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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肯尼亚概述

在非洲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四季如春，其首都被人称作东非小巴黎，有赤道横贯其中，东邻索马

里，南接坦桑尼亚，西连乌干达，西北与南苏丹、北与埃塞俄比亚交界，东南濒印度洋。这个地

方就是肯尼亚。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肯尼亚特色

肯尼亚的主题就是狂野：到这里的观光就是想近距离接触各种狂野的野生动物。你可以乘越野车

经过一群狮子，悠闲的坐在树顶酒店观赏大象群，在马背上跟踪野生动物，或者清晨乘坐热气球

与太阳肩并肩的俯瞰大草原⋯⋯。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观赏非洲“五大兽”（大象、狮子、猎豹

、犀牛、野牛）以及其他各种珍禽猛兽。

你还可以一览动物世界的奇观大迁徙，百万角马过马拉河的壮观场面。

肯尼亚最佳旅游时间：

肯尼亚地处高原，赤道横穿其中，马赛马拉为热带草原气候，地处肯尼亚西南，一年中气温变化

不大，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旅游旺季为12月至3月和7月至9月，其中最佳旅游季节为7月至9月，

可以看到规模壮观，世界闻名的角马过河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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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旅游签证

中肯两国政府已签署了备忘录，肯尼亚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的自费旅游目的国，中国公民即可组团

前往观光。

签证申请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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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大使馆签证处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2：00）（下午14：00-17：30）（周六周

日休息-节假日则另行通知）

肯尼亚驻华使馆一般发给有效期3个月的一次入境签证。签证办理时间为10天。

目前中国大陆只有肯尼亚驻北京大使馆可以办理肯尼亚签证，需要提供以下证件：

1、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正本（尾页必须签名）；

2、大一寸白底彩色免冠照片4张；

3、填写完整的签证个人资料表；

4、中方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需盖公章）；

5、中方单位准假信；

6、肯尼亚邀请函或当地旅馆、旅行社接待确认函一份；

7、往返肯尼亚机票或行程单。

肯尼亚大使馆签证受理范围：

受理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上海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

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因私护照持有人。

费用：

普通个人旅游签证444元人民币，过境签证178元人民币，肯尼亚内罗毕机场可以提供落签证，费

用50美元。

旅人提示：

因私护照持有者必须亲自前往北京大使馆递交办理，同一个公司的员工可派一个代表前往办理。

也可委托旅行社或代办机构办理团体签证，就不需亲自前往了。香港领事馆可以接受委托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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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

肯尼亚的货币是先令，同美元的比价在1:80左右（但是目前由于美元贬值的原因，与美元比价在1:

90左右。），同人民币的比价在1:10左右，实际汇率请按照兑换当时的国际汇率参考。主要商业

区、宾馆、大超市都有兑换点（Forex Bureau）可以兑换。也可以在银行兑换，但需收取手续费。

旅人提示：

肯尼亚只接收2001年之后的美元货币，1986年之前的美元不能兑换，1986年至2001年的美元打折兑

换，所以来肯尼亚前一定要看清楚所持美元的年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银行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3点营业，有些银行分理处周六上午9点到11点也开门营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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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都配置24小时自动取款机。位于内罗毕肯雅塔国际机场和莫伊国际机场的银行分理处提供24

小时外币兑换服务。

除了现金外，肯尼亚大城市的高档消费场所也可以使用旅行支票和信用卡。信用卡以万事达和Vis

a最为常用，不过连接机时有故障发生。

   

3、注意事项

服装建议

虽然肯尼亚四季入春，你只需要穿T恤以及牛仔裤、户外运动鞋、遮阳帽、太阳眼镜就可以了，

但是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备一件抓绒外套十分必要。

电压，插头

肯尼亚的电压为220/240伏，50赫兹。插座为英式的三眼方插头，建议携带转换插头。

邮政及通讯

肯尼亚明信片约50先令/张，寄回国内的邮费是80先令，15天左右寄到目的地。

中国全球通用户可以在肯尼亚使用手机，拨打当地电话或接听是5.99元人民币/分钟，拨打国内电

话25.99元人民币/分钟，发送短消息1.99元人民币（根据中国移动官方网站2011年最新资费标准）

。

肯尼亚国内目前两个最大的电信公司CELTEL和SAFARI COM都在内罗毕，可以方便的买到这两个

公司的SIM卡和充值卡，可直接在国内手机上使用，SIM卡约500先令（约50人民币，含30人民币

左右话费），买个SIM卡再买张充值卡，这样即便没有全球通也可以跟家人朋友联系。其中CELT

EL公司的电话卡，只需拨00+86+区号+电话号码就可以跟国内联系了，费用是3先令/分钟（约2.5

角），拨打肯尼亚境内电话是1先令/分钟（约1角不到）。有了当地的号码，跟当地的机构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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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比较方便。

医疗及卫生防疫

前往肯尼亚要到各省市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提前10天打黄热病的疫苗，打完后会发一个黄皮

本，跟护照一起带上，过关时会抽查，费用70元。觉得有必要话可以服用霍乱预防药物，费用130

元。

必带药品

由于蚊虫叮咬的原因，需携带驱蚊水和清凉油。被珊瑚礁割伤需彻底清洁伤口，珊瑚礁碎片会延

缓伤口的愈合。由于肯尼亚地处高原，女生得带防晒霜及常用药物也应该带一些。

关于黄皮书(国际预防接种证书) 

黄皮书即预防接种书。为防止国际间某些传染病的流行，各国都对外国人进入本国国境所需某些

接种做出规定。主要有种牛痘，防霍乱和防黄热病的接种等。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疫情的

分布情况，各国对预防接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如果出入国境者没有携带黄皮书，国境卫生检疫

人员则有权拒绝其入出境，甚至采取强制检疫措施。

可以放心的是，目前肯尼亚的医疗条件相当不错，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最大的私立医院阿加罕大学

医院，设备先进、医术高，但费用是相当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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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肯尼亚最棒体验

   

1、奢华狩猎场肯尼亚山，驰骋赤道南北

坐落在肯尼亚山脚下的肯尼亚山狩猎俱乐部(Mount Kenya Safari Club)，横跨赤道南北，是好莱坞

电影明星威廉�霍顿等人1959年修建的。这是非洲最奢华度假村，“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

度假村正巧位于零度赤道线，大门处有赤道标示牌，可体会同时横跨两个半球的乐趣。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对于蜜月旅行者，肯尼亚山狩猎俱乐部里特意建有一座小教堂，教堂里还备有一架钢琴。酒店还

提供骑马，骑自行车，游泳，保龄球，立体迷宫等各样活动。让你在此度假期间不会觉得无聊，

所以要带上合适的服装和球鞋。如果你爱好高尔夫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这里的高尔夫球场提供了9

个洞的赛道，包含了各样的障碍，能让你发挥各种情况下的击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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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来之前虽然也看过很多关于这家度假酒店的照片，但是仍然没有到达之后对于其奢华程度的惊叹

！

旅人提示：

A、 酒店的饮食也是肯尼亚酒店中数一数二的，自助餐和下午茶点都相当丰富，晚上是正式的

法国菜。

B、 非洲的酒店通常都不提供洗漱用品，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带的。

C、 来这里一定要带上泳衣。

D、 摄影爱好者提示：

一定要带上三脚架，在这里没有城市光的影响，可以拍到银河和流星。没有三脚架会让你十分痛

苦。长焦？广角？都带上吧。这里的日出、日落、夜景可是非常的美丽。

   

2、Village Market星期五市场，追寻淘宝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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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Market，这个市场的名字虽然很土，土到让我觉的是不是和猴子市场一样，满地是泥，到

处都是垃圾，可能是来之前功课没做过，这个市场其实在网上已经有很多的介绍。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Village market是在联合国驻非洲机构附近的一个应该算是很高档的购物消费中心，如果你第一次

来到这里，你会误认为来到了欧洲的某个购物商场，出入的都是白皮肤的欧洲人，他们工作的地

方离这里很近，这里是他们休闲，就餐的地方，里面有各色餐馆，肯尼亚最大的超市品牌Nankum

ate也在这里有分店，还有电影院，JTI珠宝陈列展示店，各类服装店，名牌箱包店。特别是星期五

的时候，这里还有最著名的星期五市场，每当星期五，我们都要组织去星期五市场逛逛，看看有

没有值得买的肯尼亚当地特色工艺品，木雕、各色珠串皮带、马赛人狩猎工具、各种土著面具、

肥皂石雕刻工艺品、木质果盘、色彩艳丽的马赛布、各种木质动物挂件，非洲特色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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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A、 砍价！一定要砍价！星期五市场的肯尼亚特色纪念品虽然样样诱人，但是你一定该要克制

