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馬達加斯加 人文 生態 國家公園 3 國 18 日
馬達加斯加，是世界第四大島，約 1 億 2 千萬年前從非洲大陸分離，它的自然及文化深受亞非兩洲
的影響，但又演化出其獨特的生物相。哺乳動物中令人稱奇是狐猴類，有全世界 70%的狐猴及 180
種蜥蜴，包括 59 種特有種的變色龍，及有 105 種特有之鳥種。您將體驗著大自然的原始之美。
＜超越百國＞馬達加斯加【深度之旅】、塞席爾、模里西斯。
＜瑰麗大地＞
塞席爾三個最漂亮海灘之二：拉迪格島的銀泉灘、馬哈島的博瓦隆海灘。皆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評
選為世界上最美的海灘。
印度洋勝地模里西斯：「全球最佳度假島嶼」大獎、如夢似幻的豔陽、碧海、白沙美景。
穆隆達瓦：猴麵包樹大道日落美景。
昂達西貝國家公園：宿法國人設計經營之旅館，坐落在湖畔山谷之中，設施良好，服務完善，建築
風格完全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是使人心曠神怡的世外桃源，零距離接觸走進狐猴的神秘世界。
私人保護區－蝴蝶谷：參觀可愛的各種變色龍、鮮艷色澤的陸蛙等稀有品種動物、及到傳說中的棕
紋跳舞狐猴，滑稽至極的動態。
＜人文彩繪＞
穆隆達瓦〜薩卡拉瓦族的法拉連托村漁村、平衡杆式的雙桅帆船之人文景觀。
＜生態攝獵＞
塞席爾『鳥天堂美譽的鳥島』：黃昏時分之萬鳥歸巢的壯觀畫面在鳥島天天上演。
馬達加斯加『狐猴之島』
：棕鼠狐猴、蒙狐猴、環尾狐猴、黑紋跳狐猴、黑頭跳狐猴、棕紋跳狐猴、
竹棕狐猴、小棕狐猴、長鼻棕狐猴，及變色龍、象耳變色龍、黃面變色龍。
＜UNESCO H.W.＞
聯合國國教科文組古蹟保護地〜阿普拉瓦西 加特區、安伯希曼加王宮建築群、五月谷。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費

出發日期

318,000

商務艙追加

2018/07/07, 9/10

訂金

--------------------------------------------單人房追加

6,0000

報名截止日

01. 臺北新加坡模里西斯
班機：CI753 07:50/12:25 (6H35M) + MK647 15:35/18:45 (7H10M)
上午經新加坡轉機搭機飛往印度洋勝地模里西斯，連續兩年(2009 年及 2010 年)獲全球旅遊產業最高
榮譽的世界旅遊大獎，所頒發之「全球最佳度假島嶼」大獎、亦囊括印度洋區最佳度假勝地與印度洋
最美海灘兩項大獎，模里西斯一舉躍上英國 BBC 新聞旅遊頻道 2011 年最嚮往度假勝地的問卷調查第
二名。
＜旅館＞Le Preskil Beach Resort 4* (一島一渡假旅館) 或同級
＜餐食＞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西式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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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模里西斯
上午參觀首都路易士港市區：阿普拉瓦西加特區(UNESCO 2006)，是勞動移民契約的起源地之一，
1834-1920 年，近 50 萬名的印度契約勞工到此，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移民見證、碼頭大廣場海景、18
世紀的總督之家、市立劇場、唐人街，阿得雷德堡等。
續參觀模里西斯植物園，譽為南半球最古老的植物園，物種主要以原生種植物與特殊的外來物種聞名
於世，包括亞馬遜河流域的巨大睡蓮及品種繁多的棕櫚樹，園區的巨型陸龜，懶洋洋的模樣，既逗趣
又可愛。
下午安排海底走路於馬赫洛斯海灣，您將欣賞海洋水底奇景之五彩繽紛、色彩艷麗的軟珊瑚，隨著海
波搖曳生姿，並有熱帶魚群穿梭其間。
＜旅館＞Le Preskil Beach Resort 4* (一島一渡假旅館)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西式餐

