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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人类最美丽的发现。它胜过千言万语，是世界上最

简单却最神奇的语言。

在途易，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

化，却使用着相同的语言——微笑。

用微笑跨越疆界，打破隔阂；让这一细微的肢体语言将心与

心紧密相连。

来吧！让我们挣脱束缚，迎接新的起点，开始新的探索。

途易，用原汁原味的旅行体验，为您带去满意的微笑。

 Welcome to the 

            beautiful  World of TUI

欢迎来到美丽的途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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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您好，

在此请允许我向您简单地介绍途易旅游（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作为全球领先

的旅游集团——途易（TUI）的子公司，途易旅游于2003年在北京成立。通过近10年

的努力，我们满怀热忱地向数以万计的西方游客展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多元

的风土人情和积极向上的蓬勃发展态势。

2011年，途易旅游荣幸地成为了首批获准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三家中外合

资旅行社之一。我们充满活力，勇于创新的团队已蓄势待发，期待着与您一同踏上

探索世界的新旅程。

众所周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的本质就在于对迥然不同的地域、文化

和观念的深入探寻，开阔眼界，丰富人生的阅历。因此，途易旅游力争通过原汁原

味的旅行体验，为您带去满意的微笑。

此本旅游产品手册中的每一个目的地和旅行安排都经过了我们精心的挑选和设计，

以确保每一位游客都能够用最佳的方式欣赏到只属于他（她）的风景。在途易，我

们坚信：没有相同的顾客需求，只有不同需求的顾客。凭借着享誉全球的品牌和丰

富的资源，途易旅游为您提供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和行业领先的优质服务。我们期

待着与您结伴，共同去发现世界的美丽。

此致！

马赛尔£施耐德先生（Marcel Schneider）

途易旅游（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Marcel Schneid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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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易旅游的业务范围：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服务

     外国公民入境旅游服务

     商务会奖邮轮旅游服务

     在华外籍人士旅游服务

我们期待与您同行
   We love to 
            see you Travel

作为世界领先的旅游品牌，凭借着网罗全球180个国家的强大资源

和对当地文化及风土人情的了如指掌，途易将引领您在旅行中更

加深入地感受异国文化和历史所带来的冲击与震撼，甚至触摸到

目的地激荡起伏的跳动脉搏。

再深入探索一点，再细心观察一些；拥有88年经验积累与欧洲传

承的途易，是您获得本真旅行体验的最佳选择。

途易旅游
途易，作为世界领先的大型旅游集团，业务范围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

每年为来自超过27个客源市场，近3千万的游客提供专业且优质的全方位

旅游服务。截至2011年9月底，途易在全球拥有约73,700名雇员，3,500家

旅游门市，248间酒店，140架客机以及6艘豪华远洋邮轮。

2003年，途易与中旅集团合资在北京成立了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外方控

股的旅行社——途易旅游（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作为窗口行业的

一分子，途易旅游在过去的9年间通过不懈努力，满怀热忱地向数以万计

的西方游客展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多元的风土人情和积极向上的

蓬勃发展态势。

2011年，经由中国国家旅游局和中国商务部的批准，途易旅游荣幸地成

为首批获准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三家中外合资旅行社之一。

凭借着享誉世界的品牌及骄人的业绩，途易与全球的酒店及航空业建立

了长期的业务伙伴关系。88年经验的积累与欧洲传承，确保了我们业务

的专业性，产品的创新性和服务的高品质。我们的员工和导游都经过系

统的培训及考核，成为服务行业的标兵，您的旅游亲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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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Why choose TUI?

企业            Corporate             
社会         Social            
责任           Responsibility

值得信赖——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公司，我们用专业给您最值得信

赖的承诺。88年经验的积累与欧洲传承，网罗180个国家的强大资源，让

我们具备带领您深度游览世界各地的能力与信心。

无微不至——源于欧洲的服务理念，我们提供细致入微且具备卓越

品质的服务。我们聆听并理解您对更专业旅行服务的需求。我们相信：

没有相同的顾客需求，只有不同需求的顾客。

物超所值——我们的专业团队精心为您打造与众不同的旅行产品。

令您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旅行感受，在既有的旅行安排之外得到更多收

获，感悟旅行本真。

“为您带去满意的微笑，并让微笑传遍世界”——我们的使命与社会职责并存。

途易，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与教育，环境及人文保护相关的公益项目。自富时社会责任指数 

(FTSE4Good)和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推行以来，途易就入选其中。2011年，途易还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颁发的“旅游文化奖”。

自进入中国以来，我们见证了北京这座宏伟城市的日新月异；而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的辛勤劳动。因