住，看中之后再与摊主砍价，千万别砍完价之后不买，基本上砍2/3都是正常的。

B、 这里的JTI珠宝陈列展示店，是一家印度人开的珠宝老店，来肯尼亚最值得购买的珠宝就是

坦桑蓝、察沃绿，这可是都是稀世珍宝，这种宝石只出产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边境上的阿鲁沙地

区，而且现在已经快开采殆尽。《泰坦尼克号》片中的“海洋之心”就是一颗坦桑蓝。

   

3、凯伦故居——品味肯尼亚历史悠久的咖啡文化

你也许没有听说过凯伦�布力圣（Karen Blixen），但你一定听过或看过《走出非洲》。很多人对

肯尼亚的第一印象就是来自《走出非洲》，所以凯伦故居也成为游客来肯尼亚必须去“朝圣”之

地。我们都想看看凯伦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写作而创作出传世巨作。肯尼亚咖啡借好莱坞

电影《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轰动而进一步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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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A、 门票：100先令/人，

B、 参观的时候不要大声喧哗，凯伦故居博物馆内请用我们的双眼去记录看到的一切，相机是

不允许使用的。

C、 一定要去距离凯伦故居不远的锈钉（Rustynail）咖啡，咖啡是肯尼亚的特产，咖啡是非洲生

活的一部分，在恩冈山脚下的凯伦故居旁，细细的品尝一杯肯尼亚AA咖啡，仔细品味肯尼亚历史

悠久的咖啡文化。

   

4、在恩冈山之颠倾听风的声音

“I had a farm in Africa, at the foot of the Ngong Hill...”梅丽尔斯特里普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缓缓的讲

述着自己曾经的悠悠岁月。第一次知道恩贡山就是通过《走出非洲》这部电影所了解的。所以一

直期待，到了肯尼亚之后能登上恩贡山，遥望凯伦的故居。在1985年电影《走出非洲》，恩贡山

多次出现在电影中。现在这里是一个大型的风电场。带上几听Taska啤酒，带包肯尼亚豆。静静的

坐在肯尼亚山脊，遥望远方的东非大裂谷，蓝天、白云、耳边风车转动的声音如此的动听⋯⋯这

就是肯尼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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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旅人提示：

A、 门票：本地人是200先令/人，外国人是400先令/人。

   

5、骑着鸵鸟逛草原

一直对鸵鸟十分的好奇，对它那巨大的鸵鸟蛋，还有它是怎么从一只小鸵鸟能成长为近3米高的庞

然大物十分好奇。所以一定要专程去肯尼亚最大的鸵鸟园 “马赛鸵鸟园”去探秘一番。在马赛鸵

鸟园最让人兴奋的当属“骑鸵鸟”了，它一步可跨8米，时速可达70千米/小时。有兴趣的游客可

以在教练的帮助下骑上鸵鸟背，享受一下在草原中飞速驰骋的感觉。鸵鸟肉的味道很像嫩牛肉，

若不事先说明，我们以为自己在吃牛肉。在当地鸵鸟肉的价格比牛肉只稍贵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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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旅人提示：

A、 门票：300先令/人

B、 鸵鸟肉真的很不错，价格便宜，值得品尝！

   

6、绝美东非大裂谷，地球的最后一条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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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大裂谷（East African Great Rift Valley）这条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1/6的大裂谷，气势宏伟，景

色壮观，是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地球表皮上的一条大伤痕”，古往今来

不知迷住了多少人。来的肯尼亚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条美丽的伤疤，幸运的是，它所处的位置正是

我们前往马赛马拉的路途上。一望无际的大裂谷，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他太大，太广阔了，似乎

已经超出了我们认为的山谷的形态，也许真的只有在地球之外才能清楚的看出这条大裂谷的样貌

。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旅人提示：

A、 东非大裂谷位于开车前往马赛马拉的路上，所以不用专程去这里，旅行社一般都会在这里

停下，让大家驻足休息。

B、 一般都是早晨抵达东非大峡谷，观景台处得位置在半山腰，气温比较低，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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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跟猴子一起逛市场，品尝肯尼亚特色水果

很多人没来肯尼亚之前，一直很担心在这边吃不到喜欢吃的水果。我们专程来到了肯尼亚最大的

水果市场——猴子市场，彻底打消疑虑。因为超市或者是水果店里的水果还是有些小贵，所以到

了这里就觉得到了购物天堂。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猴子市场是咱们中国人的叫法，这个市场原名叫做：City Park。因为那个市场有很多的猴子，经

常会跑到里面来玩，（其实是偷吃香蕉）所以呢，因故得名。

肯尼亚自产水果主要有：香蕉、菠萝、芒果、木瓜、西瓜、Passion、鳄梨（avocado）、李子、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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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像苹果，梨、葡萄、橙子、哈密瓜、石榴等水果多是从南非或者是埃及等国家进口的，所

以价格可想而知的贵啦。市场里的人大多会一些中国话，苹国(苹果)！想焦(香蕉)！之类，看到中

国人会很热情的迎上来问你要什么。因为说得不是很标准，特别的逗人。

旅人提示：

A、 因为大部分店主都是拒绝拍摄，所以照片不能随便拍。有个窍门，当你要买水果的时候，

你可以付钱之后要求拍张照片，这个时候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B、 市场灯光比较昏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随身财物。

C、 一定要品尝一下肯尼亚特产水果的热情果（Passion）。

   

8、站在KICC之巅俯瞰内罗毕

每到一个城市，总是希望能站在最高的地方，让各处风景都能尽收眼底。当然这样的机会少之又

少。就算是在国内，有幸能登远眺，一览城市美景的机会也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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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站在KICC27层楼顶，用移轴摄影的效果看整个内罗毕，如果一个巨人，蹲在地上看着地上的凡人

们来来往往的，忙忙碌碌的，似乎有点超脱的感觉。

   

9、马赛马拉——与野生动物一起奔腾！

到达非洲大陆的第一天,就向往着野生动物的天堂，马赛马拉。它是真的是野生动物的天堂。马赛

马拉看野生动物最好的季节是7,8,9三个月，8月的马赛马拉是狂野的，几乎是所有野生动物的狂欢

节。这期间，在肯尼亚境内的野生动物数量之多是无法计数的。最著名的当属“角马过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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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动物世界场面宏大的大迁徙，我们戏称这是动物界的春运。角马应该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明星

，几百万只长相超级难看的动物有共同的名字——角马。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专程来看他们的迁徙——百万角马过马拉河。8月底9月初是看角马过河的黄金季节，这期间，马

赛马拉的酒店几乎是全部爆满，临时订房是肯定不可能的。看角马过河最佳的酒店是马赛马拉的S

erena酒店，这里离马拉河最近，可以及时的赶到马拉河边等待角马过河的表演。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旅人提示：

A、门票：1200先令/人（有肯尼亚ID身份证）75美元/人（国外游客）车子（300先令/车5坐、1000

先令/车 8坐），司机1000先令。

B、旺季酒店标间价格在300美元/晚

C、一定要带一件厚外套，草原昼夜温差大，注意保暖

D、摄影爱好者提醒：一定要带豆袋，在车上拍摄必备良品（可以自己做，弄个口袋装满红豆或

者米都可以）。普通摄影爱好者带28-300mm镜头即可，不用换镜头，除非你有好几台相机，并且

覆盖各个焦段，换镜头在草原上是很痛苦的事情，灰尘很大且精彩瞬间转瞬即逝。专业摄影记者

必备大光圈，300mm定焦以上镜头。

   

10、在珍奇野兽陪伴下，挥杆温莎公爵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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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高尔夫&乡村俱乐部Windsor Golf & country Club，是东非最新的18洞数的高尔夫球场，“世界

十大高尔夫胜地”组织的唯一非洲会员。光看看这遍地的绿色以及各种珍奇异兽都让人心旷神怡

。喜欢高尔夫球运动的游客在这里打出小鸟球，一点也不意外。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旅人提示： 

