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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馬馬達達加加斯斯加加、、模模里里西西斯斯、、塞塞席席爾爾、、留留尼尼旺旺群群島島，，科科摩摩羅羅  

西西印印度度洋洋島島國國精精彩彩之之旅旅1177日日  

模里西斯原本是一座沒有人類的島嶼，一頁殖民滄桑，在短短四百年間，讓物種天堂

轉變成一座民族熔爐，西元1598年荷蘭人踏上這座島嶼之前，這裡是鳥類的天堂，荷蘭人

走了之後，法過人、英國人接續來追夢。 

塞席爾是印度洋上的群島國家，由115座島嶼所組成，就在馬達加斯加島東北方，距

離非洲大陸有1500公里，人口約8萬多人，是非洲人口最少的國家。歷史上，英、法兩國

都掌控過塞席爾，直到1976年才獲得獨立。 

留尼旺在非洲解殖時期，英法在印度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留尼旺島也一度興起獨立

運動。但權衡利弊後，它最終還是留在法國，並隨著法國政策改變，逐漸取得和本土法國

人一樣的權利和義務。走在島上，就像活在一個巨型的法式大花園，既充滿法國文化風情，

又有獨一無二的熱帶氣候和氛圍，生活水平甚高，遠遠拋離鄰近的獨立印度洋國家。 

科摩羅科摩羅是印度洋西部島國，位於非洲東南莫三比克海峽北端入口處，東、西距

馬達加斯加和莫三比克各約500公里。由大科摩羅、昂德昂、莫埃利和馬約特四個主島和

一些小島組成。科摩羅群島是一組火山島群，島上大部分為山地，地勢崎嶇，廣布森林。

科摩羅群島是一組火山島群，島上大部分為山地，地勢崎嶇，廣布森林。由於這是一個火

山國家，它的各個島嶼上基本上都是火山岩，沒有泥土。這些樹木水果都是靠自然野生野

長，人類基本無法種植。科摩羅群島屬熱帶雨林氣候，終年濕熱。 

馬達加斯加，一個神奇的國度。動畫電影《馬達加斯加》驚豔全球觀眾，這個世界第

四大島有著獨一無二的生態奇觀。馬達加斯加島在一億多年前與非洲大陸分開，形成一個

與世隔絕的自然環境，從此島上的生命就以它們自己獨特的方式進化，稱其為地球上的「奇

妙生態樂園」一點也不為過。馬達加斯加島上沒有毒蛇，也沒有大型的掠食性動物，800

萬年前從印度次大陸分裂出來，因此不少物種在島上獨立演化，是生物多樣性最熱門的地

方，90%以上的野生動植物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最著名的動物奇觀是動畫電影《馬達

加斯加》中成群的環尾狐猴沐浴在陽光下，張開雙臂迎接我們的到來。 

 

【行程特色】 

  模里西斯  馬克吐溫曾說:「天堂是仿照模里西斯的樣子打照的。」模國是歐洲人

的私密花園。行程將帶您參觀模里西斯的代表──七色土、巨蓮、黑河國家公園。 

  塞席爾  被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一生必遊的 50個地方」。書中寫道:「塞席爾因

為遠離大陸，植物都是超大型的，茂盛中帶著放肆，而色彩濃郁如同高更的畫。」 

  留尼旺島  法屬殖民地，有小歐洲之稱，參觀島上著名的火山景觀，在摩依道山

觀景台俯瞰馬發特冰斗及參觀香精油工廠，了解精油蒸餾、製造的過程。 

  活的地質教室──科摩羅島  蕞爾島國卻有著豐富的地貌景觀，民風和善純樸。

此地因 1938年生物學家在近海發現腔棘魚（3億年前的活化石魚）棲息於此而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6%B4%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AB%E6%A1%91%E6%AF%94%E5%85%8B%E6%B5%B7%E5%B3%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8%BE%BE%E5%8A%A0%E6%96%AF%E5%8A%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5%B1%B1%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5%B8%A6%E9%9B%A8%E6%9E%97%E6%B0%94%E5%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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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全世界。 

