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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反差之国
地跨赤道，比邻印度洋，海拔升至郁郁葱葱的

肯尼亚是地球上许多最古老最脆弱的野生生物

非洲第二高峰，同时又被地球上最后一片原生

物种的保护地。

态荒原所环绕，肯尼亚可谓是整个非洲大地生
活的缩影。这片土地孕育了超过40个种族，是
当之无愧的人类发源地之一。这里集聚了50多

这片原始的，无与伦比的游猎国度还将带您体
验一次丰富多彩的情感之旅，让您终身难忘。

个世界上最叹为观止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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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埃塞尔比亚风格的阿克苏姆
酒吧俯瞰水景花园，提供室内及

商务支持
酒店会议中心提供私人会议室及办

阳台雅座，酒吧内设现场音乐及

公场所，多语种文秘人员以及24小

舞蹈表演。泳池酒吧为您在泳池

时全球联网。

旁提供咖啡馆式就餐体验。班巴
拉专用休闲区提供全天的咖啡及
报纸服务。

内罗毕塞雷纳酒店
内罗毕塞雷纳酒店是全球领先酒店联盟成员
内罗毕塞雷纳酒店是全球领先酒店联

酒店内配备世界一流会议展厅设施以

盟成员，以其五星级标准，高效率，

及独特的Maisha健康会所与水疗中心。

以及优质的服务闻名于外。酒店连续
多次被航空公司及国际旅游杂志评选
为内罗毕最佳酒店。酒店坐落于非洲
最繁华都市之一——内罗毕的市中心

房间设施
包括：空调，两部电话（配有语音留
言信箱并可直接拨打长途），互联网

位置
内罗毕市中心，距乔莫•肯雅塔国际机
场18公里。

（无线，有线上网均可），迷你吧台，
数字保险箱，饮水机，咖啡机，液晶
平板卫星电视，24小时客房服务，专
用休息区，以及洗衣熨烫服务

会议活动设施
内罗毕塞雷纳酒店会议中心是内罗
毕首屈一指的活动会议举办场所。

健康保健

可以灵活隔断的会议场地，为每次

Maisha健康俱乐部及水疗中心内设

会议活动量身打造：会议中心享有

室外游泳池，一流的健身房，有氧

独立的出入口，接待大厅，以及四

运动室，蒸汽房，桑拿，极可意水

间可以灵活隔断的活动场地（每个

流按摩浴缸，以及果汁吧。此外，

场地设有私人独立就餐阳台与展开

俱乐部为您提供一系列的全方位按

的空间）:大会议套房可以隔成两

摩，排毒及芳香治疗，内还设有美

间功能房。我们提供世界一流的视

发美容沙龙。俱乐部附近侧有许多

听设施，思科网真远端呈现设备，

18洞高尔夫场地。

无线网络覆盖，代表支持，活动策
划，餐饮服务以及旅游服务台。

活动及文化交流
活动包括：萨尔萨舞蹈之夜，体育

婚礼与蜜月

电视观看等。

酒店提供一系列婚礼招待会场，蜜月

文化景点包括：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此外，您还

铁路，卡伦•布利克森博物馆，内罗

可以在内罗毕国家公园体验一次别具

毕植物园，长颈鹿中心，内罗毕国

一格的婚礼祝福。

区域，然而，塞雷纳酒店做到了店如

住宿

其名，为每一位前来的客人提供一处

酒店拥有183间房间，其中包括各种客房

悠然静谧的住所。酒店内部装饰陈设

及套房。房间设计上将非洲风格与世界

酒店设施
用餐, 酒吧和贵宾服务

勾勒出鲜明的非洲主题，其独特的艺

潮流完美结合。大多数房间属于标准或

马格里布咖啡馆，全天营业，提供各

家公园，动物领养中心，肯尼亚国

术和灵感来源于埃塞俄比亚，马格里

高级客房，也有为家庭团体游客准备的

国风味的自助早餐，午餐菜单，以及

家戏剧院，肯尼亚民俗村。

布，西非以及东非地区。酒店为客人

套房。除此之外，酒店设有六间开放式

特色晚餐菜单。24小时提供啤酒。

提供多种多样的就餐体验，其久负盛

设计的行政套房，五间商务套房，三间

Mandhari高级餐厅被誉为内罗毕最佳

名的Mandhari高级餐厅被评为肯尼亚