A、 肯尼亚的高尔夫消费非常便宜：练习场的价格是600先令/人（其中场地费400先令，100个球

200先令），如果100个球打完要继续练习，费用只需要再支付200先令（100个球），就可以了。

B、 球场提供球杆出租，你不必带上自己的全套杆具，只需要1000先令的费用就可以了。

C、 打高尔夫必须要着高尔夫专用服装，polo衫，便裤，高尔夫球鞋，就算是打练习场，也不能

穿的很随便，老外看到如果我们穿的很随便会认为我们不尊重这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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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游荡奇幻肯尼亚红茶园

在江南，茶园可谓是司空见惯，但是到了肯尼亚，却看到茶园的另一番景象。一望无际的茶树的

绿色海洋，当阳光撒在绿色的茶园上，把这一片绿色变成金色的时候，真是一片美丽的世界。历

史悠久的茶树，漫步其中感觉它们随时会像魔戒中的那些树精一样，从地底爬出，十分具有奇幻

色彩。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旅人提示：

A、 天气晴朗的时候前往茶园去感受这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时带上遮阳帽，墨镜，茶园很大要

走很长时间，烈日当头注意防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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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要把矿泉水瓶扔在茶园里，带走产生的垃圾，肯尼亚庄园主十分讲究绿色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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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罗毕—-四季如春的天堂

准备来非洲之前，很多朋友都问内罗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想来想去有一个理由可以充分

说明内罗毕的气候与政局条件：它是联合国环境署和人居署的总部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所在地。

首先既然是环境总署所在地，说明这里的环境是很不错的，污染肯定是少的，内罗毕没有重工业

，唯一的水泥厂也是在郊区，政局也很稳定。内罗毕还有2个世界闻名的地方：一是全球2个拥有

贫民窟的首都之一，另一个是全球唯一在首都市区拥有动物自然保护区。内罗毕四季如春，常年

温度都在15-21度之间，是非洲的昆明。这里适合各类花草的生长，到处都是美丽的花海。朋友们

听完描述，都不禁想问岂不是人间天堂？

长颈鹿公园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每次去马赛马拉都有一个遗憾，就是不能和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动物亲密接触，但是肯尼亚的长颈

鹿公园弥补了这个缺憾。长颈鹿公园位于内罗毕市郊的卡伦区，公园面积不大，在这里，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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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给长颈鹿喂食，当它那巨大的脑袋逐渐贴近你的时候然后伸出舌头，然后你把食物放在它那

黑色的舌头上。那感觉！哇塞！太棒了！你还可以轻轻的摸摸它的脸。这是唯一可以和长颈鹿亲

密接触的地方。

门票：游客成人10美元，肯尼亚市民100先令。

大象孤儿院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很多人来非洲都想买点象牙回去，然而由于象牙交易的日益猖獗，非法偷猎越来越严重，非洲的

大象数量迅速减少，大象孤儿院中的这些幼象就是由于它们的父母被盗猎者猎杀成为了孤儿，内

罗毕的这所大象孤儿院是专业救助幼象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目前这里生活着21头来自非洲各地

因自然或人为原因不幸成为孤儿的幼象。无论白天黑夜，每位“象妈妈“每隔3个小时给小象喂一

次奶，每名饲养员照顾一头小象，人与象朝夕相处，同栖同眠。这才是人与自然最大的和谐。再

次呼吁一下拒绝象牙，拯救大象！

1、 门票：800先令

2、 地址： P.O. Box 15555 Nairobi Kenya

3、 电话: +254 (0) 20 891 996

内罗毕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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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每一个到肯尼亚的游客一出机场就能看到机场边上的长颈鹿再欢迎你！这里就是内罗毕国家公园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首都真正的野生动物园，它是全开放的，任由动物进出，这里是肯尼亚

大迁徙的必经之路。内罗毕国家公园与马赛马拉比起来，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麻雀虽小，要

转遍整个园区也得一天的时间，公园中有100多种哺乳动物和400多种特有的鸟类。所以基本上非

洲五大兽，这里也都能一饱眼福。

票价：游客成人40美元，儿童20美元，肯尼亚市民300先令。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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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非洲人类起源地，这个在肯尼亚博物馆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来到这里，你会被

那些史前文物所震撼，巨大的猛犸象！人类祖先直立猿人，原始壁画⋯⋯，无论你喜不喜欢历史

，你都会被里面所珍藏的人类学，古生物学方面的藏品所吸引。

旅人提示：

1、 从市中心到博物馆的打车费大约是400先令；

2、 成人门票是800先令（10美元），儿童门票400先令。

3、 如持有东非国家工作证门票半价。

4、 在装饰艺术展厅禁止照相。

KICC肯尼亚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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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一幢形似玉米一样的大楼，已经成为了肯尼亚的城市标志，这就是KICC，肯尼亚国际会议中心。

站在KICC27层的楼顶俯瞰真个内罗毕，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内罗毕的发

展情况——议会中心，老旧的英式小火车，东非第一高楼，与双子塔有有点像的Nation报业集团

大楼，星期六市场⋯⋯

联合国非洲地区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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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来肯尼亚之前，总有人问肯尼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国家，我总是以肯尼亚是联合国环境总署和联

合国人居总署所在地。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肯尼亚无论是政局，还是气候条件都是很好的

。事实上，肯尼亚的内罗毕确是四季如春，政局也相对稳定。所以到肯尼亚，来联合国的办公所

在地看看也是很有必要的。

旅人提示:

1、 前往联合国参观需要携带护照原件，需要登记才能进入。

2、 在联合国参观时不要大声喧哗。

独立花园

                                               30 / 8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61&do=album&picid=31921


�������

肯尼亚：动物王国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刚到肯尼亚，总想找一个地方能看到肯尼亚城市全景的地方，独立花园就有这么一个观景台，可

以一览无遗的看到整个内罗毕的景观，独立花园(Uhuru Park)是肯尼亚人民于1963年12月12日举行

独立庆典的地方，肯尼亚总统决定将其建成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花园。1964年肯雅塔总统在花园

种下一棵具有象征意义的无花果树，从此揭开了花园植树活动的序幕，此后，每年雨季来临，这

里都举行植树活动。

旅人提示：

1、 虽然说肯尼亚的治安总体上还不错，但是由于之前在这个公园发生对中国游客的抢劫案件，

所以不建议单独进入该公园，最好是人多一点比较安全。

2、 天黑之后在逛街是很不明智的选择，抢劫案件往往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在内罗毕的中国人

很少在晚上7点之后出门。

鳄鱼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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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一开始就听朋友说鳄鱼公园面积不大，里面也就是几条鳄鱼，没什么可看的。也许是期望值并不

是很高，当我们抵达鳄鱼公园之后，我们却发现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鳄鱼公园之行收获

颇丰，我们看到了鳄鱼潭中勇敢的清洁工，看到了刚出生的小鳄鱼，被我们拎在手中打算晚上做

水煮鳄鱼，也看到年近半百的陆龟夫妻。还看到爱吃黄色喇叭花的长颈鹿、喜欢顶人的公山羊、

对着母孔雀开屏的印度孔雀，我们还坐船游览了整个鳄鱼公园，我们还像孩子一样，坐在旋转木

马上开心的转圈⋯⋯这是鳄鱼公园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

1、 门票：游客成人10美元 儿童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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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蒙巴萨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海边，沙滩，椰树，仙人掌，还有那海盗老船长！蒙巴萨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蒙巴萨是一座海

岛，由跨海大桥与大陆相连，来蒙巴萨首先要接受肯尼亚爱国主义教育，了解蒙巴萨这个城市在

肯尼亚历史上的几经磨难，餐馆葡萄牙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历史遗迹——耶稣堡。据说郑和下西

洋的时候也来到过这里，在耶稣堡博物馆，还能看到很多中国文物。当然蒙巴萨最最吸引人的还

是他的沙滩和海鲜。

交通：

内罗毕前往蒙巴萨，一般是乘坐fly540公司的航班，每天都有3班-5班飞机不等，前往内罗毕肯雅

塔国际机场国内登机口登机，停蒙巴萨机场，票价：69美元，时间50分钟。航空公司网站

http://www.fly540.com/fly540.html可在线订票。

Airkenya 每天都有一班从早上9点半从内罗毕起飞前往蒙巴萨的飞机，票价55美元，时间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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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林迪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传说郑和下西洋曾经来到过马林迪（古时候称作麻林地），这个城市距离蒙巴萨100公里，开车前

往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在马林迪市区向南约5公里，有一处神秘的古城遗址——格迪城邦。16世

纪中期，格迪城邦突遭废弃，这里生活的人也似乎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这里的两座建筑里，分