此，途易于2011年在中国启动了“微笑工程”——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创办图书馆。希望以此改善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

们的读书环境，以回馈他们的父母为城市建设所付出的努力。未来，途易还将在中国的环境及人文保护方面予以同样的

关注。 

勇于创新
我们时刻关注您的需求，不断地完善自身的业务水平；通过倡导全新的旅行方式和服务理

念，使我们在创新性方面时时处于行业的领先。我们不但提供适合大众消费的团队旅游产

品，还为您策划一系列彰显个性的 “途易极体验” 特色线路。

假日专家
我们拥有一支充满热情且注重品质的优秀团队。每一位员工及专业的导游都经过系统的培

训，成为行业的标兵。他们是具备丰富经验的旅行专家，更是对目的地了如指掌的旅游达

人。

经验知识
途易作为中国旅游团组在境外的接待方，多年以来已为众多中国游客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作

为中外合资的旅行社，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业务优势。途易旅游将世界领先的服务理念，丰

富的境外资源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有效地结合，以确保服务的可靠性和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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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易极体验
“世界是一本书，那些从不旅行的人，仅仅读了其中一页。”                                       

                                                                                                  ——圣 · 奥古斯丁

和途易一同旅行，世界就真的宛如一本书，每翻开一页都是一段令人难忘

的旅程，等待着您去开启，去珍藏！

途易为您在全球范围内甄选其麾下独一无二的特色旅游产品，令您可以根

据自己的时间和节奏去探寻这个蓝色星球的美丽。

“途易极体验”是我们精心为您策划的一系列专属产品，以满足您对惊险

刺激，深度探索或是尊贵奢华等旅行体验的不同需求。

倘若您期待在秘境探险之旅中验证自己的勇气；在行涉东非之旅中考验自

己的毅力；或在南极奇航之旅中感受大自然的瑰丽；亦或在奢华游艇假期

中享受日光浴；乃至在爱心志愿之旅中丰富人生的阅历；途易，都将为您

量身订制，助梦成真！

途易极体验，世界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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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i - for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volunteer while they travel - 
Get a rare chance to work on locally run projects as a volunteer 
while travelling -  90% travel / 10% volunteer

Intrepid - for those who love ‘off the beaten track’ options - Explore 
the World’s most exotic places, their cultures, cuisines, traditions

Quark E xpeditions –  for t hose who love a dventure a nd e xtreme 
climates -  An adventure trip to Antarctica o r the Arctic with our 
experienced crew

这里是不畏惧极端气候挑战的探险家的乐园；来和我们拥
有丰富极地探险经验的专家们一起开启您的南极之旅吧！

让奢华的旅行犒劳您疲惫的身心。The Moorings 为您量身定
制完美的游艇假期，打造至尊的度假体验，让您的私人游
艇随心而行。

厌烦了千篇一律的行程？我们为您另辟蹊径！引领您以新
奇的探险旅游方式去寻访人迹罕至之地，去发现真实的人
文，去品尝“大胆”的美食，去寻找只属于您眼中的风
景。

非洲一直以来都是“游猎”的同义词。 喜欢猎奇的您还等
什么？专属于Pollman’s & Ranger Safaris 的泛非洲大陆游猎产
品可以无限度地满足您的猎奇心。

将爱心与旅行完美地结合！我们带您深入当地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通过实际行动做一次志愿者；以此实现自我价
值，丰富人生阅历，得到旅行之外的更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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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奇航之旅
奇航旅游公司累积十多年国际邮轮旅游专业经验，为华人游客提供独具匠心，量身订制的
各种邮轮旅游产品。无论是悠闲的观光邮轮旅游，还是充满挑战的探险邮轮旅游，都应有
尽有。近年来，奇航旅游在高端产品的创新及运作方面被公认为同业中的佼佼者；中英双
语的客户服务更是博得了多方的美誉。

奇航旅游公司是南北极探险邮轮旅游公司——夸克 (Quark Expeditions) 的长期业务合作伙
伴；并经夸克公司授权为其在亚洲华人市场的营销总代理。负责中国，香港，台湾，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地华人就夸克公司探险邮轮旅游产品的咨询和预订。

安全可靠，信誉卓越的夸克公司不仅是国际上专营南北极航线的探险邮轮旅游公司；更是
唯一在南极拥有真正破冰船的公司。夸克拥有九条北极航线和六条南极航线，每年运营约
七十个精彩航次，在同业中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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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马探险号
船舶介绍