  馬達加斯加  獨家走訪貝馬哈石林國家公園，未遭破壞的森林、湖泊和紅樹林沼

澤區則為稀有且瀕危的狐猴及鳥類之棲息地，是馬島西部真正的瑰寶，也是馬國

最大的國家公園。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輕巧環保導覽耳機 

全面採用成新式導覽耳機，更為環保(充電式)、輕巧方便，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讓您一邊自由拍照也不會錯過當地專業中文導遊的精采講解。 

  車上供應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貼心包含車上礦泉水之外，以及每日午、晚餐皆提供一杯飲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安排旅館人員替您將行李送抵房間，省卻拉行李的辛勞。 

  贈送晴天專屬過夜包  

每位旅客皆贈送一個過夜包，讓長途旅行的您，可放入個人隨身用品，方便且輕

巧。 

 

【世界遺產】行程共有 3項世界遺產  

塞席爾 

  【五月谷自然保護區】1983 年列入，有大片由當時特有棕櫚形成的棕櫚林，最知

名的是以巨大種子稱植物界的海椰子，過去人們對它的繁殖方式所知不多，因次

一度以為這種樹生長於海底。 

馬達加斯加 

  【安布希曼加皇家山丘】2001年列入，18世紀末安卓里納波伊尼麥利那國王執政

時的居住地，建有王城，皇家陵寢以及祭祀建築群，地勢高峻，防禦堅固，也被

稱為聖城。 

  【貝馬哈石林國家公園】1990 年列入，獨特的石灰岩針狀石林，深裂險峻的峽谷

及水道，未遭破壞的原始森林、湖泊和紅樹林，也是稀有瀕危的狐猴以及鳥類的

棲息地。 

 

第01天  台灣新加坡模里西斯 Mauritius【模里西斯】 

 CI-753 0750/1225【飛行時間 4時 35分】 

MK-647 1535/1845【飛行時間 7時 10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經新加坡飛往模里西斯。模里西斯曾是歐洲海上霸權興起

時，在印度洋上受荷蘭、法國、英國等國家殖民的島嶼，尤其是法國，殖民期間將

近百年，引進非洲黑人做為奴隸，後來再被英國統治，大量引進印度人種植甘蔗，

再加上中國廣東梅縣客家人家前往經商，使得一個小小的島嶼就像是民族大熔爐，

這個特色充份表現在島上度假氛圍中。馬克吐溫在享譽國際的《赤道漫遊記》裡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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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上帝創造天堂前先創造模里西斯。」為這個座落於西印度洋、位於馬達加斯

加上方的小島增添了不少傳奇色彩，也成為歐洲名流最鍾愛的度假聖地。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hangri-La's Le Touessrok Resort & Spa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模里西斯香格里拉度假酒店（Shangri-La's Le Touessrok）無疑是在這

浪漫小島上最夢幻的飯店。位於模里西斯東海岸上，坐擁風景最為壯

觀的 Trou d’Eau Douce 海灣，遠離了路易港的喧鬧，旅人們能盡情

徜徉在寧靜的自然美景中，私人沙灘欣賞到壯闊的印度洋美景，是都

市人兒的絕佳避世歸隱地，波光粼粼的印度洋一覽無餘。 

  