别出土有中国的钱币和瓷器。在格迪古城发现的中国瓷器包括各种碗、碟、坛、罐等。马林迪人

非常的友好热情，来到马林迪一定要去温泉游泳，去深海钓鱼，再去看看海洋公园以及在沙滩日

光浴⋯⋯

交通：

内罗毕前往马林迪，fly540公司的航班每天都有3班飞机从早上6点40；10点40和15点30起飞前往马

林迪，票价110美元，时间1小时。航空公司网站http://www.fly540.com/fly540.html可在线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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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纳库鲁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来肯尼亚，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就是那壮观的火烈鸟在纳库鲁湖群集的景象，纳库鲁也因此被称为

“火烈鸟的天堂”，在纳库鲁湖区生活着200多万只火烈鸟，占了全世界火烈鸟总数的1/3，站在

湖边，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火烈鸟，兴致来的时候，它们展翅高飞，直冲九天的场景，是野生动物

摄影师最想拍到的壮观场面！

票价：游客成人60美元，儿童20美元，肯尼亚市民300先令。

交通：

内罗毕前往拉穆岛，每天下午有航班往返于拉穆和内罗毕的威尔逊机场(wilson

Airport；票价142美元，时间1小时)。

肯尼亚航空公司(Kenya

Airways)每天下午有航班往返于拉穆和内罗毕肯雅塔国际机场；票价134美元，时间2小时)

fly540公司的航班每天都有2班飞机从早上10点40和15点30起飞前往拉穆，票价170美元，时间2小时

。航空公司网站http://www.fly540.com/fly540.html可在线订票。

    拉穆的机场在曼达岛上，从曼达岛乘渡轮穿过海峡到达拉穆的费用为KShl00。机场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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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迎接你，他们会主动帮你把行李拿到你所选择的旅馆，小费大约KSh200。

旅人提示：

1、至少在起飞前72小时再度确认机票。

2、如果你能提前订票，票价会便宜得多。

3、有些“导游”是掮客，一定要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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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拉穆岛

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在车轮上的，那么拉穆的生活就是在驴背上的。

在肯尼亚的东海岸，有这样一个小岛，历史和传说不能诠释她的全部，这里有很多人的足迹，有

很多人的故事....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东非斯瓦西里定居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

-----大约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在此定居

-----12世纪前后阿拉伯商人在这里建立海上贸易港

-----整个岛上只有４辆汽车——救护车、拉穆镇长办公用车、毛驴运送车以及一辆应急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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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谚语：“一个人如果没有驴子，他自己就是一头驴子。”

-----拉穆毛驴市场，一头成年公驴的价格约2.5万肯尼亚先令（约合311美元），每月饲料花费约25

00肯尼亚先令（约合31美元）。

-----人口约1.7万人，99%是穆斯林

走在拉穆狭窄幽深的小道上，仿佛回到了江南的水乡，又仿佛来到了阿拉伯的小镇，仿佛是来到

一个时光停滞的空间，又仿佛走过了一个千年......

那些明亮与灰暗、历史与生活、白色与黑色、游艇与毛驴、五星酒店与喧闹的市场、穆斯林与斯

瓦西里，拉穆的一切一切都在光与影之间诠释自己各自的角色。

交通：

内罗毕前往安布赛利国家公园，Airkenya 每天都有航班从内罗毕的威尔逊机场(wilson Airport；票

价175美元，时间1小时)飞安布赛利。你需要和旅行社或者酒店联系好，安排车辆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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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博赛利国家公园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脑海中一直有那么一副画面，背景是乞力马扎罗雪山，在山脚下有几只斑马，野牛，长颈鹿悠闲

的散步，这里就是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安博塞利位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边境，面积不算很大，约4

00平方公里。坦桑尼亚一侧矗立着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顶终年白雪皑皑

，但是最近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山顶的雪日趋减少，有科学家预测将会在十年之内消失。所以

一定要趁现在去看看乞力马扎罗雪山。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特色就是以此山为背景的一片美丽平

原。公园中心有沙漠地，旱季有海市蜃楼，雨季有浅水湖出现，许多欧美经典影片即在此为背景

拍摄。

交通：内罗毕前往安博赛利一般都是四驱车前往，内罗毕到安博赛利的公路非常好，大概需要5个

小时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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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肯尼亚的交通

1.飞机

国际机场

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Jomo Kenyatta International Airport)距市中心15公里，有班车从机场开往肯

尼亚火车站，这最大的机场，也是东部非洲最繁忙、非洲第六繁忙的机场。可搭34号巴士抵达市

区，但通常十分拥挤。搭出租车约10美金，480肯尼亚先令。

2003年9月开通了香港至内罗毕的直达航线，内地游客可经香港抵达。2004年12月13日起，每周3个

航班增为4个航班。肯尼亚到中国大陆都得经停第三国转机才能到达。

另外两个国际机场是Mombasa

(蒙巴萨)的Moi（莫伊）国际机场和位于Eldoret（额尔多雷特）的Moi （莫伊）国际机场。

国内机场

Wilson（威尔逊）国内机场：欲前往马林迪（Malindi）、拉穆（Lamu）、基苏木(Kisumu)等地则

应该这里乘坐飞机。

肯尼亚航空公司(Kenya Airways)、肯尼亚包机有限公司(Kenya Air charters

Limited)、卡斯普航空公司(Cars pair

Ltd．)和其他的包机公司都有色机飞往全国各地，所有的野生动物公园都有停机坪。

2.汽车

公共交通——马塔图

内罗毕的公共汽车“马塔图”比较便宜，但游客用得不多。主要原因是亚洲人都闻不惯黑人身上

的味道，实在是有点重口味。一辆国内金杯面包车大小的公共汽车，可以挤15个人左右。

出租车

可通过电话叫或至出租车站，出租车的纹带为黄色，在车启动前需讲好价钱。AccraRd.和RiverRd.

附近有许多出租车公司，其中DPS每天有到Kisuma、Kakamega、Basia、Nakuru、Malaba，乘客必

须在早上七点前到站等候。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Namanga每天有出租车往返，或者可以选择在Acc

raRd.搭巴士直接到Arusha。出租车不设计价器，上车前必须谈好价格。

 

汽车租赁

小汽车、大轿车和吉普车都可租赁，但年龄必须18岁以上，有90天有效期本国驾照。租车时应仔

细检查保险的内容，以避免出现问题时造成过多的费用负担。开车靠左行驶，在市区外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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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时要注意凹坑、牲畜、骑车者和雨季时的淤泥，夜间最好不要开车。

旅人提示：

肯尼亚的驾驶座在右边，与国内有所不同，刚到肯尼亚的中国人一开始会不习惯，需要经过当地

驾校的培训才能拿到肯尼亚当地的驾驶执照，培训费用是12000先令，周期21天。

3.火车

东非铁路线连接乌干达与肯尼亚，从内罗毕可以坐火车前往蒙巴萨或基苏木。肯尼亚的火车的速

度相当于国内80年代那种绿皮火车的速度。例如从内罗毕至蒙巴萨563公里需13小时，但头等车厢

超级豪华和舒适，有卧铺和餐车，且可沿途欣赏风光。你可以感受一下《走出非洲》片中感觉。

车票可在内罗毕的肯尼亚铁路站预订。火车有二层到四层的卧铺，还有一节全套设备的酒吧与餐

车。火车由市郊的内罗毕比、基苏木到维多利亚湖，到维多利亚湖后，肯尼亚还提供一流的游湖

汽船到其他各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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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肯尼亚美食

1.肯尼亚当地美食

“Carnivore Restaurant”餐厅

烤肉应该是肯尼亚的特色美食了，肯尼亚人都是食肉动物。在肯尼亚当地有家十分出名的“carniv

ore”餐厅，中文翻译就是“食肉兽餐厅”。餐厅在内罗毕市区外4公里处，所有的服务生都穿着

斑马纹的围裙和帽子，给客人们上肉。鳄鱼肉、鸵鸟肉、瞪羚肉、斑马肉，麋羚肉、烤鸭、牛排

、羊排、猪排、香肠⋯⋯

地址：Off Langata Rd

电话：+254 119572099

SAFARI PARK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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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野生动物烤肉餐及大型非洲歌舞表演，让你一入住就能感受到强烈的非洲气息。这里的烤肉