     船员:                          72人

     载客:                          122人

     救生艇：                   4艘

     船长:                          101.1 公尺

     船宽:                          16.2公尺

     吃水:                          4.5 公尺

     动力:                          内燃机，双引擎：5200马力

     航速:                          12 节（在公开水域）

     冰级:                          1A

     船籍:                          巴哈马

设施简介

     61个配有私人卫浴的海景客舱

     2个甲板观景平台（第4和第5层）

     1个全景甲板餐厅（第4层）（自由入座）

     24小时饮料供应

     宽敞的沙发休息区域和演讲展示厅

     2个酒吧

     1个图书馆（藏有众多航海方面的书籍）

     礼品店

     医务室，并配有随行专业医师为您保驾护航

     健身房（配备多种健身器材）

     专业按摩师

     便利的船岸卫星通讯电话和无线互联网络

     加强冰级船

海钻石号 船舶介绍

     船员:                          144人

     载客:                          189人

     救生艇：                   4艘

     船长:                          124 公尺

     船宽:                          16公尺

     吃水:                          4..9公尺

     动力:                          2 Wichmann 引擎：7,375马力

     航速:                          15.5 节

     冰级:                          1D

     船籍:                          巴哈马

设施简介

     设有私人卫浴和观景窗的客舱及套房

     单人间配有一张双人床

     双人间配备一张双人床或两张单人床

     三人间与双人间相同，且另配一张折叠床

     所有客舱都配备平板电视和DVD

     乘客电梯

     酒吧及专业调酒师

     剧院式礼堂

     医务室，并配有随行专业医师为您保驾护航

     摄影项目包括专业摄影指导

     图书馆（藏有最完整的南北极书籍及DVD光盘）

     按摩及养生项目包括：瑜伽课程、精油按摩和推拿疗法

海精灵号 船舶介绍

     船员:                          94人

     载客:                          122人

     救生艇：                   4艘

     船长:                          90.6 公尺

     船宽:                          15.3公尺

     吃水:                          4.16 公尺

     动力:                          内燃机，双引擎：4,720马力

     航速:                          14.5 节（在公开水域）

     冰级:                          1D

     船籍:                          巴哈马

设施简介

     设有私人卫浴和观景窗的客舱

     客舱内配备卫星通讯电话

     客舱内配备平板电视和DVD

     互联网接入

     设备先进的多功能厅

     第5层甲板上设有热水泡池，休闲座椅及酒吧

     宽敞的沙发休息区域

     乘客电梯

     餐厅（自由入座），菜单每日更新

     24小时供应无酒精饮料，下午茶时间有糕点供应

     图书馆和游戏室

     健身房（配备多种健身器材）

     配有稳定器以保证平稳航行 

我们的舰队
Quark探险队为您的探险航程提供世界上种类最丰富的极地舰队资源。因此，我们能够带您探访传统船只所不能触及的秘境。同时，探险船上配有

橡皮船可供您在探索过程中使用。由于探险舰只不同于远洋邮轮，因此其奢华程度无法与邮轮相提并论。然而，我们所提供的探险舰只却配有现

代化的设施且格外舒适。我们在这本宣传册中向您隆重推出的三条探险线路将使用如下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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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南极奇航之旅将引领您探索发现南极半岛最美的地方，带您到世界最后一片净土的最北端尽情呼吸。我们将由乌斯怀亚上船，穿越

德雷克海峡，前往南极半岛及附近的海岛，峡湾，预定探访的地点有南瑟特蓝岛，奇幻岛及天堂湾等地。

航行的过程中，船上特聘的专家学者还会举办讲座，向您介绍南极的生态环境及奇特的鸟类和海洋生物。同时可爱的小企鹅，海豹和成

群的海鸟也会陪伴您沿着南极海岸线一路前行。而您抵达南极大陆的那一刻本身就是人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刻。经典南极奇航之旅将为您

呈现最原始，最令人难忘的南极自然风光。

经典南极半岛探险之旅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30,200元起（三人舱 | 11晚）

体验“极”亮点：
航海前往南极半岛

乘机动橡皮艇登陆/由水路观光游览

探访企鹅栖息地

寻找座头鲸，小须鲸，鲸鱼和南极海豹

欣赏气势宏伟的群山和令人神往的雪景

第1天              乌斯怀亚

抵达乌斯怀亚，流连于

活力海港。

第2天              登船开航

参观国家冰河公园，南

极之旅启航。

第3-4天      德雷克海峡
                    南瑟特蓝岛

抵达德雷克海峡，见证

壮美景观。

第5-9天              奇幻岛
                        南极半岛       

饱览各岛奇景，探访珍

奇动物。

第10-11天   德雷克海峡
                         乌斯怀亚

途径德雷克海峡，满载

回忆返航。

第12天            乌斯怀亚

抵达乌斯怀亚，奇航之

旅落幕。

启航日期 

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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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奇航之旅
南极三岛——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南极半岛

