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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總公司：台北市松江路 152 號 10 樓 1014 室        TEL：(02)2541-6066       FAX：(02)2541-6055 

 
 
 
 
 
 
 
 
 
 
 
 
 
 
 
 
 
 
 
 
 
 
 

   11/25、12/16                  NT$56,900 元起 
    1/22                        NT$58,900 元起 

2/10、 2/13                 NT$63,900 元起 
    2/24、 3/31                 NT$59,900 元起 

            （報價含:簽證、稅燃. 不含:小費 ）  

1.安排搭乘印度航空波音 787 夢幻客機，伴隨個人化娛樂設施，輕鬆舒適的抵達目的地。 
2.當天抵達德里，行程中包含兩段內陸段飛機（德里 / 瓦拉納西 & 瓦拉納西 / 卡鳩拉荷）， 

9 天 7 夜最完整最順暢的包裝安排。  
3.深度旅遊一次綜覽，行程包含多個聯合國世界遺產：泰姬瑪哈陵、阿格拉紅堡、法第普希克里城、 

    卡鳩拉荷性廟群。 
4.瓦拉那西：素有『聖城』之稱，印度教徒視之為『天堂之門』。乘小船朝聖恆河，了解印度教教 

    義。 
5.卡鳩拉荷：代表印度文化中建築藝術之最的性廟群，將充滿生命感雕刻藝術發揮到極致而著稱。

6.捷辛：由卡鳩拉荷前往阿格拉途中安排搭乘火車，體驗印度鐵道風情。 
7.泰姬瑪哈陵：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其不朽之愛情史話，依然令人讚頌不已。 
8.阿格拉城堡：40 多米高的城牆，有 400 多年歷史，雄偉的建築標志著蒙兀兒帝國的興盛。 
9.法第普希克里城：一個極目望去，全是使用令人屏氣凝神、紅色砂岩建築而成的勝利之都。 

10.印度特有的著名建築—梯井，層層疊疊彷若金字塔，風格獨特。 
11.粉紅城市－捷布：城市宮殿博物館、天文台入內參觀，並欣賞『風之宮殿』雕工精美的窗櫺設計 

    建築。 
12.安珀堡：安排騎乘大象上安珀堡，吉普車下安珀堡，獨特的經驗讓您印象深刻。 
13.全程使用國際豪華 5 星級飯店，古典現代兼容，住宿舒適有特色，兼之多數晚餐皆在飯店內享用 

    多元自助餐，衛生安全也同時得到保障。 
    ※德    里︰Novetel 或 Itc Welcom Hotel 或同級。 

  出發日期                                  售價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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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拉那西︰Ramada 或 Radisson 或 Tai Gateway 或同級。 
    ※卡鳩拉荷︰Ramada 或 Radisson 或 Chandela 或同級。 
    ※阿 格 拉︰Jaypee Palac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Hotel 或 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級。 
    ※捷    布︰Hilton Hotel 或 Radisson Blue 或同級。 

14.每人每日提供一瓶礦泉水，貼心的服務令行程更加舒適。 
15.特別贈送每人一張泰姬瑪哈陵團體照。 
  參考航班                   

 
 
 
 
 
 
 
 
 
 
 

搭乘日 啟程地/目的地 參考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01天 台北 / 香港 
中華航空 
CI 679 

13:40 15:25 約 01 小時 45 分鐘 

第 01天 香港 / 德里 
印度航空 
AI 315 

18:05 21:20 約 06 小時 15 分鐘 

第 02天   德里 / 瓦拉那西 
印度航空 
AI 406 

10:15 11:35 約 01 小時 20 分鐘 

第 03天 瓦拉那西 / 卡鳩拉荷 
印度航空 
AI 406 

12:10 14:40 約 01 小時 30 分鐘 

第 08天 德里 / 香港 
印度航空 
AI 310 

23:05 06:50+1 約 04 小時 45 分鐘 

第 09天 香港 / 台北 
中華航空 
CI 602 

10:10 11:45 約 01 小時 35 分鐘 

 

 行程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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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含門票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未標示代表行車經過 
第 01 天  台北香港德里 DELHI 
  開心歡喜飛往夢想文明古國印度！精選國營印度航空豪華客機，個人螢幕、多部電影選擇，以及無   
  微不至的服務，為您的飛行旅程帶來更多樂趣。因抵達時間較晚，故貼心安排距離較近的國際五星  
  酒店以舒緩搭機的疲憊，為隔日精彩的行程做足準備。 
  ：晚餐-機上套餐 
  ：5★Novetel 或 Itc Welcom Hotel 或同級 
 