第02天  模里西斯 

 今日專車前往參觀全球獨一無二的▲七色土，又名”地表上的彩虹”，形成起因是以

前的火山運動，土地深層結構和玄武岩受到大自然的侵蝕，使得這裡隆起一座座起

伏的小山丘，而火山噴出的灰燼，則將表面腐蝕出顏色深淺不一的藍、綠、紅、黃

色，如同彩虹般的七彩泥土。，美麗的名字與深具特色的地質樣貌，吸引著許多觀

光客前來一探究竟，續前往全球稀有林區之一▲黑河谷國家公園，佔地 6754 公頃，

群山環繞的黑河峽谷與筆直落下的瀑布，還有機會看到數量相當稀少的茶隼、粉紅

鴿及模里西斯回聲鸚鵡，豐富的自然生態，可見到這塊淨土截然不同的樣貌。的公

園不但風景獨特，更遍布著模里西斯特有的森林。欣賞★賽卡舞，起源于 19 世紀

初，最初是非洲奴隸用於緩解身體勞累、放鬆心情的舞蹈，也是對獲得自由的呐

喊。賽卡舞的主要特點是熱情奔放，用當地特有的幾種樂器打節拍作為伴奏，節奏

會隨著舞蹈變換，舞者們拍著雙手合著節拍，歡快的舞動。如今的賽卡舞漸漸隨著

時代的發展融入了許多新元素，延伸出風格更為豐富的現代賽卡歌舞。模里西斯人

將賽卡舞視為國粹，在隆重正式的場合、熱鬧歡快的節日，都會請來賽卡舞者為貴

賓助興。另外，賽卡舞已經於2014年正式獲得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UNESCO認可，

正式納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列表。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hangri-La's Le Touessrok Resort & Spa 5* 或 同級 

   

第03天  模里西斯馬哈 Mahe【塞席爾】 

 HM-048 1610/1845【飛行時間 2 時 35 分】 

 今天上午我們悠閒在飯店裡享受設施，香格里拉飯店榮獲模里西斯全球前三大奢華

飯店，這裡沒有誇張的豪奢，而卻能從多種貼心設備與服務的細節中感受到隱含的

貴氣與迷人風華。曾獲得指標性旅遊網站《Tripdvisor.com》評選為「Travelers’ Choice

印度洋最佳旅店》，也榮獲 Condé Nast 媒體集團票選「2012 全球最佳旅店」，位在

寧靜的 Trou d'Eau Douce 海灣旁，這裡瀰漫一股感性、時尚又浪漫的氛圍，是追求

極致渡假的首選。親見蔚藍的印度洋與碧綠的潟湖的交織，白沙與金色豔陽的佐伴，

粉紅黎明與暗紫色傍晚的夾抹，如夢似幻，似真又似假。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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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席爾群島。塞席爾是歐美明星、名人、貴族的度假勝地，也有大量來自俄羅斯的

富豪階級前來避寒，到此無非要得到的是獨一無二的客製化服務與純淨清幽的海

灘。塞席爾的主要大島為馬哈島 Mahe、普拉蘭島 Prasline 與拉迪格島 La Dique，另

外兩個私人島嶼則因名列全球最貴酒店聞名，塞席爾更是 2011 年英國威廉王子與凱

特王妃的蜜月地，如此以度假聞名於世的國家，今天下午您將有充分的時間享用飯

店設施，或是坐在沙灘上享受精彩的日落。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飯店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avoy Resort & SPA 或 同級 

  

第04天  馬哈－五月谷 Vallee De Mai－拉迪格 La Digue－馬哈 

 今日上午乘船前往至今仍保留原始風貌的★五月谷【UNESCO, 1983】。如果說塞席

爾是人間天堂，五月谷就是這天堂裡的伊甸園。五月谷坐落在塞席爾第二大島——

普拉蘭島中心，是世界上最小的自然遺產，面積只有 19.5 公頃。因其中 7000 多棵

海椰子樹而聞名於世。但是除了海椰子，這裡還有許多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動植物，

堪稱珍奇動物大觀園。 五月谷在四十年代的時候還是一個私人莊園，它的名字就是

當時的莊園主所取。1966 年它成為國家公園，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遴選為世

界自然遺產。隨後到★拉迪格島，感覺就像是一路乘著船，直接駛入一幅有著藍色、

綠色和棕色色調的圖畫中。這裡的海灘非常美麗，然而車輛並不多，所以在路上常

常可看見騎自行車或搭著牛車的觀光客。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avoy Resort & SPA 或 同級 

  

第05天  馬哈 

 (馬哈島環島觀光) 