此次拓展探险线路包括野生动物的乐园南乔治亚岛，遥远的福克兰群

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以及异常美丽的南极半岛。您将穿梭于不同的

自然环境，欣赏到独一无二的极致风光。这将成为您观赏野生动物前

所未有的难得机会。加入我们的队伍，成为无畏的极地探险者，与我

们一起感受南极的魅力！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63,200元起（三人舱 | 19晚）此次旅行在利瓦迪亚启程，于利瓦迪亚返程

南极洲纵观之旅

如果您既想饱览南极半岛的一切：探访企鹅栖息地，漫步一望无际的

冰川，与斑海豹不期而遇；而同时又想节省时间和经费。那么，仅仅

10天的“南极洲纵观之旅”将满足您的需求，为您打造一生难忘的南

极体验。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25,200元起（三人舱 | 9晚）此次旅行在瑞亚提亚岛启程，于瑞亚提亚岛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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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orings 游艇之旅是将奢华假期与探险精神的巧妙融合。登乘漂亮别致的游艇去寻访
传说中神秘的海岛，您的整个身心都将沉浸在这片“世外桃源”般美丽的人间天堂。每日
伴随着掠过海平面的第一缕阳光，您将起锚远航，沿途饱览不一样的海陆风光。您的私人
厨师每餐都将烹饪精致的美食供您细细品尝。当海岸线上的华灯淡去，您将在舒适如家的
私人客舱内聆听着窗外小夜曲般荡漾着的波浪声进入恬美的梦乡。

作为游艇租赁行业的先行者，The Moorings 自1969年起就已经赢得了最值得信赖游艇租赁公
司的美誉。The Moorings 因专业化的运作和可靠性以及对豪华游艇旅游项目的一贯坚持而
声名远扬。凭借着配有先进设备的高端游艇，细致入微的专业服务和伴您以新观念畅游新
世界的热情，The Moorings 必将带给您一次清新愉悦，永生难忘的奢华游艇假期。

奢华游艇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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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极”体验

途易旅游热线: 400 800 3300

在西印度洋，有着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海洋公园，它便是由92个风情各异的小岛组成的塞舌尔。

清澈的天际，湛蓝的海水，婀娜的珊瑚礁和绵白的沙滩；近500多种植物，80个独有物种以及形色各异的小鸟和踱着“沉重”步伐的巨型

陆龟；这一切，为塞舌尔赢得了“伊甸园”的美誉。

传说，声名狼藉的海盗——霍都尔选择了这片岛屿来藏匿他全部的宝藏；所以您在四处游览时，可要留心细微的蛛丝马迹，说不定会收

获意外的惊喜。

第1天              博瓦隆湾

启航“醉”美之旅，相

约博瓦隆湾。

第2天              普拉兰岛

停泊普拉兰岛 ，“醉”

心伊甸园。

第3天        圣£皮埃尔岛
畅游浮潜圣地，迷恋

圣£皮埃尔。

第4天          格兰德索亚   

拥抱椰子岛，幸福岛，

尽享度假真谛。

第8天                  塞尔夫
     回味塞舌尔群岛，结束

难忘旅程。

第5天              拉迪格岛

游览拉迪格岛，感受纯

粹原始。

第6天     库辛岛 好奇岛

涉足鸟儿栖息地，探寻

鸟类天堂。

第7天              塞尔夫岛

跃入海底世界，玩转塞

尔夫岛。

塞舌尔群岛

         “醉美醉心”之旅境外段价格：每天 RMB12,600元起 / 游艇

体验“极”亮点：
为您量身定制的尊贵游艇品质假期

职业船长为您导航，顶级大厨为您烹饪

尽享悠闲，沉醉于海阔美景之中

迷醉于92个不同风情小岛组成的塞舌尔群岛

探索海底世界，观赏奇花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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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游艇假期