种类也相当繁多。

地址：Thika Road, Kasarani

电话：400-601-0727 +254 20 3633000

2.西餐

意大利DIVINO餐厅

正宗的意大利餐厅，披萨，牛排，龙虾是这里的头牌菜肴。披萨使用老式烤炉，炭火烤制，保留

了最原始的披萨风味。建议来肯尼亚的朋友应该去这里品尝一下。

地址：Argwings Kodhek Road  Kilimani, Nairobi, Kenya

电话：+254 724970297

价格：1200先令/人

Southern Sun Mayfair Nairobi酒店餐厅

这个酒店的前身是Holiday in，虽然后来店名改了，但是牛排味道始终如一。这里的牛排是肯尼亚

做的最好的，外焦里嫩，牛排份量足，酱汁浓厚，最喜欢黑胡椒腓力牛排。人均消费 1200先令/人

地址：Cnr. Parklands Road & Msapo Close, Parklands, Nairobi, 肯尼亚

电话：+254 20 3740920 �

网站：www.southern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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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福克饭店（Norfolk Hotel）

是用自助点菜方式，提供简便的国际美食及儿童特餐。

地址：Fairmont Norfolk, Nairobi Hotel

电话：+254 20 250900

３． 中餐

百姓人家

有火锅和东北烤肉两种，份量足，味道好，在肯华人常去的中餐馆，人均消费2000先令/人。

电话: +254725949777 

重庆火锅

据重庆人民说，味道还算正宗，消费也在1500先令/人。 电话: +254733231666  上海饭店

火锅和炒菜，味道也很不错，就是装修陈旧了点，消费1200先令/人。 湘味馆：湖南菜，味道非常

的正宗，最喜欢他们的小炒黄牛肉，干锅花菜，香辣蟹⋯⋯人均消费1500先令/人。

电话:+254724822228 

熊猫餐厅

中餐馆中比较高端的餐厅，商务宴请的好地方，味道不错。

电话: +254 733891469 

曼谷餐厅

商务宴请，也属于高端餐厅，提供火辣辣的泰国菜和中国菜。

电话: +254722523888 

江苏饭店

商务宴请，味道一般。 

4.日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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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usato(故乡日餐馆)

很有特色的日本料理餐厅，但是据说肯尼亚的日本料理都是韩国人开的。很喜欢这里的料理风格

，一桌人坐的一个大铁桌边上，厨师在正中给大家烧各式炒菜，然后给大家分配好，现吃现烧，2

000先令/人。 电话: +25420374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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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肯尼亚住宿

   

1、内罗毕

高级酒店

Hilton Nairobi Hotel 希尔顿内罗毕酒店

内罗毕的独特地标建筑之一，它的圆塔俯视整个内罗毕市中心，酒店包含客房，商店，餐馆，以

及其他配套商务设施。高端游客一般都是下榻希尔顿。

地址：Mama Ngina St, Nairobi, 肯尼亚

电话：+254 20 2790000 �

网站：www.placeshilton.com

Norfolk Hotel诺福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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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04年，这是内罗毕历史最悠久的旅馆，它拥有内罗毕最著名的酒吧——德拉米尔�特勒斯

爵士酒吧，与很多市中心的酒店现代化相区别，这里更加具体魅力。

地址：PO Box 58581, 肯尼亚

电话：+254 20 250900 �

The Sarova Stanley Hotel 斯坦利酒店

酒店装修充斥着殖民地的情调，使用大量的绿色皮革，老式的风扇，酒店的特色是其中的咖啡馆

——荆棘树咖啡馆。

地址：Kimathi Avenue, P.O Box 30680 Standard Street, Nairobi City, 肯尼亚

电话：+254 25420228830 �

Nairobi Serena hotel 内罗毕萨琳娜酒店

内罗毕SERENA酒店是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之一，很多国家元首，明星入住首选饭店，被许多

人视为肯尼亚首都最好的住宿地点。这里有神奇的花园套房，可以享受自己的私人天井花园，Uh

uru Park公园就在酒店的对面。

地址：Kenyatta Avenue Nairobi

电话：+254-20-2822000

价格：310美元—1900美元/天/标间

SAFARI PARK HOTEL & CASINO：

园林式建筑是肯尼亚酒店唯一同时提供野生动物烤肉餐及大型非洲歌舞表演。地处郊区，每天免

费提供酒店至市中心穿梭大巴。环境优美，经常承办各类培训及会议。

地址：Kasarani Off Thika Road, Nairobi, 肯尼亚

电话：+254 20 3633000

NAIROBI SAFARI CLUB：

居市中心 与内罗毕大学隔街对望肯尼亚唯一房型设计全部为套间的酒店

地址：Koinange Street, Nairobi City, 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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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54 20 2821000 �

网站：www.nairobisafariclub.com

经济型酒店

Hotel Africana

酒店房间干净，明亮，从酒店的屋顶花园可以鸟瞰繁忙的内罗毕街道，房间提供电视，酒店餐馆

提供美味的印度美食。

地址：Plot 2-4 Wampewo Ave, Kampala

电话：+256 414 77750

网址：http://www.hotelafricana.com/

Central YMCA 中央基督教青年会

各种类型客房都具备，不管你是否是基督教徒，它都欢迎您入住，酒店环境非常幽静，服务也非

常周到，并提供会议服务。

地址：State House RdP.O. Box 30330 Nairobi, Kenya

电话：: (254) 020 2724116 / (254) 020 2724117 / (254) 020 2728825

费用：11美元/标间/天

Terrace Hotel 露台旅馆

经济酒店中比较好的选择之一，酒店风格简约，历史悠久。

地址：Ronald Ngaia St Nairobi, Kenya

电话：0202221636

New Kenya Lodge 新肯尼亚旅馆

虽然卫生不是很让人满意，但是员工还是很友善的，费用是经济的，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地址：P.O. Box 43444, Nairobi, 肯尼亚

电话：+254 20 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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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May Lodge 伊娃�梅旅店

房间虽小，布局合理，酒店的名字让人印象深刻，性价比很高。

地址：P. O. Box 16000, Nairobi, 肯尼亚

电话：+254 20 2216218

红石旅馆：

中国人开的旅馆，价钱公道，虽然房间比较小，但是24小时热水和网络，供应三餐。

地址：Ngong road Rose AVE

电话：+254753185691

价格：50美元/天/人

   

2、蒙巴萨

来到蒙巴萨一定要住在海边，静静的享受阳光，沙滩，椰树的无忧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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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酒店

Tamarind Village

是蒙巴萨最好的旅馆，特别适合追求高档次的人。它时尚而且优雅，位于一座斯瓦西里城堡内，

可以俯瞰蓝色的蒙巴萨海港，酒店服务周到，房间内有电视，阳台上装饰这棕榈树，给人一种奢

华的感觉。

地址：Cement Silo Road, Nyali PO Box 95805, Mombasa, 80106

电话：+254 41 474600 �

Royal Court Hotel：

商务旅馆，豪华间非常舒适，有很好的残障人士专用设施，服务与各种设施都非常完善，屋顶的

Tawa Terrace餐厅可以一般享用美食，一边欣赏美景，这里还有一座游泳池。

地址：P. O. Box 41247 Shimoni Street, 肯尼亚

电话：+254 41 222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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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inoor Suite Hotel（ MOMBASA）

位于蒙巴萨市中心，酒店装修精致，非常适合全家出行的旅客，但是花费同样地钱你可以在海滩

边上找到旅馆，除非你就是喜欢住市中心。

地址：Haile Selassie Avenue, Kitsanga Sub-Location, 肯尼亚

电话：+254 41 2221268 �

Mombasa Serena Beach Hotel

酒店 ：如白色流苏的沙滩，美丽的椰子树，这里是如银色丝带般的热带天堂。面对蔚蓝的天空，

在广泛的热带花园里，这里就是Serena Beach 酒店。

地址：P.O. Box Mombasa, Mombasa, 肯尼亚

电话：+254 11471861

费用：250美元/标间/天

经济型酒店

一般来蒙巴萨都是选择住在海边，但是要认识蒙巴萨至少要在市中心住上那么一晚。以下酒店都

属于经济型酒店，有蚊帐和风扇。

Evening Guest Houes

远离公共汽车站的喧嚣，价位又便宜，这里是不错的选择，双人间物超所值，单人间差那么一点

点，服务热情周到，所有房间都有电源插座，但仅限手机使用。

地址：Mnazi Moja Road  Ganjoni area   Mombasa, ,just after the famous Tusks.