晚餐: 西式餐

03. 模里西斯
今日參觀西元 1830 年建的幼雷卡古宅，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風格，其特色是擁有 109 扇門窗，室
內保留維多利亞時代的起居品味，由客廳到臥房都散發著典雅情調。
聖湖的印度廟，濕婆神從天上俯瞰模里西斯，像是海洋上的一顆珍珠，於是從恆河調來聖水，成了聖
湖，印度教居民就在湖邊蓋座印度廟。
奇特的石灰岩質山形，七色土、又名"地表上的彩虹"：美麗的名字與深具特色的地貌，因百萬年前的
火山運動，火山噴出的灰燼，將表面腐蝕出顏色深淺不一如同彩虹般的七彩泥土，主要是因土壤含有
的不同礦物質，所以呈現出七種顏色，而且土壤不會混雜在一起，拍照起來有另外一種美感。
＜旅館＞Le Preskil Beach Resort 4* (一島一渡假旅館)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西式餐

晚餐: 西式餐

04. 模里西斯馬哈 塞席爾 (Seychelles)
班機：HM054 16:30/19:05 (2H35M)
上午前往鱷魚園行程，您將欣賞到巨大的烏龜，牠的龜殼長度超過 180 公分，年齡在 150-200 歲之間。
下午搭機飛往印度洋之美麗島嶼國家－塞席爾，
《國家地理旅行者》雜誌推崇為人生必去五十個地方
之一的塞席爾群島，亦是威廉王子和凱特度蜜月的島嶼國家。
＜旅館＞Coral Strand Smart Choice Hotel Seychelles 4*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西式餐

晚餐: 西式餐

05. 馬哈→普拉斯林島→拉迪格島→馬哈
今日搭飛翼船暢遊印度洋，並前往普拉斯林島的世界遺產的五月谷＜1983,UNESCO H.W.＞，四十年
代時是個私人莊園，名字原自莊園主人所取，於 1966 年成為國家公園。至今仍保留原始風貌，孕育
著塞席爾國寶─海椰子樹將看到稀有的海椰子樹，它可長到 150 英呎高，25 年才結果實有 800 年壽命，
普拉斯林島是世界罕見的植物海椰樹的故鄉，海椰樹雌雄異株，公樹和母樹總是並排生長，公樹像雄
壯的衛士，終日守衛在果實纍纍的母樹身旁，或許有機會一窺珍貴黑鸚鵡。隨後，搭船前往拉迪格島，
全島居民只有 2000 人，面積 10 平方公里，騎著自行車更是美好的享受，盡情享受著島上的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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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 2011 年被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世界上最美的海灘〜銀泉灘，轟隆的海浪拍打於崗瓦納遺
珠的花崗岩巨大岩石上，獨特的花崗岩巨石分割了海灘，給人的感覺就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下一個巨
石海灘又有帶給你另一個祕密基地，神秘著吸引你向前走，海灘上的美景配搭著漂亮的白沙與海椰樹。
下午，搭飛翼船返回馬哈島。
＜旅館＞Coral Strand Smart Choice Hotel Seychelles 4*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西式餐

06. 馬哈鳥島 (費用高、僅安排於此團)

晚餐: 西式餐
16 人座小專機

上午搭機飛往“塞席爾鳥之天堂”美譽的鳥島(空拍之美景不可錯過)，數不盡的雀鳥寄居、繁殖而得名，
黃昏時分之萬鳥歸巢的壯觀畫面在鳥島天天上演，體驗著上百萬的鳥群在你的頭頂上飛過及黃昏之奇
特景觀，島上有 2 百萬隻灰燕鷗在此築巢、生蛋、照顧小燕鷗，岸燕、黑燕鷗及長尾熱帶鳥。鳥島現
時受國際保護鳥議會擁有，且島上有眺望台，可以近距離地與群鳥接觸，實在是一種難得的經驗。
＜旅館＞Bird Island Lodge
＜餐食＞早餐: 飯店內
07. 鳥島馬哈

午餐: 飯店內

(費用高、僅安排於此團)