 今日進行馬哈島環島觀光。馬哈同時也是首都維多莉亞所在地，市中心座落博物館、

戲院、超商和餐廳等，整個市區僅有一座紅綠燈，道路以一座英式鐘樓為主要地標，

這座鐘樓仿造倫敦市中心一座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的鐘樓，也象徵著塞席爾曾被英國

殖民的一段歷史。前往市中心感受當地的生活與飲食文化。▲傳統市場的氣氛與台

灣傳統市場類似，不過當地的蔬菜、水果、生鮮的品項並不多，比較有特色的是各

式各樣的新鮮香料、香料粉和辣椒，在台灣不容易購買的新鮮香草莢，在市場裡處

處可見。不過，塞席爾境內的國際飯店內使用的所有食材，幾乎九成以上都仰賴進

口，多半都來自杜拜。接著驅車上山，把喧鬧的市區拋在身後，回頭即可遠眺浩瀚

的大海，前方則是高聳入天的龍血樹森林，千姿百態的熱帶植物和長年盛開的奇花

異草，使這裡成為人們公認的「非洲最美麗的小島」。森林深處，有百年前▲黑奴小

學的遺跡，並可於▲維多利亞觀景台眺望馬哈島美麗的海岸線，在這裡，眼前是無

邊無際的大海，身後是連綿起伏的群山，心境豁然開朗。接著行車於塞席爾的海岸

線，一路都是翠綠的山林和沿海的小路，置身在白沙、棕櫚花崗岩的場景下，有點

像電影《侏羅紀公園》裡看到的原始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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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Savoy Resort & SPA 或 同級 

  

第06天  馬哈聖丹尼斯 St. Denis【法屬留尼旺】 

 UU-422 1115/1350【飛行時間 2 時 35 分】 

 今日飛往法屬留尼旺。留尼旺是一座印度洋西部馬斯克林群島中的火山島。為法國

的海外大區之一，東邊約 190 公里是模里西斯群島，西邊則與非洲第一大島馬達加

斯加相距 650 公里。 

留尼旺島面積 2,512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 207 公里。除沿岸有狹窄平原外，均屬山

地和高原，島上高峰約 3,019 公尺，即是格羅莫訥火山峰（鄰近內日峰死火山，標

高 3069 公尺）。沿岸屬熱帶雨林氣候，終年濕熱；內部山地為高山氣候，溫和涼爽。

最熱月平均氣溫 26℃，最冷月 20℃。5 至 11 月為乾季，11 月至次年 4 月為雨季。

有歷史學家認為，中世紀時阿拉伯人可能已在留尼旺島定居。1513 年，留尼旺島被

葡萄牙人發現。1649 年，法國開始統治，在島上建立航海站，1810 年由英國佔領，

1815 年英國將該島交還給法國，1848 年定名為留尼旺島，1946 年法國宣布留尼旺

為海外省，目前是法國的海外大區之一。拿破崙戰爭期間，模里西斯被英國攻陷，

成為英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重鎮，留尼旺島則繼續由法國管治，直到今天成了法國海

外領地，居民都有法國護照，也就是同時有歐盟身份。首府▲聖丹尼著名建築景點

集中在巴黎街以及勝利大道之上，城市的建設與格局讓您不只欣賞到法國小鎮的景

色，更能體驗耐人尋味的法國文化與輕鬆休閒的生活方式。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法式下午茶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Diana Dea Lodge 或 同級 

  

第07天  留尼旺 (富爾奈斯火山全日遊) 