“恋恋不忘”大溪地浪漫之旅

大溪地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光听这名字，就足以让人浮想

联翩。一系列美丽的岛屿和环绕四周的七彩海水构成了大溪地独一无

二的景致。而与梵高，塞尚齐名的“后印象派”——保罗£高更对大

溪地的痴迷，更是为这片净土平添了一份艺术的浪漫气息。

波利尼西亚的小岛仿佛秘境，弥漫着异域风情，流传着众多史诗般的

冒险传说。您将在游艇上惬意地欣赏南半球的迷人星空，探访礁湖边

几十年前才对外开放的神圣村落，猎奇于图阿姆图岛水下仙境，亦

或“占领”塔哈岛环礁湖北面的无人小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您准

备的最浪漫的事。

境外段价格：每天 RMB11,800元起 / 游艇此次旅行在瑞亚提亚岛启程，于瑞亚提亚岛返程

希腊诸岛秘境巡游之旅

从有着“探寻希腊最理想门户”美誉的利瓦迪亚出发，去寻觅那些点

缀着古代遗迹，醒目建筑，典雅水城和崎岖山麓的神话岛屿，与此同

时，完美无暇的塞隆尼克湾便已完全展现在您的眼前。

映衬着波光粼粼的海面，唯美的落日将余晖尽洒在历史遗迹上面，像

是给它们披上了一件橙红色的薄纱，这样的景致会让您情不自禁穿越

时空，回到经典的古希腊时代。登船前（后），您还有机会去探访雅

典，这座融合了希腊深厚历史与繁华大都市生活的城市典范，也将会

为您的旅程锦上添花。

境外段价格：每天 RMB9,500元起 / 游艇此次旅行在利瓦迪亚启程，于利瓦迪亚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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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摆脱平日的枯燥乏味？重寻对生活的激情与期盼？Intrepid 为您开辟了一个五彩斑斓的
全新世界，等待着您的探索和发现。我们将引领您通过徒步，宿营，骑脚踏车等探险旅游
方式去造访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这些新奇的旅行方式，您将欣赏到众人难得一见的自然
美景，或巍峨壮观，让人叹为观止；或旖旎秀丽，宛如人间仙境；沿途亦可遇到真诚的人
们，发现真实的人文。

凭借着20多年的业内经验，Intrepid 每年接待100,0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们能引领
您前往全球七大洲100多个国家，去寻找只属于您眼中的风景。

秘境探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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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好莱坞大片娇宠的新西兰南岛，已经不只一次地被搬上银幕。它因拥有壮丽的雪山，静谧的峡湾，晶莹剔透的冰河以及一望无际的平

原，而被誉为“除极地之外，仅存的净土”。

在这里，您可以漫步于克赖斯特彻奇，感受英伦的气息；在壮观的约瑟夫冰河上徒步，体验探险的乐趣；亦或观赏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新

西兰至高点——库克峰；尽兴于世界上最具冒险精神的乐园——昆士城。

通过身临其境这片净土，您将重拾影片中的美丽片段，将迷人的风光尽收囊中。您可能会为眼前的美景而自问：这里是天堂，还是人

间？或许在旅行结束时，您会发现这里是散落在人间的天堂！

第1天       克赖斯特彻奇

游览克赖斯特彻奇，迷

醉花园城市。

第2天               普纳凯基

细品普纳凯基，尽赏自

然精雕细琢。

第3-4天        约瑟夫冰川

巡游约瑟夫冰川，感受

晶莹仙境。

第5-8天                昆士城

昆士城探险， 品味城市

AB面。

第9天       米尔福德峡湾

畅游米尔福德峡湾，观

赏绝色奇观。

第10天                库克山

游览库克山，寻觅淡淡

湛蓝。

第11天     克赖斯特彻奇

重返花园城市，结束仙

境之旅。

新西兰南岛

            探寻仙境之旅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11,600元起

体验“极”亮点：
在“花园城市”克赖斯特彻奇寻英伦风气息

沿着新西兰狂野的西海岸驾车游览

鉴证弗兰兹约瑟夫冰川的壮丽美景

在昆士城上空滑翔，瓦卡蒂普湖边小憩

乘着独木舟在米尔福德峡湾内探险

观赏新西兰的至高点库克山峰

境外出团日期

2012年 08月16日；09月20日；10月04日；

            1 1月08日；11月22日；12月27日；

2013年 01月10日；02月14日；02月28日；

            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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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探险之旅

加州梦想探险之旅

前往美国西海岸探险是许多人的梦想：在洛杉矶游览名胜古迹，感受

独特的人文风情；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纵情狂欢，沉醉于它的纸醉金

迷；畅游史诗般的大峡谷，探索死亡山谷的神秘；亦或穿越放荡不羁

的旧金山，欣赏圣巴巴拉阳光海岸的美丽风景⋯⋯对于拥有一颗好奇

心的您来说，加州探险之旅将是不二的选择。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13,800元起此次旅行在洛杉矶启程，于洛杉矶返程

落基山脉奇景梦幻之旅

从西雅图到旧金山，两地之间布满了雄伟的山峰，辽阔的峡谷，一望

无际的沙漠和湍急的河流；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有应接不暇

的自然美景，让您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是生命中真正的探险。我们将穿越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北部的“北