晚餐: 飯店內
16 人座小專機

上午續欣賞著清晨萬鳥出巢的壯觀畫面，隨後，專機返回馬哈。下午參觀“印度花園之珠”美譽的馬
哈島，世上最小的首都，環境幽雅美麗，該島於 17 世紀曾先後被英、法兩國統治，至 1976 年才正
式獨立，處處可見英法殖民色彩、英式之維多利亞港市中心的銀白大鐘即為經典代表，因此，法國
文化成為首都－維多利亞市佔著主導的地位，如今該島已成為義大利與法國遊客經常光臨的遊覽勝
地。續欣賞塞席爾最漂亮的海灘之一博瓦隆海灘，無比細膩的細沙，海水呈深綠、淺綠、深藍、淺
藍四色向天邊延伸。站著塞席爾的沙灘上，會感到一股攝人的氣魄，尤其當中幾十個有巨型花崗岩
作點綴的沙灘，再配合全無雜質的海水——塞席爾的海水早就被聯合國評為世上最潔淨的海水。
＜旅館＞Coral Strand Smart Choice Hotel Seychelles 4*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西式餐

晚餐: 西式餐

08. 馬哈模里西斯安塔納利佛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班機：HM 055 09:45/12:20 (2H35M) + MK286 20:25/21:20
今日經模里西斯專機，飛往馬達加斯加共和國首都－安塔納利佛，展開世界第四大島馬達加斯加島之
旅。
＜旅館＞Hotel Carlton Madagascar 5*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當地料理

09. 安塔納利佛
市區觀光：參觀馬達加斯加著名古蹟女王宮和總理府，雄踞在全城最高的山嶺上，俯瞰整個市區，是
當年伊美利那王國女王統治權力的象徵，女王宮修建於 1839-1840 年間，保有 19 世紀的歐洲宮廷建
築的風格，主體建築全部由花崗岩石砌成，巍峨挺拔，頗具氣勢。總理府：坐落在與女王宮僅隔數百
米的另一處山嶺上，始建於 1872 年，建築一樣出自法國建築師手筆，磚石結構，雄渾穩健，氣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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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中間的大圓錐玻璃穹頂，加上四座塔樓的金屬尖頂，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現在的總理府已經
改建為馬國歷史博物館，保存的史料和文物主要體現了從古伊美利那王國到殖民時代的歷史。隨後，
眺望市景、馬哈馬西納運動競技場、獨立紀念碑，昔日法屬殖民地建築，並參觀藝品市場，感受傳統
特色手工藝品的魅力。
下午前往安布希曼加的皇家山丘＜UNESCO H.W.＞，參觀 17 世紀之美利那族之皇城、皇家墓地和一
組祭祀建築群組成，從過去 500 年以來，一直是宗教儀式和祭典舉行的地方，有著強烈的民族情感聯
繫。
＜旅館＞Hotel Carlton Madagascar 5*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中式晚餐

10. 安塔納利佛穆隆達瓦
班機：MD 702 11:15/12:15 (1H)
上午搭機前往馬達加斯加西岸著名大城—穆隆達瓦。
午餐後，遊覽私人保護區，這裡有夜行性狐猴、鳥、馬島獴、鱷魚等動物以及其他物種可以參觀。運
氣好的話可以與狐猴親密接觸，甚至能看到狐猴在你頭上“飛來飛去”，也是一個獨特的體驗。
＜旅館＞Hotel Baobab Café 或 Chez Maggie Hotel 或 Palissandre Cote Ouest Resort & Spa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

11. 穆隆達瓦→貝馬拉哈石林國家公園 (非北石林)
搭 4X4 往世界聞名的＜UNESCO H.W.＞貝馬拉哈石林(行車約 8-10 小時)，其特殊的尖刺般之表面謂
為奇觀，猶如石針般之碩大石灰岩地形臨空拔起，無奇不有的小世界裏孕育特有的野生動物，“遺忘
的世界”之保護區以狐猴著稱，路段崎嶇。
＜旅館＞Olympe du Bemaraha（設施簡易但乾淨，非露營）
（因前往貝馬哈石林區，行車遠、路況差，而且攀登石林景觀區較困難及住宿條件較差，故請見諒）。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