 早餐後，前往★富爾奈斯火山，是留尼旺的火山，位於該島東部之世界遺產留尼旺

島國家公園內，由熱點形成，因此火山為盾狀，而岩漿較為流質，富含鎂和銥而屬

基性。海拔 2,632 公尺，頂部有寬 8 公里的破火山口，最近一次火山噴發在 2018 年

7 月 13 日發生。由於火山噴發威力不大，因此得以成為旅遊景點，每年多達 40 萬

人到訪此火山。這是留尼旺島上無可爭議的明星，也是地球上最活躍的火山之一。

富爾奈斯火山每年會噴發數次，從火山中噴出四處流淌的熔岩，迸放出詭譎的色彩，

是令人為之震撼的世界奇景。留尼旺是世界上最年經的島嶼之一。300 萬年以前，

內日峰破印度洋面而出形成了島的雛型。 50 萬年前，是島的東南海岸的富爾納斯

火山形成，隨著時間流逝內日峰下陷形成了惕拉奧茫拉濟和碼法特。留尼旺的誕生

源於陡地與大海的碰撞。2010 年 8 月 1 日隔嶼中部的國家公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位居法國自然景觀第 4 名和文化遺產第 35 名。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克里奧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Diana Dea Lodge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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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天  留尼旺(薩拉濟冰斗全日遊) 

 法屬留尼旺島「山峰、冰斗和峭壁」，通過第 34 屆世界遺產大會的審議而成為世界

自然遺產，從而使法國擁有的世界遺產增至 35 處。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提供

的資料，留尼旺島「山峰、冰斗和峭壁」自然遺址位於留尼旺國家公園中心區域，

佔地 10 多萬公頃，佔留尼旺島面積的 40％。 在此遺址內，兩座高聳的火山峰、巨

大的峭壁以及 3 座懸崖邊的冰斗俯瞰著島嶼，其下森林覆蓋的峽谷與盆地相呼應，

形成一幅壯闊的圖畫。此外，留尼旺島「山峰、冰斗和峭壁」自然遺址的生態系統

涵蓋亞熱帶雨林、雲霧林和沼澤地，不僅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多為本地獨特品種。

火山的噴發和陷沒，形成一些盆地，這些盆地也被稱為冰斗。留尼旺島上最具代表

性的冰斗是西拉奧斯、薩拉濟及馬發特，它們常年堆積的火山灰是最好的養料，因

而這裡植物茂盛，水源豐富，風景迷人。西拉奧斯在馬達加斯加語中意為“永不離

開之地”，它是三大冰斗中陽光照射最充足的一個。塞拉斯是三個冰斗中面積最大、

植物最繁茂的一個，豐沛的水源從四週的山頂流下，形成大大小小的瀑布。前往★

薩拉濟冰斗，此為進出最方便的冰斗，植被也最蔥郁，前往參觀的路線還會經過島

上最美的瀑布之一：新娘頭紗瀑布(Le Voile de la Mariee)。薩拉濟遺留著許多歷史的

遺跡，逃亡奴隸的那段歷史在此尤其深刻。在十七世紀，這些出逃的奴隸只能在森

林的角落裡躲躲藏藏。薩拉濟是一片仙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計畫負責人

蒂姆•巴德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留尼旺島國家公園內鑲嵌著大量引人注目的地貌

並擁有極為寶貴的生態系統，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外，這裏還是一個面積巨大

的『避難所』，很多瀕危物種都生活在這裡並受到保護。」但與此同時，這一地區也

面臨著外來物種入侵的挑戰，其中包括猿尾藤，一種來自亞洲能夠覆蓋其他植物的

蔓藤。留尼旺島國家公園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島上的特有物種，公園內特有物種的數

量是夏威夷的三倍，加拉帕戈斯群島的四倍。 

註: 冰斗(Cirque)是由山地冰川侵蝕而形成的一種三面環山的凹地。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法式餐點 

 住宿：Hotel Mercure Créolia Saint-Denis La Réunion 或 同級 

  

第09天  留尼旺摩洛尼 Moroni【科摩羅】 

 UU-255 0745/0920【飛行時間 2 時 35 分】 

 前往機場飛往有「活的地質教室」之稱的科摩羅島，科摩羅旅遊資源豐富，海島風

光秀美，伊斯蘭文化引人入勝。午餐後前往伊桑德拉走訪▲瓦羅瓦羅市場，瓦羅瓦

羅是摩洛尼歷史最悠久的市集之一，在這裡除了可以看到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百態，