电话：+254 712 918 589

费用：55美元/标间/天

Beracha Guest House

有各种干净的房间，位于蒙巴萨最好的餐饮街上，旅馆位于2楼的平台，右侧是旅馆，左侧是福音

教堂。

地址：Haile Selassie Rd, Cit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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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54722 673798

Tana Guest House

房间不大，很整洁，服务友好。

地址 Jamhuri St, Old Town

电话：+254 (42) 30940

New People’s Hotel

房间干净，私密性好，靠近’Ideal Chicks’家禽大楼，周围车水马龙，隔壁是Noor

Mosque清真寺，这里乘车去拉穆和马林迪都很方便。

地址：Abdel Nasser Rd, City Centre

   

3、马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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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酒店

Che Shale 沙滩度假村

这家旅馆是马林迪经营最好的度假村之一，位于马林迪北侧，距离马林迪约30分钟的车程，酒店

装修豪华，斯瓦西里风格与现代风格的混合体，是马林迪最好的风筝冲浪地点。

地址：Che Shale and Kajama Beach Bandas P.O. Box 1434 80200 Malindi

电话+254 722 230 931

网址：www.cheshale.com

费用：185美元/标间/天

Driftwood Beach Club 度假村

马林迪最有名的度假村之一，活泼悠闲的气氛是其特色，与同类旅馆相比，这里更吸引自助旅行

的游客，这里环境非常的安静。

地址：Silversands Beach PO Box 63, Malindi 80200, Kenya

电话：+254 42 21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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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www.driftwoodclub.com

费用：170美元/标间/天

Kililil Baharini Resort 度假村

老板是意大利人，这里有凉快的斯瓦西里风格套间也有豪华又不失优雅的阿拉伯主体客房。这里

的海滩和餐厅都别具特色。

地址：Casuarina Road p.o. box 93 - Malindi

电话：+254 42 2121264

网址：http://www.kililibaharini.com/

费用：185美元/标间/天

Coral Key Beach Resort度假村

有5个主体区域区域，都是茅草屋顶，和一个大游泳池，是意大利艺术大师Mc埃合尔设计的顶级

意大利海滩度假村。

地址：Casuarina Road | P.O. Box 556, Malindi, Kenya

电话：+254 42 30715

费用：115美元/标间/天

经济酒店

Gossip Hotel

从顶层的露台眺望海边，景色不错.

地址：Mama ngina rd | Old town, Malindi, Kenya

费用：85美元/标间/天

   

4、拉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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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酒店

Lamu world （Lamu house）拉穆世界

拉穆世界，绝对豪华，典型的斯瓦西里风格别墅，他是一座四星级的现代化度假村。客房楼有2座

，每座5间客房，共10间。包一座客房楼需要940欧元。

地址：Kenyatta Avenue | Seafront, Lamu 80500, Kenya

电话：+254 2544263349

费用：450欧元/标间/天

网址：http://www.lamuhouse.com

Stone house Hotel

这个酒店坐落于一条土耳其毡帽形状的小巷内，这里有雪白的墙壁和迷人的屋顶，酒店内还有一

家很棒的餐厅，提供无酒精饮料，在餐厅内可以俯览拉穆镇和海边。

地址：P.O. Box 315 – 80500 Lamu, Kenya

电话：+254-042-463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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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180美元/标间/天

网址：http://www.stonehousehotellamu.com/

New Lamu Palace Hotel

这是一家外观很现代化的旅馆，但是客房确实是斯瓦西里风格，其餐厅味道也不错。

电话：+254 42 33164

费用：180美元/标间/天

经济型酒店

Shela Bahari Guesthouse

这是一家介于经济型和中型酒店之间的酒店，客房围绕整洁的长方形庭院而建。所有房间都有风

扇、蚊帐和冰箱。

地址：| Post Box 298, Lamu, Kenya

电话：+254 42 4632046

费用： 500肯先令

Casuarinas Rest House

房间有点破旧，所以价格便宜，物超所值，客房楼内铺着瓷砖，屋顶有社交休闲区，员工幽默，

是背包族旅行必备之旅馆。

地址：P.O. Box 10, Lamu, Kenya

电话：+254 42 12 3123

   

5、马赛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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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酒店

MARA SERENA酒店

这家酒店是在马赛马拉大迁徙季节首选酒店，可惜的是房价有限总共74个房间，要提前3个月才能

订上8月-10月的房间。可见游客对SERENA的推崇。它的优势在于靠近马拉河畔，离角马过河的过

河点开车只需要15分钟左右。你可以早上去看角马过河，然后回来吃中午饭，然后再次出发去等

待角马过河。去的早，回来的晚，能看到角马过河的游客都是幸运的，而住在SERENA能提高你

看到角马过河的机会。这太有吸引力了，何况酒店的住房条件和美味的意大利美食更加的增添了

酒店的魅力！能订到这个酒店，我不做第二个选择。

电话：+254- 050 22253

价格：300美元/标间/晚

KEEKOROK GAME LODGE 洛奇酒店：

位于Oloolaimutiek入口和sekenani入口

马赛马拉最早开张的酒店，有100多个房间和木头小别墅，以现代化的部落风格加以装饰，虽然面

积很大，但是服务很周到，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酒店内有河马池和长颈鹿观景台是洛奇酒店最吸

引人的地方。

酒店地址：00100, Kenya, Narok, Masai Mara Game Reserve, Near Sekenani Gate,

价格：250欧元/标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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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camp Masai Mara

这个旅行帐篷房的高级支架安置得方方正正，有好几个卫生间。该旅馆开展Bush Buck ForestatIon

项目，为恢复本地森林覆盖率已经种植了数千棵树(项目很成功，一些多年不见的动物又重新出现

了)。捐款20美元就可以种5棵树。

地址：Basecamp Travel Nairobi Nairobi Head office Off Ngong Road, near Adams Arcade P.O.Box 43369

-00100

Nairobi, Kenya

电话：+254 20 3877490/91/92

网址：http://www.basecampexplorer.com/

Fig Tree Camp

坐在种满绿色植物的帐篷阳台上注视TaIek河水缓缓流过这个带有殖民地时代气氛的豪华露营地。

就帆布帐篷露营地而言，这里的花园堪称最为华丽，卫生间也算得上是最大的。游泳池虽小，但

是景色优美，还有一家时髦的树顶酒吧。缺点是早餐仅在早7点至9点之间供应，也就是说，要参

加清晨出发的游猎之旅就吃不到早饭。

地址：P.O. Box 40683 00100 Nairobi Kenya.

电话：+254 050 22131, 22163

网址：http://www.madahotels.com/figtree/index.php

MARA SIMBA LODGE

这是一个唯一真正的保护环境友好型旅馆，它是第一个安装一个污水处理厂的旅馆。用处理后的

清水来灌溉周边的植物。有84个客房，淋浴设施齐全，有私人阳台，靠近马拉河，可以直接在阳

台上看到角马过河点。

地址：Maasai Mara, Narok-Keekorok Rd, Keekorok, Narok, 肯尼亚

电话：+254 (0)50 22051/22590

费用：360美元左右

SAROVA MARA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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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OVA MARA CAMP从内罗毕出发，坐飞机40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帐篷酒店就在马赛村得边

上，有20个帐篷区，51个标准的帐篷，2个家庭帐篷，四周有24小时电网保护。

酒店地址：P.O. Box 855 260kms from Nairobi, Narok, Kenya, 00200

电话：+254 50 22386

费用：250欧元/标间/天

经济型酒店

Acacia Camp

在这个安静的露营地里，简陋的茅草屋顶的半永久性帐篷之间的距离都很近。不带床上用品的帐

篷会稍微便宜一点(单／双床US$20／40)。烹饪区很大，还有一家酒吧和一处篝火坑，但是没有餐

厅。卫生间很干净，晚上有热水。对露营者来说，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树荫遮凉。

地址：Magadi Road,Nairobi Next to Park Place Nairobi, Kenya 0010

电话：+ 254 (0) 20 2437871

网址：http://www.mountainrockkenya.com/ourcamps.html

Kimana Mara

完全由本地社区修建、管理和经营，收入全部归社区所有。有几个又大又干净的位于树荫下的帐

篷。这里很干净，虽然员工的态度比较冷淡，但食物的味道很好。用石头围起来的酒吧舒适迷人

，露营者可以使用厨房设备。

地址：Standard Building, Standard Street, 7th Floor

电话：+254-20-313854

网站：http://kimanamara.com

   

6、纳库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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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酒店

