内缴付 US$15,000 以便预留位置 

 

全数款项 

旅行社须于计划出发日期 14 天前（2018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付清余下款项 

订金及全数款项一经支付，不设退还 

 

  



全包票价: 

空中/ 

• 水晶天际 1 号专属等级机票 (香港或澳门 / 内罗毕 /香港或澳门) 
• 内陆小型私人专机机票 (内罗毕/ 马赛马拉/内罗毕) 
• 享用由获奖无数的行政总厨精心准备的空中佳肴、畅饮水晶空中酒吧的高级佳酿 

 

岸上行程/ 

• 早午晚餐，视具体抵达及离开时间而定 
酒店住宿，按双人入住计算。单人入住或升级房间需额外付费申请。 

• 岸上游活动选择 
 
 

旅游注意事项 

护照/签证 

• 护照必须于旅程完成后仍拥有至少六个月有效期，同时须确保预留足够空白页面以作签证

盖章之用 
• 签证要求因国家而异。签证信息可以通过将访问旅游目的地所在国家于宾客所在地设立的

大使馆或领事馆获取。请联络旅行社专员或政府机构，以确定所需签证要求。 

签证要求 (参考用): 

 香港/澳门 — 签证 肯尼亚 — 签证 疫苗 — 黄热病 
AUSTRALIA 澳大利亚 不需要 /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需要 
CHINA 中国 需要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需要 
INDIA 印度 需要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需要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需要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需要 
HONG KONG 中国香港 不需要 / 不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需要 
JAPAN 日本 不需要 / 不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不需要 
NEW ZEALAND 新西兰 不需要 / 不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不需要 
MALAYSIA 马来西亚 不需要 /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PHILIPPINES 菲律宾 需要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需要 
SINGAPORE 新加坡 不需要 /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SOUTH KOREA 南韩 不需要 / 不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不需要 
TAIWAN 中国台湾 不需要 /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不需要 
THAILAND 泰国 需要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需要 
UNITED KINGDOM 英国 不需要 / 不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不需要 
UNITED STATES 美国 不需要 / 需要 需要 (电子签证) 不需要 

 

 

 



肯尼亚电子签证处理时间：3 个工作日 

流程说明： 

1.于 www.ecitizen.go.ke 创建账户 

2.填写申请表 

3.附上证明文件（PDF，JPG 或 Microsoft word） 

4.借记卡和信用卡支付签证费（US $ 51.00） 

5.从您的账户下载电子签证 PDF 文文件，并在抵达时向海关出示 

 

黄热病疫苗接种： 

肯尼亚乃有黄热病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之一。 因此，进入某些国家时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书。 

 

旅游保险 

我们强烈建议所有客人购买旅游保险，可于发生不幸时，诸如行程和行李延误、疾病或受伤害等

突发事件时，获得全面保障。请联络您的旅行专员查询购买旅行保险事宜，以免水晶航空假期途

中蒙受损失。 

 

行李政策 

乘客行李重量受限于飞行安全要求、飞行任务、数量、飞机货运能力及规定限制、飞机种类等。  

水晶天际 1 号: 每位乘客免费托运 1 件重量不多于 70 磅或 32 公斤的行李，外一件长加高合共不

超过 45 英寸或 118厘米的手提行李及一件如手提包或手提电脑等随身物件。  

马赛马拉内陆小型私人专机（内罗毕 / 马赛马拉 /内罗毕）：15公斤或 33磅，包含手提行李。

全部行装须放置于软身手提行李袋内（硬壳行李箱禁止登记）。其余行李将安放于水晶天际 1号

内。 

工作人员判定为超重或超大型行李将不获批准登机。 

  

http://www.ecitizen.go.ke/


禁止登机物品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危险物品条例所定义之危险品  
• 以下物品将被禁止携带登机：爆炸品（弹药、烟花、火炬）、易燃物品、有毒/传染性物

品、腐蚀性物品、毒品、毒药、放射性物质、磁化品或其他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危险物品条

例所禁止之物品。  
• 此外，所有使用锂电池电器如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计算机、个人计算机、手提电脑、

MP3 音乐播放器及电子香烟将必须放置于手提行李中，禁止托运。 

 
当地天气及建议穿着衣物 
28°C - 13°C 

• 携带休闲舒适、松身轻便、自然面料制造的浅色服装 
• 尽量避免白色衣物，以免弄脏 
• 蓝色或黑色也请尽量避免，以防吸引蚊虫叮咬 
• 禁止穿着迷彩服饰/军装或印有相关图案之服饰 
• 建议穿着轻便长袖衣裤作防晒及防蚊之用 
• 建议携带多双袜子及轻便开襟羊毛上衣或套头毛衣 
• 路途颠簸，建议女士穿戴运动内衣 
• 不要忘记太阳眼镜、防晒霜、防蚊虫用品、狩猎帽、舒适不漏趾鞋以及预防疟疾药物 

 
 
肯尼亚禁止入境物品 

• 每位 18岁以上的旅客可免税携带 200 支香烟、50支雪茄或不超过 250克烟草、1公升酒

（或 2升葡萄酒）进入肯尼亚。 此外，每个入境旅客允许携带价值 5000肯尼亚先令的礼

物和纪念品，以及 500毫升的香水。 

• 禁止携带水果、植物和种子以及仿制枪支入境。 
 
 
当地饮用水 

建议购买有信誉品牌的瓶装水、饮用煮沸的水或使用开水制作冰块。 

 

语言 

英语 及 斯瓦希里语  
 

货币 

• 内罗毕及马赛马拉接受美元、主流信用卡如 Visa 及 Master 
• 建议携带小额面值美元入 US$ 1, US$ 10, US$ 20 等 
• 只接受 2003 年后印制之钞票 

 

 
 
 



电压 
240V 50Hz 

插头及插座种类（种类 G） 

 

 

时差 
UTC +3 小时 

电话国家代码+254 

 

飞机上座位分配 

支付订金后，座位分配以先到先得原则处理。 我们将尽力满足座位分配请求。 

 

酒店入住登记 

客房为不指定房型，并将按入住时具体供应情况而定。 

 

酒店个人护理用品 

为响应环保，大部分国际酒店均不提供牙膏及牙刷，客人敬请自备。 

 

 

吸烟政策 

机场、凯宾斯基罗萨别墅酒店及州长营地均有指定区域允许吸烟，然而进行越野车生态奇观之旅

期间严禁吸烟。 
 
 
于 2 月 23 日当天回国的旅客航机安排 
如客人需当天换乘接驳航机回国，请务必预订水晶天际 1 号抵达后最少 2.5 小时后的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