也可以看到當地香料、精油製品，手工燈具及椰子製品。參觀這個「活的地質教室」

的科摩羅島，首先專車前往科摩羅的古都▲伊孔尼，參觀前國王宮殿遺址、舊城區

及當地人相當信仰的聖湖。續前往伊桑德拉參觀▲星期五清真寺及▲傳統建築。科

摩羅島不只供人觀覽，還可問賞。科摩羅以“香料群島”著稱，微風拂來，可聞到

豐富多樣的植物香氣。香風中最突出的是依蘭花香，依蘭花油是世界最著名香水的

成分之一，包括香奈兒 5 號香水。科摩羅群島也是採摘鮮花、轉換精油以供出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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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島上盛產世界上最珍貴的香料之一，丁香。雖然丁香原產於印尼，是許多菜肴、

藥物和香煙的常見成分，科摩羅是世界上最大的調味品生產商之一，是個名副其實

的香料島。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Retaj Moroni Hotel 或 同級 

  

第10天  摩洛尼安塔那納利佛 Antananarivo【馬達加斯加】 

 MD-150 1125/1415【飛行時間 2 時 50 分】 

 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馬達加斯加首都，亦是昔日法屬殖民地首府--安塔那納利佛。安塔

那納利佛，簡稱為塔那(Tana)，馬達加斯加語寓意為「千人勇士城」,是古伊美利那

王國的首都，並因建都當時有上千勇士守衛該城而得名。馬達加斯加共和國是世界

第四大島，國土面積有 59 萬 2800 平方公里，在世界各國中是第 47 名。參觀★女王

宮，是塔那市內最具有觀賞價值和人文價值的景觀，女王宮雄踞在全城最高的山嶺

之上，俯瞰整個塔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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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馬達加斯加歷史上著名的娜拉瓦魯那女王一世 (Ranavalona I) 

在位時期 (1828-1861) 。娜拉瓦魯那女王一世是拉達馬國王一世 (Radama I, 也是

馬達加斯加伊美利那王朝第一位國王) 的遺孀，國王去世後,，她開始主宰起馬王國

的命運。女王宮的設計和修建在當時是交給英法傳教隊伍中的建築師來完成的，是

典型的 19 世紀的歐洲巴洛克風格，宮殿主體建築由兩部分組成，內宮主體是基本由

紫檀木建造的宮殿，外部的城牆全部由花崗岩石砌成，整體巍峨挺拔，最高處達 40

公尺，氣勢不凡。據史料記載，當時建造時光是運輸宮內紫檀木柱途中就有 2000 名

民工因勞累而死。令人遺憾的是，1995 年 11 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燒掉了女王宮

大部分的木制室內建築和裝飾。至今，聳立在那的只是女王宮高大的城牆和空洞但

仍不失華麗的窗門廊柱，在向遊人們訴說著她過去的輝煌。此外，女王宮的領地內

也是伊美利那王國的皇家陵墓所在，該王朝歷代的國王和幾位女皇都長眠于此。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Hotel Carlton 或 同級 

  

第11天  安塔那納利佛摩隆達瓦 Morondava－貝馬哈石林國家公園 Bermaraha National 

Park 

 AWY 0630/0730【飛行時間 1 時 00 分】；(行車：180 公里，路段崎嶇，6 小時) 

 今日將起個大早搭機前往馬達加斯加西海岸著名旅遊城市──摩隆達瓦，是猴麵包

樹的家鄉。隨後乘四輪傳動車前往★貝馬哈石林國家公園，沿途經過澤比希納河谷，

欣賞馬島特有的峽谷、丘陵和高峰等景觀。貝馬哈國家保護區中未遭破壞的森林、

湖泊和紅樹林沼澤區則為稀有且瀕危的狐猴及鳥類之棲息地，是馬島西部真正的瑰

寶，也是馬國最大的國家公園。喀斯特地貌形成了萬千高聳林立的尖峰峭壁和深幽

難測的峽谷岩洞，長期以來不便的交通（雨季期間基本是無法進入的，每年只有 5

月到 11 月的旱季才能遊覽），使這裡完整保存了億萬年來馬島孤獨進化的獨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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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態，是自然學家旅人夢寐以求的聖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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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Grand Hotel Du Tsingy 或 同級 