Avenue Suites Hotel

城里性价比最高的旅馆。所有的房间都是迷你套房，有迷人的卫生间、电视和舒适的床。一切都

千干净净，友好的员工的着装也和房间一样整洁——甚至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的门童。

地址：Kenyatta Avenue C K. Muibu

电话：+254-51-221 0607

Merica HoteI

2003年开业的现代塔式建筑，是目前纳库鲁唯一家高端旅馆。有玻璃电梯和阳光通透的大厅，没

施完善的房间大得足以容纳一群角马。除了现代化的舒适之外，还有纳库鲁最好的游泳池(非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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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KSh200)。

地址：Court Road, Nakuru, 肯尼亚

电话：+254 20 316696

经济型酒店

Joska Hotel

条件简陋，泡沫床垫上铺着劣质粗毛毯。客房相当干净，但你得会保持骑师的姿势——马桶没有

垫圈。双人床很小。

地址：Pandit Nehru Road, Nakuru, 肯尼亚

电话：+254 51 2212546

   

7、安博塞利

高级酒店

Amboseli Sopa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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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公园外侧、通往察沃国家公园的路边。一连串的泥土小屋内装饰着豪华的游猎之旅战利品和

品位不俗的肯尼亚古董。仙人掌花园常有成群的猴子出没，使客人更添身处游猎之旅之感。

地址：Peponi Plaza, Peponi Road P O Box 72630, 00200 Nairobi, Kenya

电话：+254-2-3750235

网址：http://www.sopalodges.com/

OL TUKAI LODGE奥图凯度假村

位于安博塞利中心一处茂密的金合欢林边。在奥图凯度假村，任何一间客房打开门或窗，就能像

看宽银幕电影一样欣赏乞力马扎罗巍峨的山体和山下景象。房间数量80（间）

电话：254-0456-22275

价格：330美元/标间/天

Amboseli Serena lodge

古典而优雅的Serena旅馆有多个鲜红色的、能俯瞰Enkongo Narok沼泽(那里野生动物数量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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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小屋，四周是茂盛的热带花园，鲜花怒放，灌木修剪得整整齐齐。游猎之旅气氛的酒吧兼餐

厅摆放着土著工艺品，包括吊着的葫芦和精美的蜡染，无懈可击的服务和体贴入微的照顾令人回

想起商业区的小餐馆。

电话：+254202842000

价格：220美元/标间/天

网址：http://www.serenahotels.com/serenaamboseli/default-en.html

经济型酒店

Tortilis Camp

这家精心设计的旅馆是肯尼亚最环保的旅馆之一，背景是壮丽的乞力马扎罗风光。店名来自豪华

帆布帐篷周围茂密的金合欢树(Acada tortilis)。美味饭菜以店主家传的意大利北方传统菜肴为主，

来自有机花园内当场采摘的香草和蔬菜是其特色。由于该店坚持环保，你不必担心会污染环境，

这里不使用柴火做饭，只用太阳能烧水。

地址：Lengai House, Wilson Airport, Nairobi.

电话：+254 (0)20 60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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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肯尼亚的特产及购物

   

1、肯尼亚特产

咖啡

肯尼亚的咖啡世界闻名，咖啡业内人士无不认为肯尼亚咖啡是其最喜爱的产品之一，这是因为肯

尼亚咖啡包含了我们想从一杯好咖啡中得到的每一种感觉。喜欢咖啡的你一定不能错过。JAVA咖

啡馆的肯尼亚AA级咖啡豆，现磨现卖价格在750先令/袋。（一袋375克）

红茶

刚到肯尼亚的时候，很奇怪，在国内闻名的立顿红茶在这里怎么看不到，后来了解到，肯尼亚最

大的产业就是红茶，肯尼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红茶出口国，肯尼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４大

产茶国，年产量达到30万吨，占全世界茶叶产量的十分之一。像立顿红茶这样用小袋装的，25袋

一盒售价55先令。

肯尼亚豆

澳大利亚人叫它澳大利亚坚果，美国人说这是夏威夷果，肯尼亚人称之为肯尼亚豆，总之它的名

字千奇百怪，但是吃起来味道确实不错，旅行的时候买包肯尼亚豆，再来罐啤酒是不错的选择。

一般200g左右的肯尼亚豆售价300先令左右。

黑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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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木(ebony)又称乌木或黑檀木，是一种珍贵的硬木。在非洲各个国家，最具有共性的旅游纪念品

就是黑木雕，每个国家的雕刻风格都有所不同，肯尼亚的黑木雕有着自己的特色。肯尼亚的黑木

树干挺拔粗大，直径在50厘米以上，年轮较厚，木质也比较软，大多加工成体积较大的工艺品，

一般高0.5-2米，重10公斤以上。雕刻成各种人物头像，各种草原猛兽，狮子，大象，犀牛，长颈

鹿，野牛⋯⋯还有专门为中国旅客设计的黒木筷子和擀面杖等日用品。最有特色的当属肯尼亚马

赛人头像，一对男女两个，可以根据发型来区分男女。这么一对25cm高的马赛人头像木雕，约人

民币800元左右。

旅人提示：

1、 现在市面上的黑木雕有假货，是用黑鞋油抹黑的，购买时注意鉴别。

2、 黑木雕怕干燥，需要保养。住在北方的旅客，购买黑木雕要注意保湿，因为干燥，黑木雕会

有开裂的情况出现。

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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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从肯尼亚凯西山上开采出来的柔软石头，在工匠们手中根据石头不同的形状进行设计，

雕刻、打磨、抛光，然后上色，一件件形态各异的石雕作品就完成了。皂石的颜色有白色、粉红

色和深红色，颜色浅的就雕刻成小动物，颜色深的加工成肥皂盒、烛台、烟灰缸等等，其中，最

受欢迎的就是这种彩色的皂石碗，肯尼亚皂石工艺品最大的特点是造型简朴、多样、并兼具欣赏

性和实用性，曾经被作为国礼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到肯尼亚购买皂石工艺品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是不错的选择。

坦桑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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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蓝估计很多中国的朋友都没怎么听说过，对于这种蓝色的石头，都不敢下手买。有一部电影

叫做“泰坦尼克”，女主角露丝有颗“海洋之心”——就是坦桑蓝。这是一种产自坦桑尼亚与肯

尼亚交界处的阿鲁沙地区的稀有宝石。这种宝石在国内还很少见，价格昂贵，因此在肯尼亚购买

坦桑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同等级的坦桑蓝主要表现为颜色深浅不同，顶级坦桑蓝用3A表示，

2A级品质略低，呈深紫色，A级则呈淡紫色。由于限制开采，美元贬值的原因现在1克拉3A坦桑蓝

宝石至少需450美元。估计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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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沃绿

肯尼亚当地产的“察沃绿”也别具收藏价值。顾名思义，察沃绿是产自察沃地区的绿色宝石，光

泽明艳，十分悦目，堪与祖母绿媲美。从外观上看，它们都有点象祖母绿，特别是察沃绿，与祖

母绿外观更相象，因此在其产地有时把它当成祖母绿出售，用偏光器可以立刻将其区别出来。当

你看到如此美丽的察沃绿，你一定会爱不释手的。

孔雀石

孔雀石是一种含铜碳盐的蚀变产物，常作为铜矿的伴生产物。呈不透明的深绿色，且具有色彩浓

淡的条状花纹——这种独一无二的美丽是其它任何宝石所没有的，因此几乎没有仿冒品。购买用

孔雀石制作的项链，孔雀石蛋，烟灰缸，首饰盒⋯⋯工艺品也是不错的选择。

鸵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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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鸵鸟蛋的时候都要问，这是真的假的？说句实在话，肯尼亚的手工艺品大多

都是真品，很少有假货，因为制假的成本比真品高多了。鸵鸟蛋奶白色，质地坚硬，很多艺术家

都在鸵鸟蛋上绘制各种图案，也有镂空雕刻的鸵鸟蛋。

旅人提示：

1、 在肯尼亚，象牙、犀牛角制品和鸵鸟蛋等都在违禁品之列。“肯尼亚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非常强，会对违禁者进行严厉的处罚。违禁者可能会被拘留并被移送法院受审，最高会被处以6个

月监禁和高额罚款”。

2、 鸵鸟蛋如果不能提供购自合法鸵鸟农场的证明，也会被没收。所以购买时一定要问清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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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法的农场证明。如果没有，就不要购买。