12. 貝馬拉哈石林國家公園
上午在當地導遊引領下，漫步於玻羅河峽谷，探秘遊覽貝馬拉哈大石林（需要充沛體力、手套和堅
固登山鞋，5-6 小時步行時間），園區提供遊客必須穿戴的腰環扣，用於最傾斜階梯部分(約七十度)、
與吊橋下坡段。(若無法參加大石林區健行者，會安排遊船、賞低石林區)隨後，於小石林欣賞日落黃
昏的美景，或許有機會攝獵著褐狐猴、樹熊狐猴等，及尋找特有種長尾地棲佛法僧。這裡完整的保
存了億萬年來馬島孤獨進化的獨特地貌和生態。
＜旅館＞Olympe du Bemaraha（設施簡易但乾淨，非露營）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便當餐（園區無餐廳，且 5-6 小時步行）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

13. 貝馬拉哈石林國家公園→穆隆達瓦 (行車約 8-10 小時)
上午搭 4X4 返回穆隆達瓦。穆隆達瓦是猴麵包樹的家鄉，集中了島上最典型的 7 個不同品種的猴麵
包樹(全球只有 8 種)。猴麵包樹，樹葉落盡時像極了倒插入天空的樹根，也被稱為『倒栽樹』，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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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分紅霞從樹林間緩緩落下，式微的陽光更襯托出它的美，攝影愛好者絕不能錯過，傍晚於猴麵包
樹大道與人文村落，欣賞壯觀的日落美景一定會是人生最難忘的經歷。
＜旅館＞Hotel Baobab Café 或 Chez Maggie Hotel 或 Palissandre Cote Ouest Resort & Spa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

14. 穆隆達瓦安塔納利佛
班機：MD 741 15:10/16:10 (1H)
上午領略薩卡拉瓦民族的法拉連托村漁村及撐著帶平衡杆的雙桅帆船是吸引遊人的人文景觀。午餐後，
搭機至安塔納利佛。
＜旅館＞Hotel Carlton Madagascar 5* 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

15. 安塔納利佛 →(3.5h)昂達西貝-曼塔迪亞國家公園
上午前往私人保護區－蝴蝶谷，參觀可愛的各種變色龍、象耳變色龍、黃面變色龍，蝴蝶，鮮艷色澤
的陸蛙等稀有品種動物，及小棕狐猴、及見到傳說中的棕紋跳舞狐猴，滑稽至極的動態。隨後前往昂
達西貝-曼塔迪亞國家公園，夜宿法國人設計經營之旅館，坐落在湖畔山谷之中，設施良好，服務完
善，建築風格完全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是使人心曠神怡的世外桃源。
＜旅館＞Vakona Forest Lodge
＜餐食＞早餐: 飯店內

或同級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西式餐

16. 昂達西貝-曼塔迪亞國家公園
上午遊覽狐猴島和鱷魚谷，體會與眾多可愛狐猴嬉戲的美妙樂趣，保護區植被以熱帶雨林為主，物種
富，其中生活在這片保護區內的狐猴共有 11 種之多，最著名的黑頭跳狐猴及棕紋跳狐猴、小棕狐猴、
環尾狐猴等，另外還有一些珍稀特有的鳥類和兩棲爬行動物，如變色龍等。而眾多野生珍貴的蘭花令
歡欣驚詫。完全體驗原始趣味的森林浴及零距離接觸走進狐猴的神秘世界。
＜旅館＞Vakona Forest Lodge
＜餐食＞早餐: 飯店內

或同級

午餐: 飯店內西式餐

晚餐:飯店內西式餐

17. 昂達西貝-曼塔迪亞國家公園 →(3.5h)安塔納利佛模里西斯新加坡
班機：MK289 16:50/19:35 + MK646 20:40/07:50+1 (7H10M)
上午返回安塔納利佛，沿途拍攝當地人文景觀。午餐後，搭機飛經模里西斯和新加坡回台北。
＜旅館＞夜宿機上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法式料理

晚餐: x

18. 9/05 新加坡臺北
班機：CI752 10:25/15:10 (4H45M)
班機於新加坡轉機，返回國門。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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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黃皮書正本。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連絡電話：02-2500-0585
行者無疆旅行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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