  

第12天  貝馬哈石林國家公園 

 (全日參觀貝馬哈國家公園) 

 全日參觀★貝馬哈石林國家公園【UNESCO, 1990】，在當地導遊引領下，漫步於玻

羅河峽谷，探秘遊覽貝馬哈石林（需要充沛體力、並攜帶手套、水、堅固登山鞋，

5~6 小時步行時間）。今日行程的重點：欣賞世界獨一無二的自然景觀「罄吉」

(TSINGY)，碩大的石灰岩地形凌空拔起，特殊的尖刺表面、蔚為奇觀。「磬吉」由喀

斯特地形及石灰岩臺地所組成，經過好幾百萬年雨水侵蝕作用，形成現今獨特的石

灰岩針狀石林。高聳嚴峻的石林，深澗幽谷密佈，植被複雜多樣，被譽為「世界最

大的天然迷宮」，至今還沒有任何一支科學考察隊能完整詳實地探測該地區。雖然人

跡罕至，而馬島奇異動物狐猴卻能隱身其中，遺世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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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野餐盒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Grand Hotel Du Tsingy 或 同級 

  

第13天  貝馬哈石林國家公園－猴麵包樹大道 Avenue Du Baobab－摩隆達瓦 

 (行車：180 公里，路段崎嶇，6 小時) 

 今日由貝馬哈返回摩隆達瓦，猴麵包樹的家鄉。該地區物產豐富，亦是馬國重要的

木材產地和蔗糖生產基地，被紅樹群和潟湖包圍的海岸吸引不少遊人，細沙海灘亦

享有盛名。這個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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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前往▲猴麵包樹大道，欣賞在猴麵包樹稀樹草原及傳統村落之景觀。馬島的猴

麵包樹以高大粗壯、造型奇特出名，這裡是欣賞猴麵包樹的最佳景點，高大聳立的

英姿，執著而孤獨地守望著這片原始沉默的土地，樹冠雖不繁茂但已堪稱華美威嚴。

最動人的是日落時分，雲霞披紅，也給大地抹彩，它們構成了西部稀樹草原一道壯

麗的風景線，造物者獨鍾馬島，並留給世人無盡的驚嘆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Palissandre Cote Ouest resort & SPA 或 同級 

  

第14天  摩隆達瓦安塔那納利佛 

 AWY 0800/0900【飛行時間 1時 00分】 

 搭機飛返首都安塔那納利佛，前往著名的▲手工藝品市場及裝飾用之紙花工廠參

觀，感受馬國傳統特色手工藝品的魅力。美麗的街道，典雅的建築別具風味，漫步

熙來攘往的▲獨立大道，途經殖民建築風格保存完好的古街區，感受馬國的異域情

懷。前往馬達加斯加古城★安布希曼加【UNESCO, 2001】參觀，位於首都安塔那納



好心晴 天天行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利佛北方 20 公里，是一座樹木茂密的山莊，被稱作「藍色山丘」。因為這裡有王宮

和皇室陵寢，又稱「聖城」。王宮坐落山頭，是安德里亞納姆波伊尼麥利那國王在

1788~1810 年執政時的住所。由一座皇城、墓地遺址、聖地遺跡群所組成。一直是

過去 500 年以來舉行宗教祭儀的聖所，遺址也已成為馬達加斯加和世界各地的朝聖

者所崇敬之地。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Carlton 或 同級 

  