开放式设计的花园套房，一间Bateleur套

餐厅之一，它以原创的时令菜单和富

顶级餐厅之一。此外，内罗毕塞雷纳

房和一间总统套房。

余的酒窖闻名于外。

家庭风格
酒店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保姆

购物
我们的礼品店及书报亭有售各种旅

陪护以及儿童浅水池。

游必需品，小礼品，书籍，时尚单

环保意识

品以及各种当地工艺品。

酒店拥有自己的植物养护所，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支持社会教育
健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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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吧以及公共花园。此外，中心还设有

里我们提供全套视听设备和技术支持。

沙滩按摩，健身房，美容美发沙龙，网
球壁球场以及一个豪华游泳池。

婚礼与蜜月
酒店提供一系列精选的海滩婚礼接待场

娱乐活动

地，蜜月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

活动包括：游泳，网球，壁球，沙滩
排球，沙滩漫步，收获椰子，射箭，

家庭风格

水中有氧运动，风帆冲浪，浮潜，深

酒店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动画

海垂钓，玻璃船游，单位三角帆船游，

片节目，保姆陪护。

双体船游，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潜
水教程，18洞高尔夫。游客也可以选

塞雷纳海滩度假胜地水疗中心
白色的海滩，葱郁的椰树，斯瓦希

及一间总统套房。酒店的每间客房都

船，烧烤提供各式精选海鲜。Sokoni

里海岸带您走进无与伦比的热带天

有独立的阳台或露台。

广场是一家啤酒店式的咖啡馆，全天
供应小吃，披萨以及斯瓦希里特色食

堂。海滩背靠世界仅存的一片海岸

择：班布尔自然行，蒙巴萨岛海洋公
园，曼巴村落，蛇公园，基督堡，盖
地废墟，辛巴山国家公园，Arabuko

设施包括：24小时客房服务，空

制甜点和冷饮。池畔吧为您提供咖啡

调，无线及有线上网设备，直拨电

馆式服务，让您在泳池畔尽享悠闲时

话，电子语音信箱，报纸（免费），

光。Makuti酒吧全天供应各式小吃，

室内卫星电视，迷你吧台，保险箱，

同时每周举行手工艺品集市时会提供

商务支持

位置

饮水器，咖啡机，吹风机，蚊帐，

斯瓦希里式自助餐。

Shanzu 海滩，位于蒙巴萨岛中心北

酒店会议中心提供私人会议室及办公

机场班车以及豪华轿车服务。

豚，海龟，热带鱼群等许多海洋生
物。

部20公里处，距莫伊国际机场27公

品，小礼品，书籍，时尚单品以及各
种当地工艺品。

场所，多语种文秘人员以及24小时全
健康保健

球联网。

酒店设施
用餐, 酒吧和贵宾服务
喷泉餐厅，全天营业，设有室内及

休闲放松的场所，设有豪华的换洗区域

会议和活动设施

住宿

露台雅座，菜单包括各国特色美食，

（内设桑拿室，蒸汽房；外设极可意浴

独栋的世界一流的活动和会议中心提

酒店设有32间乡村客房，48间花园客

种类丰富的自助餐，以及斯瓦希里大

缸），四个独立的理疗中心（每个理疗

供三个带空调的活动场地，私人厨房，

餐。Jahazi烧烤，烤架设在海滩上，

中心设有独立的室外花园，绿廊淋浴，

中央波斯花园和硕大的户外露台。这

其设计灵感来源于阿拉伯单位三角帆

及日光浴所），一个双人理疗中心，水

庭套房，桑给巴尔套房，拉姆套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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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礼品店及书报亭均有售各种旅游必需

