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豪華印度假期 6 天 
出發日期／date 成人團費／adult 備註／remark 

2017 年 3月 7日起 新台幣 55,800元  

2017 年 4月 11日起 新台幣 49,900元  

星期二出發   

※報名請繳交訂金新台幣 10,000 元 

 1972 年 11月 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在巴黎通過著名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開啟了近年世界遺產熱的序幕。依公約目標，是為保護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建立

一個以現代科學方法制訂的永久性制度；並為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紀念物（monuments）、建築群

（groups of buildings）、場所（sites）、自然面貌和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提供緊急和長期的保護。 

印度古文明文化，是亞洲文明中發展最輝煌，影響極其深遠的一支。無論是蒙兀兒帝國沙伽罕

王對其愛妃所立永久的一個紀念所建的泰姬瑪哈陵或佛陀初次與五位弟子講經之地的

鹿野苑，都為印度留下了清楚而深刻的文化印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 1979 年起陸續登錄了代表不同時期的印度紀念物、建築群與場所，為世界

人類留下了保護無價的文化遺產最好的典範。印度文化瑰寶之旅帶您探訪以下的印度文化遺產。 

※參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評定之世界文化遺產：Taj Mahal : 泰姬瑪哈陵(1983) 、Agra 

Fort : 阿格拉堡(1983)，讓您感受有內涵的深度之旅。 

行程特色 

1．搭乘東南亞服務第一的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直接飛往文明古國 – 印度。 

2．全程安排住宿高級星級飯店，與飯店內享用西式自助餐早餐或晚餐，印度貴族旅遊、吃的豐盛 

健康，住得豪華舒適，保証值得回味。 

3．暢遊印度首都【新舊德里】市區各個特色的名勝古蹟。 

4．【泰姬瑪哈陵】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至今其不朽之愛情史話！依然令人讚頌不已。 

5．【捷布】盡覽粉紅城市，城市宮殿博物館、風之宮殿，歷史藝術價值極高令您回味無窮。 

6．【安珀堡】特別安排騎乘大象登上安珀堡；及搭吉普車下城堡。 

7．每人每日提供 2-3瓶礦泉水。 

8．經驗豐富、服務熱誠的專業領隊及隨團導遊，讓您充分感受貼心服務。提供簡易導覽資訊， 

讓您在旅遊過程中深入簡出地配合英文導遊解說探尋印度古文明之美。 

 印度簽証所須資料: 
護照正本 (六個月內之效期)、身分證影印本、彩色照片 1張(5X5公分)、申請人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公司名稱職務和電話。 

 費用不含 

 1. 護照新辦之工本費用 NT2000元。（辦護照需準備：彩色 2吋相片 2張、身分證正本、戶口名簿正本或謄本）。 
    2. 領隊、導遊、司機和飯店行李、餐廳服務生、象夫、船夫等小費，請適度給予鼓勵。 
 3. 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 

4.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備註 

 旅遊平安保險，敬請旅客自行斟酌投保。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本行程之出團名稱、航班及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未出席行前說明會者，一律以郵寄方式送達。 

 

 

 

 

 



 

備註：● 下車參觀  ■ 行車經過  ◆ 入內參觀   ★ 特別安排 

 當 日 主 題 建  議  行  程  內  容 

第 

一 

天 

台北 
 

(飛航約 5時 45分) 

德里 

今日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印度－德里。抵達後專車

接至市區。隨即安排新德里首都市區觀光：

這個歷史名城充滿新舊文化交替的痕跡，是

印度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印度門，建

於西元 1921年彷凱旋門風格，為紀念第一次

世界大戰陣亡的印度將士。總統府(參觀外觀

建築)，是英國殖民時期的總督府，融合的印度傳統式樣與英國維多利亞的建

築風格。接著安排參觀世界文化遺產的--古達明那高塔；此乃建於 1199年的

高塔為全印度最高的石塔，為 12世紀紀念阿富汗回教國征服印度教王國所

建，塔櫜 2.5公尺，塔四周點綴著阿拉伯圖文及可蘭經文，結合了波斯及印度

式的文化及藝術於其中，可說是最早期阿富汗建築的典範。 

參考航班:中華航空公司 CI071 TPE/DEL  08:15 / 12:25 

參考航班:中華航空公司 CI181 TPE/DEL  08:00 / 13:05 (12 月 6 日起) 

 早: 請自理 午: 機上套餐 晚: 中式料理餐（當地餐廳） 

 宿: RADISSON BLU DWARKA HOTEL 或 ITC WELCOME DWARKA HOTEL或同等級 

第 

二 

天 

德里 

 
(車程約 4.5小時) 

捷布 

早餐後，驅車前往十九世紀時，為了迎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夫婿艾伯特親王 

蒞臨親訪，下令將此城漆成粉紅色而有"粉紅城市"之稱的捷布。抵達後前往飯 

店午餐與休息；午後再安排參觀◆『城市宮殿』（建於 1728 年，融合拉賈斯坦 

及蒙兀兒建築藝術之精華，其華麗無比的宮殿內展示眾多的珍貴文物。◆「風 

之宮殿」由 953扇大小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其目的是給宮內婦女觀看外面世 

界「崔波萊市集」。◆疆塔爾．曼塔爾天文台 1728~1734年所建，內有太陽刻 

度盤、星球儀、子午線儀…等各種天文觀測儀器。於 2010年正式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之一。◆城市宮殿博物館（建於 1728年，融合拉賈斯坦及蒙兀兒建 