第15天  安塔那納利佛模里西斯 

 MK-289 1650/1935【飛行時間 1 時 45 分】 

 今日前往★狐猴公園，在安塔那納利佛的西南方約 22 公里。狐猴公園創立於 1995

年，是小型的植物園、和狐猴保護區。園內幫助那些被遺棄的寵物狐猴，協助狐猴

恢復及繁殖，之後再野放到野外。有很多即將瀕臨絕種的狐猴，狐猴公園也非常重

視、保育它們。這些瀕臨絕種的狐猴有領狐猴、褐狐猴、加冕狐猴、貓鼬狐猴……等。

公園主要推廣馬達加斯加特有的狐猴種類，並且將它們重新引入大自然，讓它們過

著原來屬於它們的生活環境中。這座‘動物園’由國家環境部給予補貼，而狐猴園也致

力於當地人與遊客開心置身所處的環境。在圍牆之內有 9 種晝間活動與晝伏夜出的

狐猴類，讓遊客在 5 公頃廣的植物園當中，可以一邊輕鬆地閒逛一邊欣賞與接近狐

猴這個馬達加斯加的代表性動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搭機耗時(退餐費 20歐

元) 

晚餐：機上用餐 

 Shangri-La's Le Touessrok Resort & Spa 5* 或 同級 

  

第16天  模里西斯新加坡 

 MK-646 2040/0750+1【飛行時間 7 時 10 分】 

 前往模里西斯首都▲路易士港，市內建設顯得比較複雜，有現代化的玻璃牆大廈，

亦有伊斯蘭古堡，甚至古典的歐洲式建築物，新舊交錯，互相輝映。最難得的是市

區大道上種植了林木花草，高高的、排列整齊的椰子樹及棕櫚樹搭配花園內的彩色

杜鵑花，充滿熱帶風情，更顯清雅。模里西斯歷經法國人長時間的統治，市內的街

道路標、招牌、街名均沿用法文，令人有種置身於法國的錯覺。午餐安排於▲中國

城用餐。接著前往第五大的植物園★皇家植物園，擁有 500 種不同的熱帶植物品種，

不但數量眾多、種類也相當豐富。每年 12 月至 4 月間盛開的亞馬遜巨型睡蓮是參觀

花園時的一大重點。園區擁有眾多來自亞洲、非洲、南美洲以及馬達加斯加島的各

式棕櫚樹、熱帶樹種等，相當值得一看。隨後前往機場搭機經新加坡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午餐：搭機耗時(退餐費 20歐元) 

  

第17天  新加坡台灣 

 CI-754 1025/1510【飛行時間 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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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結束精彩的馬達加斯加、西印度洋四島國精彩之旅 17 日。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行

車參觀。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

服務專員。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

景點門票、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含領隊、導遊、

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50,000 元。如遇團體額

滿或限期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

單人房差額。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

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43,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

而不是付房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

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

訂到標準的三人房，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

且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

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

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

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

不能保證親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

觀、◎標示為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

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

會」書冊所列資料為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

【其它說明】。 



好心晴 天天行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所需證件】 

 護照彩色影本。(護照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2 頁以上空白頁)。 

 旅客基本資料。 (聯絡地址、電話)   

 工作天：25 天。 

 

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新加坡 TPE/SIN 中華航空 CI-753 0750/1225 04:35 

新加坡─模里西斯 SIN/MRU 模里西斯 MK-647 1535/1845 07:10 

模里西斯─馬哈 MRU/SEZ 塞席爾 HM-048 1610/1845 02:35 

馬哈─聖丹尼斯 SEZ/RUN 奧斯特拉 UU-422 1115/1350 02:35 

留尼旺─摩洛尼 RUN/HAH 奧斯特拉 UU-255 0745/0920 02:35 

摩洛尼─安塔那納利佛 HAH/TNR 馬達加斯加 MD-150 1125/1415 02:50 

安塔那納利佛─摩隆達瓦 TNR/MOQ Madagasikara AWY 0630/0730 01:00 

摩隆達瓦─安塔那納利佛 MOQ/TNR Madagasikara AWY 0800/0900 01:00 

安塔那納利佛─模里西斯 TNR/MRU 模里西斯 MK-289 1650/1935 01:45 

模里西斯─新加坡 MRU/SIN 模里西斯 MK-646 2040/0750+1 07:10 

新加坡─台灣 SIN/TPE 中華航空 CI-754 1025/1510 04:45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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