马赛珠

这是一种各种色彩的小小马赛珠串成耳环、项链、手镯、手链等，并用于装饰各种小物件，部落

色彩鲜明。价格通常很高，因为串连这些珠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极需耐心和细心。

剑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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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极受欢迎的纪念品，品种繁多，价格适中。一般的小袋只需一、二百先令，体积大一些镶

有皮边的大概需要十美元。小剑麻包可用来盛装小物件，随身携带，方便实用。有的剑麻包设计

独特，有很强的装饰性和时尚感，背着它走在街头别有风情。

皮鼓

手工制的皮鼓值得推荐，看上去原始古朴，敲上去浑厚劲道，真可谓有声有色，既可挂在墙上装

点门庭，又可做乐器自娱自乐。

皮拖鞋

这是女孩子的最爱，用珠子或贝壳做点缀的一种皮拖鞋在旅游市场上十分走俏，既美观，又实用

，价格合理，大概1000先令一双。到了狂野非洲，也一定要穿一双狂野的非洲拖鞋。

非洲本土艺术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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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的非洲风格，浓郁的色彩，强烈的对比，简易的画风，构成了非洲本土艺术绘画的基调。买

上一副由艺术家署名的艺术作品，带回家表好之后挂在墙上，别具特色。

   

2、购物场所

Village  Market星期五市场

星期五市场的意思是每周五这个市场才会游人买东西，每到星期五，VM的2楼停车场就会变成一

个地摊市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上面所说的各种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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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C 星期六市场

肯尼亚国际会议中心旁边每到星期六，星期六市场当然也是品种繁多，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

，是周六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YaYa Center 星期天市场

YaYa 是中国人最喜欢逛的购物中心，很多中资机构都在这附近办公，YaYa的星期天市场同样是我

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去完超市顺便逛一下，星期天市场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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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肯尼亚行程推荐

1.短期经典路线

内罗毕市区一日游

上午参观世界上第一家野生动物园-内罗毕国家公园。在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映衬下，您可欣赏到

长颈鹿、斑马、狮子、羚羊等野生动物在悠闲的嬉戏、漫步，尽显现代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午餐后，带您参观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走出非洲》作者卡伦故居、自由广场、国际会展中心等

，进一步领略有着“花之都”、“非洲小巴黎”等众多美誉的内罗毕城市风光。

您还可以选择访问“肯尼亚民俗村”，细细体味肯尼亚风情，并可欣赏到盛大的肯尼亚民族歌舞

表演。而长颈鹿公园中与动物的零距离亲密接触，更是让充满爱心的孩子们流连忘返。

门票参考价：

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 800.KSH/人

凯伦故居博物馆KEREN BLIXEN MUSEUM –800.KSH/成人；12岁以下儿童半价。

长颈鹿公园GIRAFE CENTER – 800.KSH/人；

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 200.KSH / 人

肯尼亚民俗村BOMBAS VILLAGE – 11$/人

2.深度游重要路线

第一天：

早餐后驱车前往非洲最大的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途经东非大裂谷，抵达后乘车追逐各类野

生动物的足迹，感受置身蛮荒的乐趣。

第二天：

早餐后，前往马拉河。继续乘敞篷面包车在一望无际的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追寻野生动物的踪迹

。草原日出、日落的仙境般的美妙，可以使久居都市的现代人忘记一切压力与心事，完全融入到

奇妙的大自然中，感受到一种回归的轻松与快乐。

第三天：

早餐后，驱车前往纳库鲁国家公园，又称红鹤湖。抵达纳库鲁后入住酒店休息；午餐后乘车游览

著名的纳库鲁湖，欣赏湖中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数以百万计的火烈鸟奇观以及其他各种珍禽

异鸟。

第四天：

早餐后，驱车前往肯尼亚山，参观零度赤道线。

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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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乘车返回内罗毕，游览内罗毕市区：会展中心KICC、自由广场、总统府、总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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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肯尼亚旅行读物

《走出非洲》 

《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是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的自传性小说。作家

以优美的文字叙述了1914年至1931年她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生活，充满深情地回忆了非洲的自

然景色，动物和人。故事缠绵悱恻，扣人心弦。字里行间体现出作家对非洲风土人情的熟悉和眷

恋，处处洋溢着散文美的内涵。后来，小说《走出非洲》被搬上银幕，由美国知名电影导演西德

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执导，并在1986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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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旅人提示

1.使馆信息

肯尼亚驻华大使馆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600

联系电话： 86-10-65323381 86-10-65322473

电子邮件： kenrepbj@hotmail.com

传 真： 86-10-65321770 86-10-65323325

网    址： http://zh.kenyaembassy.cn/index.aspx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地址：WOODLANDS ROAD, P.O.BOX 30508 （00100）GPO, NAIROBI, REPUBLIC OF KENYA

NGONG ROAD, P.O.BOX 48190 （00100）GPO, NAIROBI, REPUBLIC OF KENYA（经商处）

电话：254-20-2726851（使馆总机）254-712182118（领事证件咨询电话）

传真：254-20-2726402 / 2711540（使馆）

电邮：chinaemb_ken@mfa.gov.cn （使馆邮箱）

consulate_ken@mfa.gov.cn（领事专用邮箱）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08：30 ---- 12：00

下午：15：00 ---- 17：00

周六、周日 休 息

使馆领事窗口对外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2点（公共假日等不对外办公时，将提前通过

使馆网站发布消息并在领事大厅张贴通知）。领事证件电话咨询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下午03:00-05

:00。

2． 入，离境须知

海关规定：

携带外币入镜无限制，但必须填写申报单，外币处境不得超过入境时申报的数额。

凡前往东非国家的旅客，必须于进入该国家前十天到出入境检测检疫局国际旅行保健中心，注射

黄热疫苗，并领取已注射疫苗证明（黄皮书），入境肯尼亚时需要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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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携带

入境：肯尼亚海关允许免税带进物品为

烟草：200只香烟、50支雪茄或250克烟丝；

酒  ：1公斤葡萄酒或烈酒

香水：1/4公升 （1品脱）

      

出境：游客可以携带出境的肯尼亚货币最高限额为Ksh’100,000。

违禁物品：

（1）根据肯尼亚法律，携带任何数量、重量的象牙制品或原牙都属于违法行为，将被处以罚款或

监禁。

（2）根据肯尼亚法律，禁止携带野生动植物产品出境，由犀牛海龟等制成的产品禁止出境，珊瑚

制品也不可以的。

（3）购买鸵鸟蛋制品一定要取得正规鸵鸟农场的证明，否则鸵鸟蛋也会被没收。

（4）禁止带水果、植物及种子等出入境。

3． 基本礼仪

（1）多数肯尼亚人忌讳谈论皮肤颜色、子女数量、个人收入、去世亲人等话题。

（2）和肯尼亚当地人谈论时，不可冒犯国旗和总统。

（3）不少肯尼亚人认为数字“666”是“恶魔的象征”，是不吉利的数字

（4）在市中心附近每天升旗，降旗的时间，当听见肯尼亚国歌奏响的时候一定要伫立不语，不能

交谈、走动，等待国歌结束才能放松。

（5）在马赛马拉景区以及其他野生动物保护区观看野生动物时，一定不能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矿

泉水瓶和烟头。不要喧哗，要遵守当地KWS野生动物保护警察的指挥，不能坐着游览车顶，不要

在景区内下车，这些都要被罚款的。罚款金额非常之高，被罚之后也不能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否则你会被法院起诉，后果不堪设想。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6）不能随便给马赛人照相，一定要征询同意之后才能拍照拍完之后能给一些小费最好。

中国游客形象在肯尼亚人心目中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很多欧美游客有点痛恨中国游客，经常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几个中国游客先到一个餐厅就餐，有欧美游客来一般是不会选择坐在中国

游客旁边的，他们的理由是中国人讲话声音太大，太吵。所以也希望借此机会呼吁一下，有机会

来肯尼亚或者去其他地方旅游的中国游客，让中国游客形象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能像中国国家形

象那样的崇高。

4． 其他

1） 时差：

肯尼亚是东+3区，与国内东+8区相差5小时。即北京时间早上5点，是肯尼亚的半夜0点。

2） 营业时间

                                               78 / 81



�������

肯尼亚：动物王国
肯尼亚人夜生活比较丰富，所以一般商场都是很迟才开门的。

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30—下午5点00

周六：早上10点——下午2点

周日：休息

3） 常用电话

火警、匪警 999、112

旅人提示：

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标注为先令的为持有2011年肯尼亚ID的价格，没有ID的

请以标注为美元的价格为准。ID（肯尼亚常住人口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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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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