里。

房，66间乡村客房，一系列精选的家

己的植物养护所，蝴蝶中心，积极承

购物

品。冰淇淋小店供应各式冰淇淋，特

藏着大量的珊瑚群，这里栖息着海

酒店自发组织海龟保护项目，拥有自

Sokoke 森林。

房间设施

热带雨林，濒印度洋，印度洋下蕴

环保意识

Maisha 健康俱乐部与水疗中心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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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活动设施
独立的会议室；私人厨房，完备的视
听设备以及技术支持服务，组织方支
持。
婚礼与蜜月
酒店提供一系列精选的海滩婚礼接待场
地，蜜月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此外，
你还可以在这里伴着歌舞表演，在当地
酋长的见证下接受马赛式的婚礼祝福。
家庭风格

安布塞利塞雷纳野营山庄
依傍着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

住宿
山庄提供92间马赛风格的带独立卫生间

健康保健
山庄提供游泳池，日光浴所，导游步

山，坐拥世界著名国家公园心脏地

的房间，每间房都有独特的手绘壁画墙

行，以及一系列保健美容理疗。

带的绝佳地理位置。山庄隐蔽在一

壁和私人阳台。山庄同时提供三间家庭

簇簇刺槐树林中，远远遥望金灿灿

房，3间三人房和一间套房。

活动及文化交流
活动包括：白天或晚间野生动物参观，

的热带大草原，雄伟山景一览无余。
房间设施

荒野徒步旅行，热气球游猎，丛林晚

设施包括：吊式风扇，电话，蚊帐，

餐以及马赛当地风俗参观与了解，种

洗熨服务。

树。

一批批大象，河马，水牛等草原动

山庄设施
用餐, 酒吧和贵宾服务

购物

物。

您可以通过内部木桥直达中央就餐

品，小礼品，书籍，时尚单品以及各

区域，木桥坐落在积雪融化而形成

种当地工艺品。

山上常年积雪融水滋润着山庄周围
一片片绿莹莹的沼泽湿地。这些湿
地是这片美丽却异常干燥的土地上
唯一的水源，正是这一水源吸引了

位置
安布塞利国家公园，距内罗毕紧邻
的小飞机场2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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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店及书报亭均有售各种旅游必需

山庄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临时保
姆或儿童陪护，动物观赏全家行，全家
丛林野餐，自然探索行，益智交流等。
独特体验
山庄提供丛林早餐，午餐，游猎，丛
林烧烤，马赛舞蹈表演，热气球游
猎，文化学习，村庄参观等极具特色
的游玩项目。
环保意识
山庄积极倡导植树造林，为周边村落
社区提供卫生保健，饮水，以及教育
帮助。此外，山庄提供的一些特色服
务，比如文化导游，舞蹈表演，其工
作及表演人员都是当地居民。

的小溪上，整个就餐区紧邻水景花
园。山庄墙面上挂有手绘野生动物

商务支持

壁画，这些装饰壁画反映了当地马

酒店会议中心提供私人会议室及办公

赛人地传统手工艺术。这里有宽敞

场所，多语种文秘人员以及24小时全

的休闲区和吧台，是享受晚间鸡尾

球联网。

酒的绝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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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礼品店及书报亭均有售各种旅游必

环保意识
山庄积极倡导植树造林，为周边村

需品，小礼品，书籍，时尚单品以

落社区提供卫生保健，饮水，以及

及各种当地工艺品。

教育帮助。此外，山庄提供的一些
特色服务，比如文化导游，舞蹈表

商务支持

演，其工作及表演人员都是当地居

酒店会议中心提供私人会议室及办公

民。

场所，多语种文秘人员以及24小时全
球联网。
会议活动设施
专用的会议设施设在美景花园区，紧
邻接待区，提供完备的视听设备以及
技术支持服务，组织方支持。
婚礼与蜜月

Kilaguni塞雷纳野营山庄
Kilaguni塞雷纳野营山庄是第一个建造
在肯尼亚国家公园的山庄，山庄在乞
力马扎罗山脉的庇荫里，周围被开乌
鲁山的壮丽火山美景环绕。开乌鲁山
是目前世界现存最年轻的火山带。山
庄是石质建筑，在建筑里您可俯瞰山
庄自建的小池塘，每天都有络绎不绝
的大象，水牛等动物前来饮水嬉戏。
位置
位于察沃国家公园，距内罗毕紧邻小型
飞机场280公里。