美洲脊梁”——落基山脉，停留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市，最后在加利福

尼亚明亮的蓝色天空中结束本次难忘的旅程。这一路上，您可以探索

久负盛名的黄石国家公园和约瑟米蒂国家公园；亦可了解美洲土著民

族文化，聆听这片古老大陆上流传已久的传说。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13,600元起此次旅行在西雅图启程，于旧金山返程

美国加州探索发现之旅

美国西海岸遍布着无数令人惊艳的美景，仿佛蕴含无数珍奇的宝藏。

从“西海岸明珠”洛杉矶到繁华时尚的旧金山，再到约书亚森林公园

和死亡山谷的辽阔无际；同一个区域内景致差异之大，令人叹服，神

往。置身于壮丽之极的大峡谷，亲临约瑟米蒂国家公园中水晶般的瀑

布仙境，在纸醉金迷的拉斯维加斯与幸运女神狂欢共舞⋯⋯整个西海

岸的瑰丽和精彩都等着您去探索，去发现。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9,500元起此次旅行在洛杉矶启程，于旧金山返程

新西兰魔幻冒险之旅

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冒险旅行，从北岛穿行至南岛，我们将深刻领

略到新西兰文化的精华和灵魂。

在原始迷人的怀波瓦森林中，您与毛利人的奇遇将揭开此行的序幕。

我们会参观新西兰国家博物馆（蒂帕帕博物馆Te Papa），它珍贵丰富

的藏品与最新科技相结合，仿佛是时光隧道，引领您感悟新西兰的前

世今生；流连于宛若仙境的昆士城，探索岛屿湾，罗托鲁瓦，福克斯

冰河和米尔福德峡湾那触动心灵的美⋯⋯当新西兰之旅即将结束时，

您会发现对它的爱却刚刚开始，无法停止。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31,800元起此次旅行在奥克兰启程，于克赖斯特彻奇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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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r Safaris 旅游公司自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是坦桑尼亚历史最悠久且最受人
尊敬的旅游公司。Ranger Safaris 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一直将“家族观念”视为其价值观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延续至今。正是对“家族观念”的一贯坚持，使得Ranger Safaris 
旅游公司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旅游行业的领军地位。

Pollman’s 徒步旅游公司是肯尼亚历史最悠久且最受人尊敬的旅游公司。于五十多年前创
立，而今已经成长为旅游业的领跑者。Pollman’s 徒步旅游公司拥有二百多辆专为肯尼亚道
路设计，可以满足各种旅游团体及不同旅客需求的越野车辆。

Ranger Safaris 和Pollman’s 这两家姊妹公司，作为旅游业界的领军企业，均可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旅行者们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他们聘请的当地导游均悉数目的地信息，通过一流
的服务，令您尽情领略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独特魅力。

行涉东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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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问肯尼亚最迷人的风景有哪些，那么马赛马拉广阔无垠的非洲草原，纳库鲁湖上闪烁的粉红色水面和安波塞利独特的热带沼泽地

一定是最佳答案。我们的“经典之旅”就是要带您将这三处人间美景都尽收眼底。

在这个被誉为“人类摇篮”的文明古国，您可以感受到内罗毕浓郁的生活氛围，居住在这个“东非小巴黎”的人民，将用最淳朴的笑脸

打动您的心扉。您可以邂逅著名的东非五大野生动物，当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日以继夜地在草原上徘徊，您可以见证气势磅礴的野生动物

大迁徙，当宏大的场面出现在您的眼前，只看一眼便能撼动您的心灵。回味《魅力肯尼亚》的慢镜头，将记忆的片段与眼前的画面整

合，慢慢体味这片神奇土地的原始狂野和风情万种！

第1天                      内罗毕

参观内罗毕，感受浓郁非

洲风情。

第2天                      内罗毕
                马赛马拉保护区

潜入东非大裂谷，观赏野

生动物。

第3天      马赛马拉保护区

驱车游览保护区，感受最

狂野的生机。

第4天                  马赛马拉  
                            纳库鲁湖

细赏纳库鲁湖，静观火烈

鸟的婀娜。

第5天                纳库鲁湖
                  安波塞利公园

享受趣味野餐，“游猎” 

野生动物。

第6天        安波塞利公园

驱车安波塞利， 眺望非

洲之巅。

第7天                安波塞利     
                              内罗毕

造访小镇纳曼加， 回味

肯尼亚之旅。

肯尼亚经典之旅

（狮子之旅）

境外段价格： 每人 RMB12,200元起 
                         (单独成团 | 两人起定 | 6晚)

体验“极”亮点：
在纳库鲁湖边，近观数以千计火烈鸟的婀娜多姿

巡游马赛马拉，零距离体验广袤草原的原始狂野

探访安博塞拉，让乞力马扎罗见证与狮子的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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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涉东非之旅