築藝術之精華，其華麗無比的宮殿內展示眾多的珍貴文物。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  飯店內自助餐 晚: 飯店內自助餐 

 宿: HOLIDAY INN CITY CENTRE 或 LE MERIDIEN HOTEL或同等級 

第 

三 

天 
捷布 

早餐前體驗★印度古式瑜珈課程(約 30分鐘-1小

時)源自五千多年前的印度古國，動作緩慢優

雅、講求身心靈平衡的瑜珈，近年來已成為全

世界最流行的健康新風潮。早餐後驅車前往 

◆安珀堡，又稱琥珀堡；貴賓們將乘坐色彩繽

紛的大象，慢步登上美麗城堡。此城堡建於

1592年，為築於山丘上厚實城牆環繞的古城堡，其城堡內之宮殿群皆採用黃 

褐色的大理石為建材，顏色如琥珀一般美麗。勝利廳，乃大君接見貴賓之大廳，

是琥珀堡內最美麗的宮殿，宮殿四壁都鑲嵌著寶石與彩色玻璃鏡片，所有又 

被稱為『鏡廳』。午後特別安排體驗穿著★蒙兀兒王朝時期，王公貴族的美豔 

服飾，貴賓可以自拍留念！ 晚餐安排於飯店內享用豐盛的印度西式自助餐點。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 飯店內自助餐 晚: 飯店內自助餐 

 宿: HOLIDAY INN CITY CENTRE 或 LE MERIDIEN HOTEL或同等級 



 

第 

四 

天 

 
捷布 

(車程約 3.5小時) 

 
法特普希克里 

(車程約 1小時) 

 

阿格拉  

 

早餐後，驅車前往◆【法特普希克里】參觀 

勝利之城；此城曾經是蒙兀兒帝國於 1570~ 

1585年間之首都，後因當地缺水而荒廢遷都，

至今遺留有眾多雄偉的宮殿，寺廟等古建築 

遺蹟，被譽為印度之龐貝古城。該城擁有 6 

公里的城牆、7座城門，城內皇宮公眾大廳、 

土耳其蘇丹宮、社交天井、流動涼水池、後 

宮陵墓和印度最大的清真寺。由於當時動用了來自印度各地的工匠與建築人員，

因此在伊斯蘭建築元素中可以看出融合印度教與耆那教裝飾藝術的獨特 

建築。 

 早: 飯店內 午:  飯店內自助餐或精緻套餐 晚: 飯店內自助餐 

 宿: ITC MUGHAL SHERATON HOTEL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 HOTEL 或 DOUBLE TREE NY HILTON HOTEL 或同等級  

第 

五 

天 

阿格拉 

(車程約 3.5小時) 

 
德里 

 

 

於飯店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泰姬

瑪哈陵為蒙兀兒帝國君王－沙迦汗為其皇

后所建造之陵墓，1631年開始興建，費時

22年才完成。主體全為白色大理石構成，

寶石鑲嵌成的花草圖案作為裝飾。1983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被譽為世界七大古

建築奇蹟之一。隨後後前往參觀印度三大

紅堡之一的◆阿格拉紅堡，與泰姬瑪哈陵為臨，因使用紅色沙岩為主建材，故 

又稱紅堡。具有宮殿和城堡的雙重功能，圍護城河長 2.5公里牆高 20餘米， 

壯觀的城牆更顯得神聖不容侵犯。城堡內有多種不同建築風格之宮殿群，值得 

一看。午餐後驅車返回首都德里。若時間許可，可以安排前往康諾特廣場自由 

逛街，此廣場座落於中央新德里北邊，可說是德里的中央地標。最初的設計為 

馬蹄鐵狀，如今卻形成完整的圓形，並以 7條放射狀路線劃分為 12區，週遭 

林立著銀行、航空公司、飯店、電影院、觀光局、郵局、書店及各式各樣的餐 

廳與商店。晚餐特別安排於飯店內享用豐盛的西式自助餐。 

 早: 飯店內 午:  飯店內自助餐或精緻套餐 晚: 飯店內自助餐 

 宿: Taj Palace Hotel 或 Hyatt Regency Gurgaon hotel 或同等級 

第 

六 

天 

德里 
 

(飛航約 5時 45分) 

台北 

早餐後，於飯店內儘情享用各種休閒設施，以及飯店內的精品商店內自由採購。

隨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班機飛往台北，結束此次印度古文明體驗之旅，返 

回暖的家，相信此次南亞古國文化精華之旅，必可在您心中留下深刻  

印象。 

參考航班: 中華航空公司 CI072  DEL/TPE   11:25 / 20:30 

參考航班: 中華航空公司 CI182  DEL/TPE   14:10 / 22:25 (12月11日起) 

 早: 機上套餐 午: 請自理 晚: 請自理 

 宿: 甜蜜的家 

 