第 02 天  德里瓦拉那西 VARANASI鹿野苑 SARNATH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於 19 世紀拜訪印度時，說到他對瓦拉那西的第一印象：「比歷史還悠久，比傳統

還古老，瓦拉那西是一則比任何神話傳奇還要更早的傳奇」！早餐後搭乘國內飛機前往印度聖河恆

河旁最大的都市，亦被稱為天堂之門的瓦拉那西。首先拜訪佛陀初轉法輪處—鹿野苑【佛教遺址四

大佛跡之一】，這是當年佛祖釋迦牟尼第一次為他的五個門徒講道說法而聞名於世。鹿野苑現存▲

達美克塔，該塔由阿育王初建，五世紀芨多王朝重建。而經戰亂、災難，屹立至今，成為鹿野苑標

志性建築。這裡還有中華寺，該寺己物是人非，由泰國僧人駐守了。▲鹿野苑博物館有鹿野苑阿育

王石柱柱頭，彌足珍貴。阿育王沿佛陀勝跡朝拜過幾十個地方，每個地方都立有石柱，柱頭多有一

個動物，唯有鹿野苑的用了四個獅子，代表佛法從這裡傳向四面八方。如今，此柱頭上之獅子已成

印度國徽，柱頭上之法輪已成印度國旗。傍晚在瓦拉那西恒河岸邊，成千上萬的印度教待都會趕來

手持油燈進行恒河女神崇拜，祈禱得到好運和祝福。夜宿瓦拉那西。 
 【門票包含】：鹿野苑 

 

 
 

 

 
 

 

 
 

：飯店內早餐 / 飯店內午餐 / 飯店自助餐 

：5★Ramada 或 Radisson 或 Tai Gateway 或同級 
 
第 03 天  瓦拉那西卡鳩拉荷 KHAJURAHO 
  清晨太陽未出來之前，前往觀看▲永恆之河—恆河的日出奇景及圍繞在恆河邊印度教徒種種的生活 
  習慣及禮儀，親身體驗印度教保留三千年之久的傳統文化。梵文意為〝神的入口〞，是印度境內七

個印度教聖地中被認為最接近神的地方，既是座宗教聖城，也是集音樂、舞蹈、雕刻、繪畫於一身

的藝術之城，到瓦拉那西的遊人搭乘★小船，看到虔誠的善男信女在河邊祈禱、齋沐心靈的動人景

觀。若以恒河水沐浴淨身，將洗淨一身的罪孽穫得解脫。因此恒河的西岸約有 20 多處成階梯狀排

列的沐浴場。隨後搭機飛往舉世聞名的性廟所在地—卡鳩拉荷，此地有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

★性廟群，可欣賞精緻的人體性愛雕刻藝術，出神入化、栩栩如生，道盡人世風情之後的終極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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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具代表印度的建築藝術之一。抵達後乘車參觀▲西廟群。 

 
 
 
 
 
 
 
 
 

  ：飯店內早餐 / 飯店內午餐 / 飯店自助餐 
  ：5★Ramada 或 Radisson 或 Chandela 或同級。 
 【門票包含】：乘船遊恆河、性廟群。 

專業安排： 

卡鳩拉荷是印度中央邦叢林地帶的小城市，讓它名震世界的是它的性廟群。它是印度昌德拉王

朝在西元 10 ~11 世紀作品。在印度歷史上是讚揚人性，讚揚生命熱情和肉體歡愉的最輝煌的

遺產。卡鳩拉荷性廟群共有三處，西廟群、東廟群和南廟群。西廟群是這裡的重中之重，在這

裡歷史、建築、文化、文明被藝術高度統一結合在一起。這裡有十四座廟宇，每座廟的裡裡外

外，門面、柱面、牆面、橫樑上都雕滿各種裝飾與圖騰。 

第 04 天  卡鳩拉荷歐恰古城 ORCHA阿格拉 AGRA 
  上午參觀▲東廟群後，驅車前往中古風味濃厚的★歐恰古城，座落於貝德瓦河兩岸，盡管現代文明 
  快速發展，歐恰生活步調悠閒一如以往，午餐特別在歐恰休閒旅館安排印度式午餐。午後前往捷辛   
  搭乘印度火車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的所在地—阿格拉。 
  ：飯店內早餐 / 印度風味自助餐 / 飯店自助餐 
  ：5★Jaypee Palac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Hotel 或 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級 
 【門票包含】：歐恰古城。 