最动人的非洲原野之旅（塞丽纳线路）

甜水山私人动物保护区和马赛马拉国家自然保护区是肯尼亚境内最负

盛名的两块原野之地。想要深刻体验到非洲赤道草原的原始气息，与

众多珍稀野生动植物近距离“亲密接触”，那么这两个保护区一定是

您最佳的选择。我们特地为您选择空中游览的方式，这不仅是为了节

约宝贵的旅途时间，更重要的是使您能够鸟瞰整个保护区，欣赏不一

样的风景。全程我们都会选择富有特色的宿地，例如时尚且富有创意

的Serena旅馆，一流的酒店设施，绝佳的地理位置，即便足不出户，

也可心醉美景之中。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12,900元起（单独成团 | 两人起 | 4晚）此次旅行在内罗毕启程，于内罗毕返程

独享塞伦盖蒂游猎之旅（塞伦盖蒂迁移营地）

塞伦盖蒂在马赛语中是指“无边的平原”。在这里，您将感悟到非洲

草原的魅力所在。每每来到塞伦盖蒂，您都会情不自禁地被大自然这

种单纯和广博所折服：广阔的土地，繁茂的草原，充满生机的河流，

还有种类繁多的动物。塞伦盖蒂草原上那生生不息的脉动是如此地强

烈和震撼，令人难忘⋯⋯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11,200元起（单独成团 | 两人起 | 2晚）此次旅行在阿鲁沙市启程，于阿鲁沙市返程

最纯真的东非风情（狮子之旅）

本次“狮子之旅”将带您游览东非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拥有丰

富鸟类资源的曼雅拉湖国家公园，被评为非洲最大野生动物保护区之

一的塞伦盖蒂，以及坦桑尼亚的大象乐园——塔拉哥尔国家公园，还

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喷火口——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这将是一次充

满激情，令人难忘的野外探险旅程。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17,800元起（单独成团 | 两人起 | 7晚）此次旅行在阿鲁沙市启程，于阿鲁沙市返程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7,800元起（单独成团 | 两人起 | 6晚）此次旅行在Moshi镇启程，于Moshi镇返程

触摸非洲之巅•攀登乞力马扎罗山之旅（马兰古线）

挑战“非洲屋脊”之称的乞力马扎罗山是众多登山爱好者的梦想。而

我们为您推荐的马兰古线则是40%登山者的选择。因为它是最容易登

峰的路线，所以，很多登山者都笑谈马兰古线更应该叫作远足，而不

是登山。

沿马兰古线步行穿越气候迥异的不同区域，您不但将尽享跋涉的乐

趣，还会沉浸在沿途美丽的风景。此行最大的亮点则是沿着火山口边

缘从吉尔曼峰步行至自由峰顶的一段路程。身在“非洲之巅”，天地

间一片苍茫，这便是海明威笔下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8,300元起（单独成团 | 两人起 | 4晚）此次旅行在内罗毕启程，于内罗毕返程。

肯尼亚神秘探索之旅（肯尼亚山和马赛马拉）

从肯尼亚的首府内罗毕一直向北，穿过铺着红土的锡卡(Thika)，一直

到达涅里(Nyeri)，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东非大裂谷。这条长度相当于

地球周长1/6的大裂谷，以其断壁悬崖，山峦起伏的壮观景色构成了我

们此行的宏大背景。

坐落在大裂谷东侧的肯尼亚山气势宏伟，山顶终年的皑皑白雪，独一

无二的高山植被以及山脚下珍珠般星罗棋布的湖泊，会令您不虚此

行。而位于大裂谷边缘的马赛马拉动物保护区，则享有着“世界上最

好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美誉，也是肯尼亚最大，最受欢迎的国家公

园。在马赛马拉动物保护区内，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奇

景——千万动物大迁徙，其场面足以震撼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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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 i to i Volunteering 旅游公司一起出游，您将收获与众不同的旅游体验。我们将旅行与
公益项目相结合，在引领您游览自然美景，深入了解异国风土人情的同时，帮助您实现助
人为乐，保护环境，造福一方的美好的愿景。

我们是最早提供志愿者派遣服务的旅游公司，并已经连续十七年向非洲，亚洲，澳洲和拉
丁美洲派遣志愿者。在 i to i Volunteering ，几乎每位员工都有过志愿服务或是背包旅行的经
历。作为一家获得全球认可，有责任心的旅游公司，我们每年都会派遣超过五千名志愿者
到世界各地去参与公益项目，为当地社区的发展提供帮助。我们力争通过志愿旅行项目，
令每一位参与者都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丰富人生阅历，得到旅行之外的更多收获，并对
他们未来的人生产生更加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爱心志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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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向往去这样一个地方旅游？优雅的斑马在窗外漫步，顽皮猴子在头顶的树上摇摆，温顺的长颈鹿在身边草地栖息，亦或成群的黑