住宿
山庄内设56间豪华独立客房，其中

有独特的石建筑观景台。石建筑的露

有些建造在两层的公寓里，可俯瞰

可供白天放松休闲的小床，躺在舒适

小池塘，有些建造在接待处左右两

的小床上，您可领略壮丽的开乌鲁山

边的小木屋里，此外山庄还设有五

景。

间奢华套房。
健康保健
房间设施

山庄提供游泳池，日光浴所，导游步行，

设施包括：吊式风扇，电话，蚊帐，

以及一系列保健美容理疗。

洗熨服务。
活动与文化交流
山庄设施
用餐, 酒吧和贵宾服务
就餐区为半露天式，俯瞰小池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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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酒吧，也可俯瞰小池塘，同时设有

酒店提供一系列精选的海滩婚礼接待场
地，蜜月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风格
山庄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临时保
姆或儿童陪护，动物观赏全家行，全家
丛林野餐，自然探索行，益智交流等。
独特体验
姆济玛温泉，Ngylia Rhina 保护区，鸟
类保护项目，狮子山丛林早餐，火山
岩洞探险，火山口攀岩，丛林烧烤，
Akamba舞蹈表演与文化学习。

白天或晚间野生动物参观，荒野徒步旅
行，丛林早餐，游猎，丛林烧烤，火山
岩洞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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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支持
酒店会议中心提供私人会议室及办公场
所，多语种文秘人员以及24小时全球联
网。
会议活动设施
会议场地选择包括帐篷屋顶全景露台，以
及室内全功能会议室，会议室提供完备的
视听设备以及技术支持服务，组织方支持。
婚礼与蜜月
酒店提供一系列精选的海滩婚礼接待场地，
蜜月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

塞雷纳山旅馆（树屋酒店）
塞雷纳山旅馆坐落在肯尼亚最高峰，

住宿

酒吧，酒吧一直延伸至旅馆的私人观

肯尼亚山的原始丛林山脊上，海拔

旅馆内设42间木质小屋，每间小屋有

景台。旅馆也提供屋顶烛光晚餐。

2134米，这里空气异常清新，山坡

私人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小池

丛林景观一览无余，溪水潺潺，沿

塘。旅馆内的装饰极具Kikuyu风情，

着溪水散步游走是多美惬意的享受

墙上挂有手织饰品，房间光线柔和，

啊。旅馆气温凉爽，静谧舒适，站

家具陈设给人以温馨舒适的家的感觉。

在露天的观景台上，您可俯瞰旅馆
的小池塘和盐渍，也能看到一群群

房间设施

前来饮水嬉戏的大象和水牛。

设施包括：吊式风扇，电话，洗熨服
务，夜间热水袋。

位置
肯尼亚山国家公园，距内罗毕紧邻
小型飞机场193公里。

独特体验
Ol Pejeta 保护区参观，荒野午餐，森林早
餐，徒步旅行，山涧溪水钓鳟鱼，种树，

健康保健

烛光晚餐，肯尼亚山5日攀登，当地

山庄提供导游步行，以及一系列保健

Mwomboko传统舞蹈表演。

美容理疗。

环保意识

活动与文化交流

山庄积极倡导植树造林，保护营救野生

森林徒步旅行，荒野徒步旅行，钓

动物，与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合作，

鳟鱼，植树，5天的爬山项目。

同时也为周边村落社区提供卫生保健和
教育帮助。

购物
山庄设施
用餐, 酒吧和贵宾服务
餐厅建在树顶高的平台上，就餐的同
时可领略丛林的美景。餐厅旁边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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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风格
该旅馆面向7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礼品店及书报亭均有售各种旅游必需
品，小礼品，书籍，时尚单品以及各
种当地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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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礼品店及书报亭均有售各种旅游必
需品，小礼品，书籍，时尚单品以
及各种当地工艺品。
婚礼与蜜月
酒店提供一系列精选的海滩婚礼接待
场地，蜜月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
家庭风格
露营地提供家庭帐篷，儿童菜单，儿
童陪护，动物观赏全家行，骑骆驼，
自然探索行，益智交流以及专用电视
休闲室。