第 05 天  阿格拉 
  早晨前往參觀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蒙兀兒帝國沙迦罕王為愛妃泰姬瑪哈所建這 
座白色大理石陵寢共花了 22 年的時間，動用了二萬人力才完成，佇立其上，不禁令人為這一段流 
傳千古的愛情低迴不已。午後接著參觀歷經三代皇帝建造的★阿格拉城堡，採用紅色砂岩建造而 
成，故又稱紅堡，整體建築相當宏偉壯觀且奢華，顯示著當年輝煌盛世，是座融合了傳統印度及回 
教文化的建築。隨後再前往參選▲印度絲巾及莎麗，精美的編織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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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 飯店內午餐 / 飯店自助餐 

  ：5★Jaypee Palac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Hotel 或 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級 
  【門票包含】：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城堡。 

第 06 天  阿格拉-勝利之都捷布 JAIPUR 
  上午驅車前往拉賈斯坦省有〞粉紅城市〞之稱的捷布。途經十六世紀阿克拜大帝所建造的★勝利之 
  都－法第普希克里，是印度的古都。為阿克拜大帝為慶祝其子迦亨基的誕生，花費 16 年才建造完 
  成，城內豪宅多以紅頁岩建造，融合印度、中亞和伊朗的建築風格，極有創意給人一種穩健厚實的 
  感覺。特別安排參觀印度特有的建築★梯井，層層疊疊，彷彿金字塔的三角形階梯，方便人們下  
  樓取水，除此之外也是當時人們的社交場所，甚至可以避暑或避難。抵達拉賈斯坦省的省會-捷布市， 
  參觀▲貝拉廟，又稱之為印度財神廟。  
 ：飯店內早餐 / 印度風味餐 / 飯店自助餐 

  ：5★Hilton Hotel 或 Radisson Blue 或同級 
 【門票包含】：法第普希克里、梯井。 
 【入內參觀】：貝拉廟。 

第 07 天  捷布 
  捷布四周的山丘地形崎嶇不平卻建有不少壯麗的城堡，其中以★安珀堡最為出名，曾為印度首都長 
  達六世紀之久。抵達後★騎乘大象 Elephant Ride 上安珀堡，堡內城門雄偉，宮廷建築引人注目，加 
  上迴廊樓榭樓梯寬敞典雅，可想當時的蒙兀兒帝國是如此的強盛。其中▲鏡宮，四牆嵌有精妙的鏡 
  面圖案，即使只是一根小小的蠟燭，經過萬鏡反射之後，就如置身於滿天星空中。★城市宮殿博物 
  館，館內收藏當時皇族所留下來的衣物、兵器、藝術品等，歷史藝術價值極高。其中最醒目的是兩 
  只銀質大水甕，當年捷布國王前往倫敦參加愛德華王子加冕時特別打造的，裝滿水足夠供人們飲用 
  半年。爾後前往參觀十八世紀由捷辛格二世所建的★天文台，目前有 16 種造型精巧有趣的天文觀 
  測儀，現在看來還十分精準，周密的記載宇宙的奧妙。◎風之宮殿，由 953 扇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  
  目的是給宮中婦女觀看 花花世界的管道，又可以掩護不受外界窺視，設計別出心裁，圖案富麗華 
  美。前往▲地毯工廠，讓您了解地毯編織過程，隨後您可以好好的瀏覽這印度最具風味的古城。 

 
 

 

 
 

 

 
 

 

：飯店內早餐 / 飯店午餐 / 飯店自助餐  
  ：5★Hilton Hotel 或 Radisson Blue 或同級 

【門票包含】：安珀堡、騎乘大象、城市宮殿博物館、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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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天  捷布德里香港 
  返回德里，參觀英國統治印度時期，由英國所精心設計之新德里區：◎國會大廈 Sansad Bhavan，是  
  現代德里的象徵，在寬廣草地上，圓形列柱成排，呈現優雅的格調。◎總統府，原為英國殖民地時 
  總督府，融合了印度傳統式樣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式樣。◎印度門建於西元 1921 年仿凱旋 
  門風格，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的印度將士而建。爾後參觀保有舊面貌的舊德里區：▲羅赭． 
  迦特公園是許多人前來對印度之父甘地表示尊重與緬懷的地方。這裡是聖雄甘地的火葬場，由於印 
  度教的習慣，骨灰要撒在河裡，所以公園中現在只有一座石碑作為紀念。後續安排參觀◎巴哈夷教 
  之靈曦堂，其獨特的造型酷似蓮花，故又名蓮花寺，其蓮花  象徵著所有宗教的純潔與平等。特別 
  安排參觀▲印度土產、香料及大吉嶺紅茶…等。晚餐後搭機經香港返回台北，夜宿機上。 
 