斑羚在河边戏水。设想一下，您的加入让这幅人与自然共处的美景更添和谐色彩。

如果向往，那么您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这项在野生动物中心工作旅行的活动完全可以满足您的愿望。可爱的濒危小动物们会包围着您，

它们所渴望的仅仅是舔舔您的手指，得到您的关注。所有的工作包括为动物准备食物，人工喂养小动物，日常维护围栏以及监控保护区

内的野生动物。此外，如果您对海滩情有独钟，那么这次旅行将会更加完美诱人；因为在几英里以外就是南非最棒的冲浪海滩。难道还

有比这更精彩的旅行吗？

第1天              开普敦市

抵达驻地，了解具体的

项目信息。

第2天              杰弗里湾

沿途观赏乡村景致，前

往目的地。

第3-5天          杰弗里湾

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动物

保护工作。

第6-7天          杰弗里湾

轻松工作，劳逸结合，

享受惬意周末！

第8-14天         杰弗里湾              

学习动物护理知识，与

“新朋友”有更多交流！

第15天             杰弗里湾
             伊丽莎白港机场

结束爱心之旅，期待与

“新朋友”的再次相聚。

爱心旅行系列之南非

    野生动物拯救计划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7,800元起

体验“极”亮点：
学习动物护理的知识

亲历亲为照顾小动物

体验原生态，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

尽情地在南非最负盛名的海滩冲浪

为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尽绵薄之力

项目周期
最短1周——最长8周

第一周费用为每人 RMB7,800元起

此后每周费用为每人 RMB2,9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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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志愿之旅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6,700元起此次旅行在内罗毕市启程，于内罗毕市返程

爱心旅行系列之纳库鲁家园建设计划

有无限爱心的您，擅长手工吗？让我们一起去肯尼亚体验这次奇特又

有意义的经历吧！

在美丽的纳库鲁地区用您的双手和智慧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建设家

园，也许是参与一项社区服务，也许是亲手建立他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他们能在您的帮助中受益，您也会因此收获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

订购了该旅行套餐后，我们会把您支付费用中的75美元用于购买水

泥、建筑材料和工具，或者是用于我们“爱心奉献计划”中同等价值

的公益事业中。

爱心旅行系列之澳大利亚自然保护计划

您是否正在寻找能够真正深入澳洲内陆探险的旅程？

被海洋环抱与其他大陆相隔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美丽富饶，拥有无数特

有野生动植物的国家。可爱的袋鼠在广袤的草原上跳跃，天真的考拉

挂在树上慵懒地晒着阳光，还有世界上最小的企鹅——“神仙企鹅”

展现着它惹人怜爱的动人模样。然而这些珍稀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

园，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等待着您热情的援助。

作为志愿者，而不是普通游客，您不仅可以饱览澳大利亚的风土人

情，亦可亲自参与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工作。所以，现在就加入我

们，让自己充分领略澳洲的异域风情，也为自然保护尽一份绵薄之

力！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6,700元起

爱心旅行系列之加勒比海海龟保护计划

想拥有一次独特的人生体验吗？有兴趣参与保护小海龟的活动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参加我们哥斯达黎加的海龟保护项目就是一

次绝好的机会。

您可以为海龟孵化季的到来做些准备工作，也可以参与保护海龟的沙

滩巡逻。因为沙滩巡逻一般都安排在夜晚进行，所以这将是您享受加

勒比海滩美景的绝佳时机。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6,700元起此次旅行在Alajuela启程，于Alajuela返程

爱心旅行系列之斯里兰卡大象保护计划

利用假期，一起来参加保护大象的活动怎么样？照顾大象的同时，还

能享受美食和美景！

我们的项目地点设在天堂般美丽的斯里兰卡岛上，因为靠近Kegalle镇,

所以这里有苍翠葱郁的乡村美景。我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些温顺的大

象，这些动物体型庞大，跟公共汽车有得一拼，但在它们壮硕的身体

里，其实也有一颗需要被关怀和照料的心。

斯里兰卡大象保护项目所关注的是那些没有主人看护的、受伤或年迈

的大象，若再离开了国际志愿者和慈善捐助的支持，它们就只能继续

在死亡线上挣扎。带上您的热情，赶快加入我们吧！

境外段价格：每人 RMB8,200元起此次旅行在科伦坡启程，于科伦坡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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