甜水塞雷纳野生动物保护区露营地

独特体验
骑骆驼，狮子跟踪，参观珍古德黑

甜水野生动物保护区露营地坐落在

住宿

设有酒吧，可观看篝火表演，极具殖

肯尼亚山脉平原，露营地集聚在小

露营地提供39处豪华帐篷住所，每处

民时期氛围。

馆，钓鳟鱼，丛林荒野漫步。

酒吧边，设施齐全，为您提供舒适

帐篷有独立的走廊阳台。
健康保健

环保意识

帐篷设施

山庄提供导游步行，以及一系列保健美

露营地为周边村落社区提供卫生保

设施包括：独立卫生间（冷热水24小

容理疗。

健，饮水，以及教育帮助，积极与

温馨的室外居住体验。该自然保护
区野生动物数目密度居肯尼亚所有
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之首。
此外，该地拥有东非最大黑犀牛保
护区以及肯尼亚唯一黑猩猩保护区，
保护着大量的濒危野生物种。

时全天供应，冲水马桶），用电，帐
篷客房服务，保险箱，吹风机（接待
处自取），洗熨服务，专用电视休闲
室。

的甜水自然保护区中心，距内罗毕
217公里，距离纳纽基小型机场17公

自然保护区合作。此外，山庄提供
活动与文化交流
森林徒步旅行，荒野徒步旅行，白天或
晚间野生动物参观，骑骆驼，跟踪狮子，

的一些特色服务，比如文化导游，
舞蹈表演，其工作及表演人员都是
当地居民。

丛林早餐，游猎，丛林烧烤，参观保护

位置
露营地位于占地面积达110.000英亩

猩猩自然保护区。参观肯尼亚山旅

露营地设施
用餐, 酒吧和贵宾服务

区信息中心，参观珍古德黑猩猩自然保
护区。

露营地的犀牛餐厅，楼梯直通屋顶，
站在屋顶上可俯瞰小池塘，餐厅内也

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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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设施
餐饮，酒吧和贵宾服务
餐厅装饰豪华，配有自己的专用厨
师和私人厨房。您可选择在自己的
阳台，露台或者花园进餐。酒店设
有内部酒吧及池畔酒吧，烧烤及外
部用餐区。
健康保健
山庄提供导游步行，以及一系列保
健美容理疗。
活动与文化交流
森林徒步旅行，荒野徒步旅行，白
天或晚间野生动物参观，骑骆驼，
跟踪狮子，丛林早餐，游猎，丛林

Ol Pejeta 旅馆， Ol Pejeta故居

烧烤，参观保护区信息中心，参观
珍古德黑猩猩自然保护区。

这里曾经是亿万富豪 Adnan Kashoggi

空间的同时又很方便可以去露营地享

装潢，以及私人阳台。此外，酒店还

婚礼与蜜月

的旧居，这栋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坐

用各种设施。

包括两间豪华独立客房，均具有私人

酒店提供一系列精选的海滩婚礼接待

阳台。水牛小别墅中还有两间豪华独

场地，蜜月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

落在Ol Pejeta 保护区的中心。旅馆占
地面积广阔，在旅馆内可观赏优雅的
肯尼亚山景。旅馆内设有一些接待室，
还有一个大象写生绘画室，画室内配
有炉火，和独立的观景阳台。 住宿包
括一间客房，两间大套房和两间客卧，
楼下有两个私人泳池和户外烧烤和用
餐区域。旅馆距离甜水野生动物保护
区露营地几分钟的车程，在享受私密