 
 
 
 
 
 
 

 
 
：飯店內早餐 / 印度式料理 / 飯店內自助餐 
：機上 

  【入內參觀】：羅赭．迦特公園。 

第 09 天  香港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這結合感性與知性，豐富的心靈印度之旅，將為您留下難以忘懷的美麗  
  回憶。 
  ：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得視航空公司班機班次的確認，本公司保留有作行程調整之權利 

，以出發前說明會行程資料為準。 

 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6 個月以上、謢照內需有本人簽名）。 
2. 5X5 彩色相片 2 張（3 個月內彩色近照白底）。 
3.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務必要清晰）。 
4.持外國護照者：需附上台灣居留證（居留證需滿 6 個月以上）、父母親名字和國外地址。 
5.客人公司名稱或學校名稱、地址、職稱、電話及住家地址、電話。 
6.未滿十八歲附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籍謄本正本（不可用影本代替）。 
7.未滿十八歲若父母雙方均不同行，請附父母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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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   

行程貼心提醒：  
1. 售價已包含稅、燃油費。 
2. 本公司保留有做行程調整之權利，得視航空公司班機與輪船班次的確認，依出發前說明會行程 
資料為準。 
3. 本行程有時會因飯店及交通狀況等，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前後更動或調整以出團當地安排為
主。 
4. 本公司綜合旅行業遵照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五十三條規定，觀光局規定四千一百萬元履約 責任險
及品保協會保障，為旅客投保責任保險新台幣伍百萬元及二十萬元意外受傷醫療 險(投保限制 15
歲以下及 70 歲以上人士為 200 萬元整)，讓旅客玩得安心盡興。 
5. 溫馨提醒～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 以上或
行動不便之貴賓，需有家人或親友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餐食提醒： 
1. 台灣與世界各國飲食文化多有差異，無法符合台灣口味敬請見諒。而國外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
蔥、蒜、辣椒、奶蛋甚至魚肉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
前提 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雞蛋或起士等食材搭配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也
相當 不易，故建議各位貴賓，如有需要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2. 航空公司特殊餐需求：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7 個工作日前向您的業務提
出需 求；航班起飛 3 個工作日內，因航空公司訂餐作業因素恕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參團提醒： 
1. 航空公司皆有固定之團體位，貴賓報名付訂成功後恕無法指定機上座位。（如有特殊情況可於
出團 前告知領隊，CHECK-IN 時盡力安排，但恕無法指定） 
2. 貴賓如有單人報名情況，於團體最後確認前，仍然無法安排與同團貴賓兩人一室時，需補單人
房差 價。基於「使用者付費」，貴賓需負擔單人房費用。敬請明瞭。 
3. 貴賓如有三人參團，可選擇不加價 3人同房（以標準雙人房型再另外加床為主{沙發床或行軍床}。 
因長程線旅遊地區之飯店較少有三人房型，故無法指定標準三人房型）或選擇補差價加開單人房。 
4. 所有旅館的團體房恕無法指定連通房，也無法保證一家人的房間一定能在隔壁或鄰近，敬請見
諒！ （如有需求可於出團前告知領隊，CHECK-IN 時盡力安排，但恕無法指定) 
5. 團體報名確認後請繳交訂金，以確保您預定的機位；尾款請於出發前 7 日或航空公司通知開票
前繳 清。（外籍航空開票後即無退票價值，恕無法更改名字。敬請明瞭） 
6. 因每個地區所使用高級飯店超過數家，故無法全部列舉或當表列飯店客滿時，本公司將會以同
等級 飯店安排。 
7. 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已繳付之團體訂金依定型化旅遊契約書中之規定辦理。 
8.優惠方案如有早鳥優惠限全程參團之旅客(恕不能同時使用其他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