14

位置

立卧室，一个中心画室，内设壁炉。

酒店位于占地面积达110.000英亩的甜

独特体验

水自然保护区中心，距内罗毕217公

房间设施

奢华府邸及丛林晚餐，狮子跟踪，

里，距离纳纽基小型机场17公里。

设施包括：24小时客房服务，管家

参观珍古德黑猩猩自然保护区。参

洗熨服务，专用厨师，私人厨房，

观肯尼亚山旅馆，钓鳟鱼，丛林荒

住宿

专用豪华中心休闲区，接待处，电

野漫步。

酒店提供两间豪华女性和男性主卧套

视室，酒吧，私人运动场地和餐厅，

房，套房均设有特大床，考究的室内

两个私人泳池。

15

帐篷内设施

购物

设施包括：豪华浴室，更衣室，帐

Sogonoi店提供旅行必备品，礼品，

篷客房服务，24小时热水提供，用

书籍，时尚用品和文化工艺品。

电，电话，无线网络，迷你吧台，
保险箱，蚊帐，洗熨服务，私人飞
机跑道。

婚礼与蜜月
酒店提供一系列精选的婚礼接待场地，
一间豪华的蜜月套房帐篷以及婚礼咨

酒店设施
餐饮，酒吧和贵宾服务

询服务。

中心用餐区域可俯瞰泳池和水坑，

家庭风格

这里吸引了多种野生动物前来饮水。

露营地提供家庭帐篷，儿童菜单，儿童

在这里还有别具风格的酒吧，在酒

陪护，益智交流等。

吧里可以远观湖景全貌。您可以选
择在不同的地方享用晚餐，湖畔，
悬崖边或是丛林里都是不错的选择。

独特体验
在湖畔或是悬崖边上欣赏日落，丛林
晚餐，乘坐热气球俯瞰裂谷湖。

健康保健

埃尔曼提亚湖塞雷纳露营地

山庄提供游泳池，导游步行，以及一
系列保健美容理疗。

环保意识
保护区和露营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维
护当地独特的生物圈以及当地马赛人

Soysambu自然保护区可谓是一片原始

处，其中包括濒临灭绝的罗斯希尔德

位置

活动与文化交流

天堂，保护区分布在埃尔曼提亚湖火

长颈鹿。

露营地距内罗毕135公里，距离纳库

在陪同下，沿着保护区和湖畔进行

鲁和纳库鲁国家公园的Nderit入口分

白天与夜晚野生动物游猎，这里是

烈鸟状的湖畔周围，被列为世界遗产
保护对象。埃尔曼提亚湖是真正的生

埃尔曼提亚湖塞雷纳露营地被茂密的

别是30公里和27公里。紧邻小型飞机

450种鸟类的聚集地；在悬崖壁上和

态天堂，湖中火山岩形成的小岛是东

刺槐树林环绕，既可以与大自然亲密

场。

湖边欣赏日落，丛林午餐晚宴，热

非唯一的白鹈鹕繁殖地，蓝绿色的碱

接触又能享受独处的恬静时光，在露

性湖水吸引了一群群珊瑚红色的火烈

营地里可以俯瞰被火烈鸟围绕的湖岸

鸟。该地区尚未被完全开发，是一片

全景。露营地的设计既反映出了

纯粹的野生净土，最近才向公众开放。

Soysambu的历史，也保证了旅客能够

保护区为超过15000个物种提供了栖息

住宿
露营地提供24处帆布帐篷，分布在埃
尔曼提亚湖边的刺槐树林中。此外，

享受到地道的美食，体验到独特的游

露营地设有豪华的帐篷式火烈鸟套

猎经历。

房。帐篷和套房中均配有休息室和极

群落。

气球之旅。参观纳库鲁湖国家公
园，参观Menengai火山口，Hyrax
Hill 史前遗址， Kariandusi史前遗址
以及纳瓦沙湖。

可意浴缸。每个帐篷都是建造在石头
做的平台上，并有独立的阳台走廊和
16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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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环保意识

礼品店有售各种旅游必需品，小礼

露营地为周边村落社区提供卫生保

品，书籍，时尚单品以及各种当地

健，饮水，以及教育帮助，积极与

工艺品。

自然保护区合作。此外，山庄提供
的一些特色服务，比如文化导游，

商务支持

舞蹈表演，其工作及表演人员都是

山庄会议中心提供私人会议室及办

当地居民。

公场所，多语种文秘人员以及24小
时全球联网。
会议活动设施
独立的会议室，会议室提供完备的
视听设备以及技术支持服务，组织
方支持。
婚礼与蜜月

马拉塞雷纳野生动物园山庄
马拉塞雷纳野生动物园山庄坐落在

在山庄里可领略非洲最壮观的野生
动物栖息区，您可以观赏到数以万
计的野生动物季节性的迁徙。山庄
将现代社会的时尚精致与当地的非
洲的原汁原味的美完美的结合在一
起。山庄设有两排独立的客房，在
每间客房里，您都可以观赏到著名

地，蜜月套房以及婚礼咨询服务。此

而且从那里您可以欣赏眼前广阔的

外，你还可以在这里伴着歌舞表演，

平原，也可远望马拉河美丽河景。

在当地酋长的见证下接受马赛式的婚

住宿

餐厅装饰有鲜红色的传统马赛斗篷

礼祝福。

山庄提供74间独立客房，从中心建

和长矛，开放式座位分布，餐厅就

筑向两旁呈鸟翼状展开。客房错落

餐气氛悠闲放松。酒吧与餐厅相连

排列，使得每间客房都得以观赏到

接，提供池边雅座。

罗毕320公里，紧邻小型飞机场。

世界著名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深
处，山庄建造在丛林密布的山坡上，

山庄提供一系列精选的海滩婚礼接待场

健康保健
房间设施

山庄提供游泳池，导游步行，以及一

设施包括：屋顶吊扇，电话，蚊帐，

系列保健美容理疗。

山庄设施
餐饮，酒吧和贵宾服务

位于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距离内

马赛风格的餐厅俯瞰客房和泳池，

自然探索行，益智交流等。
独特体验
每年一次的野生动物迁徙，热气球游

洗熨服务。

位置

山庄提供家庭套房，儿童菜单，儿童陪
护，动物观赏全家行，全家丛林野餐，

美丽的马拉河景。

的马拉河景。

家庭风格

活动与文化交流

猎，丛林早餐午餐和欣赏日落，马赛

白天或晚间野生动物游猎，荒野徒步

舞蹈表演，文化学习，参观村落。

旅行，热气球游猎，丛林晚餐以及马
赛当地风俗参观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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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 Lodges and Luxury Camps • Hotels • Resorts

肯尼亚

联络方式

内罗毕塞雷纳酒店，塞雷纳海滩度假胜地与水疗中心
安布塞利塞雷纳野营山庄,Kilaguni塞雷纳野营山庄

塞雷纳销售中心

马拉塞雷纳野生动物园山庄

恩贡大道4号威廉森大楼4楼
邮政信箱：49690-00100肯尼亚，内罗毕。
电话：+254 20 2842000/28423333
传真：+254 20 2718103. 电子邮箱：cro@serena.co.ke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坦桑尼亚中心预订处

达尔斯萨拉塞雷纳酒店，杜鲁缇湖塞雷纳酒店，曼雅拉湖

道琼斯大楼（not sure）2楼
邮政信箱：2551-坦桑尼亚，阿鲁沙。
电话： +255 27 2545555. 传真： +255 27 2545369.
电子邮箱：reservations@serena.co.tz

塞雷纳山旅馆（树屋酒店），甜水塞雷纳野生动物保护区露营地
Ol Pejeta旅馆,埃尔曼提亚湖塞雷纳露营地（纳库鲁酒店）

游猎度假村酒店，塞雷纳恩戈罗戈游猎度假村，塞伦盖蒂
游猎度假村，穆茨瓦玛营地，基拉维拉塞雷纳营地，塞洛斯
塞雷纳营地，塞雷纳米佛莫河度假村酒店，桑给巴尔塞雷纳酒店

乌干达

约翰尼斯堡预定办公室

坎帕拉塞雷纳酒店，维多利亚湖塞雷纳度假酒店与水疗中心

南非，约翰尼斯堡桑当镇，凯瑟琳大街144号，
格雷森岭办公园区（C幢，一层）

卢旺达

电话： +27 21 2607/8/9/10. 传真：+27 86 666 3508.
电子信箱：reservations@serenahotels.co.za

基加利塞雷纳酒店，基伍湖塞雷纳酒店

莫桑比克
波兰那塞雷纳酒店

www.serena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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